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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打击电动车上牌点非
法中介牟利的#黄牛党$%近期%海口市
交警支队开始实施实名制预约领取受
理号的管理方式& 然而%南国都市报记

者经过暗访却发现%'黄牛党(仍扎堆上
牌点非法赚取中介费& $%日下午%经过
民警&个小时的蹲点守候%抓获"名)黄
牛(移交辖区派出所&对此%海口交警部
门表示%将制定#熟脸(黑名单%最大程
度打击#黄牛党(%还市民一个公平公正
的上牌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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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日%海口市谢先生致电本报
反映%在府城中山南路电动车上牌点%

有一群疑似黄牛党的人组团搬石块占
位领取受理号% 严重干扰上牌点正常
秩序&

经过几日的观察*暗访记者发现%

该上牌点每天确实固定出现十多位装
备齐全的#熟脸(%他们自备凳子%穿戴
防晒衣物*帽子%在上牌点办公期间%

徘徊在该上牌点门外%替人排队*辅助
人办牌十分忙碌&

'月$(日%记者通过黄牛散发的联
系电话% 与一位自称长毛的男子取得
联系& 对方称只要记者提供车主身份

证等上牌必备手续%)#元钱便可直接
上牌%并约记者$)日上午%点以后在府
城中山南路电动车上牌点接头& $)日
上午%当记者将申请材料交给长毛时%

长毛为取得记者信任% 当即带领记者
往府城中山南路电动车上牌点附近的
一处食杂店内% 指着该店门口一名正
在清洗物品的女士称 #老板娘可以证
实我不会骗人(&

见到记者走来% 该女子停下手中
的活与记者对话称+#是车辆年检还是
电动车上牌, 他在这好多年了% 叫长
毛%就是赚取点中介费%不会骗人的%

放心吧(%见长毛找到一家固定铺面老
板做担保人记者便不再追问& 为彻底
打消记者疑虑% 长毛在收起记者的申
请材料前% 拍着自己的右侧鼓鼓的裤
兜称)已经有好多人让我办了%这里都
是别人的材料%放心吧(&

但长毛称% 由于上牌点严拒 )熟
脸( 中介代办牌照% 因此这)#块钱只
是排队费% 上牌最终还是要车主自己
前往办理& 当记者试图咨询长毛如何

领到受理号时% 长毛十分警惕称 )只
要第二天早上开车来拿号就行% 别问
那么多(% 随后% 不知何时拿出一份
材料便径直往该上牌点旁的机动车车
辆年检的办公地点% 并敦促记者迅速
离开&

$%日早不到(点% 记者接到自称
长毛爱人的电话提醒 )%点前开车到
府城中山南上牌点上牌(& 当记者开
车出现该上牌点时% 记者看到% 长毛
夫妇与另外几名类似穿着的人围坐在
一辆电动车附近聊天& 见到记者便将
夹在电动车上牌表的材料交给记者便
带着记者去到上牌点拍照区% 收取记
者)#元的费用后% 继续忙碌招待其他
)顾客(& 期间% 记者看到% 不时有人
拿着材料过来向长毛夫妇咨询手续*

复印证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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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上午""时许% 记者将暗访的
情况向府城中山南路电动车上牌点站
长许飞进行反映& 许飞十分重视% 当

即向海口市交警支队汇报情况% 并立
即锁定重点嫌疑人展开跟踪调查& $%

日"*时许% 许飞将涉嫌严重干扰上牌
点正常秩序的林某 !$" 抓获% 并移
交到辖区云露派出所& 许飞告诉记
者% '月$*日% 他由椰海大道电动车
上牌点调至该上牌点后便察觉到% 该
上牌点每天都有十几位固定 )熟脸(

在上牌点附近徘徊% 甚至曾出面警
告& 但因尚未掌握惩治 )黄牛党( 的
确凿证据% 并且没有得到群众相关举
报% 一直无从打击&

$%日"(时许% 坐在云露派出所的
林某% 起初并不承认自己曾非法赚取
非法中介的情况% 见到记者后方才承
认其非法赚取非法中介的行为&

)我和我老公都没有工作% 看有
人没有时间排队% 找到我们帮忙排队%

就赚点辛苦费&( 林某说% 为了能确保
领到受理号% 早上+* &点便早早到上
牌点排队& 她称% 由于对方愿意主动
交费求人替排队% 因此% 她便抱着侥
幸心理赚取中介 )排队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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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万宁市龙滚镇上城村
委会村民向记者反映%该村委会有
两个村小组组长都是低保户&龙滚
镇政府表示确实有此事%目前已经
安排人员进行调查处理&

近日% 龙滚镇上城村委会群众
王先生向记者反映%早几年%他们村
委会红寨村组长蒋某山和加作村组
长蒋某钊% 以重病为由成功办理了
低保% 可这两人的身体根本就没有
什么大病&

$%日%记者前往上城村委会了
解此事% 路上随意采访了多名村

民&村民均表示知道蒋某山和蒋某
钊都是吃低保&一村民称%)他们是
村小组的组长% 但都是低保户%每
个月都领*#多元& (

随后% 记者根据村民的指引%

来到蒋某钊的家里%但由于大门紧
锁% 并没有采访到蒋某钊本人%现
场中%发现蒋某钊的房屋是一间占
地约数十平方米的一层瓦房&

当天%记者前往龙滚镇政府了
解此事% 该镇民政助理王连民表
示%根据目前材料记录%蒋某山和
蒋某钊从$##&年开始领取低保%而
材料中的家庭属性是)重病(-并表

示%这两人领取低保跟是否担任村
组长没关系%而是根据其经济条件
决定%但不排除这两人多年前经济
条件不好% 符合领取低保的条件%

如今经济条件好了%一直没有村民
向镇里反映此事%镇政府不知此事
的进展&

龙滚镇镇委书记任少波表示%

镇政府一直没有接到群众关于此
事的举报% 如今听说后已经派出
工作人员调查此事% 如果蒋某山
和蒋某钊不符合低保条件% 却又
领了低保% 肯定会严肃处理相关
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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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本有着幸福美
满家庭的女子黄某燕%却因为沉迷私
彩%打起了公司公款的主意& 她利用
公司出纳的身份%先后侵占公司近千
万款项&这些钱%她都用来购买私彩&

案发后%为减轻刑罚%黄某燕协助警
方抓获私彩经营人& 但即便这样%黄
某燕还是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代价%不
但被判处有期徒刑"'年&

黄某燕现年'+岁%原籍广东%后
嫁到海口&案发之前%黄某燕是海南
某投资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的财务

部出纳%家庭幸福%年幼的孩子乖巧
可爱&然而%一切在黄某深陷于购买
私彩的旋涡不能自拔后改变了& 一
开始% 黄某燕只是把自己的工资搭
进去% 后来开始借钱买& 但钱都花
了%她却始终未能如愿中得大奖&为
了圆自己的发财梦% 她瞄上了自己
经手的公司资金&

截止至$#"#年$月$"日% 黄某
燕侵吞公司资金共计人民币
%%',(**万余元%而且截留的资金都
用在购买私彩上& 案发后%黄某燕
到公安机关投案%并协助公安机关

将涉嫌非法经营私彩的许某抓获&

琼山法院审理认为%黄某燕利
用职务之便%截留公司资金%用于
购买私彩% 且其侵占的资金巨大%

已远远超出其归还能力%其行为构
成职务侵占罪& 鉴于被告人黄某燕
积极协助公安机关抓捕涉嫌非法
经营私彩的许某%有立功表现& 于
是%$#"#年"$月% 琼山法院判处其
有期徒刑"'年&

一审宣判后%黄某燕以量刑过
重提起上诉& 其上诉后%海口市中
级人民法院维持一审判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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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缓解食品价格上涨对三亚
市人民群众生活的影响% 保障三亚
市城乡居民生活水平不因物价上涨
而降低% 三亚市财政将给三亚市城
乡居民发放物价补贴% 预计受益人
数&),*万人%补贴资金达"(&)#万元&

据了解% 本次物价补贴每人将
一次性获得*个月临时补贴资金'##

元& 申报直补信息的居民可在$#"$

年+月&日-""日进行归口申报更正%

各归口管理部门将及时处理信息申
报工作& 整个补贴的审核和发放工
作在+月底前全部结束&

$%日%武警海口市支队"##名官
兵助力海口市秀英区)绿化宝岛(工
程建设% 为该区长流镇美李村植树
添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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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哇哈哈%警察抓劫匪%好猛. 亲眼
所见%有图有真相%龙昆南与南海大道
路口%围观围观(网友.邹-贤堂的这
条图片微博%吸引了不少网友的眼球%

并迅速推荐转发/记者了解到%原来这
是海口市龙华公安分局飞龙大队民警
正在抓捕贩毒和吸毒人员&

据龙华飞龙大队陈副队长介绍%

$+日"+时许% 该大队队员发现一名形
迹可疑的男子%便秘密跟踪%并最终将
这名贩毒和另外一名吸毒人员擒获&

)由于该男子当时极力反抗%在队
员们默契的配合下% 几经周折方才控
制住他%因此引来不少市民围观& (陈
副队长回忆说% 当时确实看到市民拍
照%但不曾想照片被发到了微博上%还
引起大家的广泛关注&

对于网友们的盛赞% 陈副队长表
示这是他们职责所在&)不少行动都安
排在半夜% 而且抓捕的时候往往会避
开人群% 当天在道路中间实施抓捕是
担心嫌犯察觉后逃脱&(陈副队长感谢
大家的关注和理解&

^_`� ¡¢

]£¤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