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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乐东一张姓男子因与朋
友打牌发生口角$ 居然持改制的
枪支恐吓牌友$虽没有造成恶果$

却因涉嫌非法持有枪支罪被乐东
县检察院依法批准逮捕%

据了解$今年#月#日晚$张某
与黄某存& 黄某亮等三人在一起
打牌% 打牌过程中张某因换牌一
事和黄某存发生口角$ 张某不悦

遂持橡胶灯向黄某存砸去$ 打到
了黄某存的左眼角$ 但张某并不
解恨$仍想继续发作$当场的朋友
看到赶忙劝架$张某只好作罢%

时隔一个多月后$ 张某得知
黄某存和黄某亮在黄某杰家中喝
酒$便打电话给黄某存$说'你在
那里别动$我要和你换命$现在就
去杀你(% 听张某这么说$三人都
感到害怕$ 黄某杰便提议到附近
的黄某亮家中躲藏% 不料$被持枪

支和西瓜刀正在赶来的张某发
现% 黄某存见状赶紧跑到黄某亮
家中躲了起来% 在场的朋友见此
情景后$ 便到屋外把张某携带的
枪支和西瓜刀夺下%

旁边有众看到便马上向警方
举报%乐东警方立即赶到现场将张
某抓获$并当场扣押了张某改制的
枪支和西瓜刀%经海南省公安司法
鉴定中心鉴定$该枪支为以火药为
动力的改制猎枪$具有致伤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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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月$按照全国'扫黄打非(工作
小组的统一部署$海口警方历经$个多月
的缜密侦查$成功侦破本案%警方现场查
获非法期刊#$种#万余册& 假公章%&枚%

经查$ 自#""'年!月至案发$ 以郭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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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妇为首的犯罪团伙非法出版 )中国教
育研究!等期刊$共收取投稿人'版面费(

##$'(笔$违法所得高达!"("!#"&)&&元$

案件涉及#"多个省区市%

&月&"日$庭审现场$公诉人指控
被告人符某违反国家出版管理规定$

在未经国家有关主管部门批准许可的
情况下$于#""&年(月#"日代理其伯父
成立的香港中华临床医学会名下的
)中华医学护理杂志!&)中国教育教学
杂志!等非法期刊% #""&年'月之后$符
某又相继成立多家公司专门从事非法
期刊经营活动% 期间$符某招聘女子符
某某"!"

+!2345/!6718

#为
公司经理$负责管理其他员工$处理公
司日常事务$通过假冒&伪造国内各省
市刊号$ 共编印了 )中华医学护理杂
志!&)中国教育教学杂志!&)中华护
士!&)中国教育科研!&)中国高教探讨
杂志!&)中国临床医学月刊!等十余种
非法出版物$ 利用非法期刊组稿刊发
论文收取'版面费(%

#""'年$ 符某丈夫郭某在明知妻

子从事非法经营活动的情况下$ 伙同
符某等人经营非法期刊$ 负责维修公
司电脑和公司网页维护&信息更新等
工作% 此外$自#""*年$月起$被告人
符某&郭某先后以杰沐公司&福瑞祥
公司的名义$与云南现代物业杂志社
签订合作协议$从事)现代经济!&)现
代科技!杂志的宣传&组稿&收取版面
费&印刷等非法经营活动%

庭审时$ 被告人郭某& 符某某对

自己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 符某及其
代理人与公诉机关就代理云南现代物
业杂志社下属两本杂志组稿& 出版是
否构成刑事犯罪$ 以及符某是否替其
二伯父打工& 并非主犯等问题进行了
辩论%

为体现'阳光审判($琼山区法院启
用科技法庭$保证公诉人出示的每一份
证据都能通过证据显示台&电子显示屏
等现代技术手段直观展现在被告人和

旁听人员眼前$令整个庭审过程充分置
于庭审现场人员的监督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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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帮助妻子经营非法期刊之前$

郭某在大型企业有一份令人羡慕的工
作% 之后$他辞去工作$在妻子经营的
公司内负责电脑硬件& 软件的维修维
护工作$并更新网页% 案发后$两人双
双被抓% &月&"日$两人同堂受审$庭下
坐着他们的亲人%

'我们夫妻俩都被抓了$两个孩子
和老人怎么办啊* (庭审现场$想起孩
子和父母$符某不止一次落下眼泪$声
音哽咽% 她和丈夫都受过高等教育$原
本要找个工作并不难% 但大学毕业后$

符某就走上了非法出版期刊的道路%

之后$丈夫也加入进来% 原本$他们是
想多赚点钱迎接第二个孩子的到来%

但最终$却因为贪念$而双双犯下难以
弥补的错误%

符某说$ 他们的两个孩子身体都
不好$最小的孩子还只有!岁% 自从夫
妻被抓进来了$ 孩子们交给老人照
顾$但老母亲身体也不是很好% 案发
后$为减轻刑罚$他们夫妻已经抛掉
所有的股票&基金$追缴赃款+'"多万
元% 同时$她还向公安机关举报了两
条犯罪线索$为此$她希望法庭轻判%

庭审结束后$符某的老母亲在众人搀
扶下目送她坐上囚车$泣不成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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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庭时$符某某很专注$她一直盯
着电子显示屏上的公诉方提供的证
据$听着他们的指控$并发表自己的辩
护意见%

尽管公诉方提供的证据表明$公
司的员工均表示符某某曾给他们做过
培训$ 教他们在接到客户投诉说论文
无效时$辩解说期刊是在香港发行的%

但在庭审现场$ 符某某坚持自己一直
不知对她有知遇之恩的符某办的是非
法期刊% '我一直以为我做的是高尚的
工作% (符某某称$她一直以为期刊是
合法发行的$ 她只是想通过自己的双
手努力工作$帮助家里%

符某某说$ #""$年*月$ 她大专
毕业后$ 因为眼睛和下巴的外表缺
陷$ 一直找不到工作% #""+年$ 她通
过招聘进了符某的公司$ 担任经理$

负责日常工作% 因为 '这份工作来之
不易($ 她很珍惜$ 一干就是+年$ 工
资也从原来的*""多到了之后的#"""

多元% 但是在工作中$ 她一直都是
'听老板的($ 符某跟她怎么说$ 她就
怎么告诉员工%

对于符某某的这一辩解$ 公诉机
关以符某公司几名员工的笔录和辨认
做了反驳% 庭审结束后$当符某某听到
特地赶来的丈夫一声叫唤$ 当场就湿
了眼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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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南省高院
)关于做好涉党政机关执行积案专项
清理活动准备工作的通知!下发后$&

月##日屯昌法院专门召开党组会认
真研究部署$进行了全面排查摸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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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日下午$省工商联"总商会#特
邀资深职业培训师孙岚女士开办'国际
旅游岛实用公务礼仪(课程$来自海航&

海马&凤凰岛&金鹿等("多家企业的#""

多名企业家及员工参加学习%

据了解$此举是为了响应省委省
政府关于开展'文明大行动(的号召$

提高我省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的文明
素养和礼仪水平% 此次礼仪培训是由
曾获得#""(中国十大女性培训师等
诸多荣誉的孙岚老师主讲$内容囊括
言谈举止&公务接待&迎送拜访&出行
宴会&拜访送礼等方方面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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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号!"时许$海口海
事法院八所法庭在东方市八所镇滨海
路正式挂牌成立% 八所法庭的揭牌成
立$ 标志着我省基层服务点的海事司
法服务网络布局完成$ 从而提高了海
事司法服务能力$ 发挥贴近群众的优
势$及时有效化解矛盾纠纷%

海口海事法院从#""%年开始布局
海事法庭建设$ 确定分别在海南岛东
西两线的沿海重镇三亚&博鳌&洋浦&

八所设立海事法庭$ 并于当年年底建
成了三亚&洋浦两个海事法庭%此次挂
牌成立的八所法庭$ 是海南海事法院
在重要航运码头设立的布局的最后一
站$它的挂牌成立$标志着我省基层服
务点的海事司法服务网络布局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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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确保#"!#年博鳌亚洲论坛
顺利圆满召开$定安县公安局全警
联动$集中开展社会治安秩序清理
整治行动$ 于&月#*日夜破获一起
重大贩毒案$抓获贩毒犯罪嫌疑人
莫某&吴某等&名吸毒人员$当场缴
获,粉!!"克&海洛因!$)*克&冰毒
!!)!克等多种毒品%

&月#*日晚#!时许$雷鸣派出
所民警紧张有序开展清理整治行
动$ 在清查该镇人民大道一酒店
二楼时$ 突然闻到从南边靠近卫
生间的包厢隐隐飘出一股奇怪的
香气% 民警迅速冲入包厢$一举抓
获贩毒犯罪嫌疑人莫某$ 及吸毒
人员吴某&莫某灼&莫某端$当场
从包厢内缴获,粉!!"克& 海洛因
!$)*克$冰毒!!)!克&麻古&)*克&神

仙水&瓶& 毒品包装工具一批&吸
毒工具一副%

经审讯$犯罪嫌疑人莫某对
其以贩养吸$ 于&月#*日晚和吴
某三人在酒店包厢内贩毒&吸毒
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 目前$犯
罪嫌疑人莫某已被定安警方依
法刑事拘留$吸毒嫌疑人吴某被
强制戒毒二年$莫某灼&莫某端
被行政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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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日凌晨#时许$因不满一旁
的电动车高音喇叭过于喧哗$#'岁$

在海口打工的琼中小伙谭世亮因提
出抗议而被十余名男子围殴$如今重
伤入院后$生命垂危%

#'日凌晨#时许$ 谭与女友以及
两名同乡在海口市美兰区西沙路南
航天桥下的一家排挡吃夜宵%后来几
名吃夜宵的男子骑乘几辆电动车停
放在路边$其中一辆电动车的音响开
得很大$ 谭希望对方能够将声音关
掉%因此事双方发生口角%'当时有十
多个人在打他"

K

#($谭的女友也因
为护着谭而被打伤%

据谭的女友说$ 当时!#"急救车
本想将谭送到医院$但他表示自己并
无大碍$拒绝了急救车的要求% 但没
想到回到家躺下后就开始昏迷%#'日
早%时$见情况不妙$谭的家人将他送
往医院% 却没有想到伤势会这么重%

据谭世亮的主治医生邹先生称$

谭头部的伤势严重$头盖骨有多处破
裂$ 颅内一部分头盖骨碎块被取出$

术后谭还没有度过危险期% 据了解$

海府路派出所正在对此事进行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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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病人突然发病$挥刀将正在自
家平房顶上睡觉的陈某康活活砍
死$精神病人的成年子女由于监护
不力被死者家属诉至法院$要求赔
偿死亡赔偿金等各项经济损失#+

万余元% 近日$东方法院对这起生
命权纠纷案作出一审宣判$判决被
告高某赔偿原告陈某等&人死亡赔
偿金&丧葬费&精神损害抚慰金合
计!#万余元%

据了解$#"!"年(月!$日凌晨#

时许$被害人陈某康与被告高某通

的弟弟高某才等人到被告家的平
房顶上睡觉$恰逢高某通精神病发
作$ 一刀砍中陈某康致其当场死
亡%案发后$经鉴定$高某通在行凶
杀人时患有酒精所致精神障碍$处
于精神病发病状态$案发时无刑事
责任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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