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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立虚假网上物品交易
平台#诱骗受害人到诈骗平台上与其交
易#先后诈骗数百人#涉案金额高达$%%

多万元$记者从海南省公安厅网络警察
总队获悉#近日#澄迈县公安局在省公
安厅的指挥下#成功侦破省公安厅督办
%$&&'特大网络团伙诈骗案$

该案共捣毁涉案窝点'处#抓获违
法犯罪嫌疑人员(#名#扣押涉案银行卡
(#张#小汽车)辆#*粉+)小包$

今年(月#%春雷行动' 开展伊始#

省公安厅%春雷办'在工作中发现了一
批网络诈骗线索# 立即将该线索下发
澄迈县公安局开展核查工作$

澄迈县公安局网警大队侦查发
现# 澄迈县金江地区存在一个在网上
实施诈骗的犯罪团伙#且成员众多#诈
骗金额巨大$ 该团伙以澄迈县金江镇
人吴某(田某充为核心#部分成员为骨
干#其余人员为参与者#组成该犯罪团
伙的架构# 主要通过建立虚假网上物
品交易平台和诱骗受害人到诈骗平台

上与其交易的方式实施诈骗活动$ 该
团伙长期活动在澄迈的网吧( 酒店和
出租屋等场所$ 目前已掌握被该团伙
诈骗的受害人多达数百名# 遍布全国
十六个省市和地区#涉案金额高达$,%

多万元$

-月(日# 在省公安厅的统一指挥
下# 澄迈警方组成"+个抓捕小组同时
出击#在澄迈县金江(大丰(福山等地
和海口(陵水#迅速控制了涉案的各个
网吧(出租屋和酒店宾馆等地点#抓获
该团伙人员(.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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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通讯员 567

"在一次入室盗窃
中# 男子杨某勤偷走了屋主的一串
钥匙# 并用钥匙打开了停在院子里
的电动车$ 当天#杨某勤骑着电动车
在街上闲逛的时候# 被失主认出报
警#当场被抓获$ 经海口琼山法院审
理查明#这已经是杨某勤(年之内第
#次犯罪$ 近日#杨某勤因为诈骗罪
被判处有期徒刑)年&个月# 并处罚
金/,,,元$

经审理查明# /,)/年.月).日凌
晨(时许# 杨某勤到海口市琼山区府
城镇振兴路进行踩点# 伺机盗窃$

他看到振兴路四里某一栋三层民宅
大门未锁# 便潜入三楼屋内# 趁屋
主李某发熟睡之机偷走',元( )部手
机及( )串钥匙和)辆电动车$ 当日
下午# 失主李某发在海口市明珠广
场附近发现杨某勤骑着自己的电动
车# 遂立即报警$

海口市公安局巡逻民警赶至现
场将杨某勤抓获# 当场缴获被盗手
机和电动车$ 破案后# 被盗的手机
及电动车已退还被害人李某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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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装了太阳能光伏发
电系统#可照明可看电视)电饭煲煮
饭则还不行$ '&月)$日#海南省扶贫
办组织英利集团(海南中航特玻材料
有限公司等知名新能源企业#在海口
举行了%海南绿色光明行'活动启动
仪式$据悉#该活动将为我省儋州(琼
中( 东方等$个贫困市县的偏远山区
的/))户无电或电压不稳的家庭安装
太阳能光伏发电系统#并向相应农户
捐赠液晶电视机( 卫星电视接收器(

照明灯具等配套产品$

%在贫困地区推广应用太阳能光
伏发电#有利于帮助居住过于分散的
贫困家庭解决照明( 看电视难等问
题$ 还可以减少森林砍伐#实现节能
减排#从而保护天然林(水源林(海防
林#改善人居环境$ '英利集团负责人
表示#此次%海南绿色光明行'活动总
投资/,,多万元# 由英利集团和海南
中航特玻材料有限公司共同承担$在
农村推广应用太阳能光伏发电系统
的安装和管护#还需要培养一批有经

验管护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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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太阳能光伏发电系统主要为
户用系统#发电系统放置家中#组件
及支架固定在居民院中或者屋顶上$

目前有以下两款光伏发电系统
产品#产品规格为*012345654',,与
012345374$,),$ 另外#每户配送一
个太阳能手电筒#并向相应的农户捐
赠液晶电视机( 卫星电视接收器(照
明灯具等配套产品$

%电压不稳#偶尔会出现停电'的
地区用户有)(&户# 主要提供停电时
照明!小功率直流"用电8使用01234

5374$,),$此产品主要由一块),9的
组件(一块)/:(-!0的锂电池#外带
四盏#93;<灯组成$该系统可满足一
般家庭的照明使用# 还可给手机(

=6#等充电$ 充满电需要$4-小时#如
果(盏照明灯同时使用# 可以不间断
供电-小时$

偏远山区无电用户共有$#户#主

要提供独立供电系统#可给小功率家
电设备!电视机(卫星电视信号接收
器等"供电#使用012345654',,$ 该
系统由(块>/'9?>-:的太阳能组件

构成$在阳光充足的条件下#>天半左
右可以充满$ .个节能灯>,9(电视机
.,9(卫星电视接收机/,9每天使用$

小时#充满电后可持续使用(天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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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晚//时许#琼海市嘉积镇嘉积
大桥发生一起男子坠桥事件# 该男子
最终经抢救无效死亡$ >$日凌晨,时
许#琼海警方通报称#该男子曾因贩毒
被判刑#曾因吸毒被强制戒毒$事发当
时# 该男子是为逃避大桥设卡民警的
检查#慌不择路试图跳进万泉河逃跑#

不慎摔在河岸边#经抢救无效死亡$

据悉# 死者李某#>+&.年'月+日
生#琼海市嘉积镇人$ /,,(年'月>>日
曾因贩毒被判刑#/,,+年.月-日因吸
食毒品海洛因被强制戒毒#/,>>年.

月-日期满释放$

琼海市公安局有关负责人称#>'

日/>时许# 南俸派出所民警按照上级
部署#在嘉积大桥设卡执勤#对过往可
疑人员(车辆进行盘查$ //时>'分#一
辆载有.名男青年的摩托车从温泉向
嘉积方向行驶#民警见其车速很快(形
迹可疑#遂上前将其拦下审查#通过仪
器扫描发现#李某有过吸贩毒前科#属
于重点管控人员# 执勤民警立即展开
详细的盘查及搜寻# 在李某及其同伴
身上(摩托车上均没有发现可疑物品$

为对李某作进一步审查# 民警致
电附近的城南派出所# 请求该所民警
到场支援# 将李某带回派出所再作处

理#在此期间#李某被要求蹲在一边等
候$然而等城南派出所民警到场后#李
某一看见警车突然起身跑向嘉积大桥
另一侧#翻身越过护栏就跳了下去$

民警称#初步分析李某当初的动
机是准备跳河逃跑# 不料因天色黑
暗#李某没能跳进万泉河#而是跌落
在河边石堆上$执勤民警马上跑到桥
下寻找#同时向琼海市公安局指挥中
心报告#拨打>/,电话要求紧急救护$

约'分钟左右# 民警发现李某脸朝地
俯卧在河岸边#呼吸比较困难$ 随后
赶到的%>/,'救护车上的医护人员在
现场进行抢救并及时送往医院$到达

医院后#李某经抢救无效死亡$

琼海警方有关负责人称#他们第
一时间提请琼海市人民检察院介入
调查$ 李某死亡后#法医抽检李某尿
液#发现含有少量冰毒成分$ 该负责
人表示#说明李某在经过这里之前曾
吸食冰毒#为逃避被公安机关确定后
遣送强制戒毒跳桥逃跑$ 目前#有关
善后工作正有序进行$

针对此事#死者李某家属告诉记
者#他们希望看到证明死者出事之前
吸食冰毒的尿检报告$ 此外#他们还
希望见到和死者在一起的两名男子#

希望能从更多的渠道了解事发经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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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通讯员 567

"租车后典当骗钱
的陈某平#&月-日#被琼山法院以诈
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年$个月# 并处
罚金人民币.,,,元$

经审理查明#/,,$年+月>-日#

被告人陈某平以朋友要来海南旅游
为由向柯某租赁小汽车# 柯某便从
海南某商旅汽车租赁公司租赁了一
辆广州本田思迪牌小轿车转租给了
陈某平$ 同年+月/-日#陈某平用伪
造的车辆登记证书( 车辆购置税完
税证明(车主身份证等手续#并让其
一朋友'<=>?$冒充车主何某#

将该车抵押给海口市琼山区某典当
公司#骗取人民币'@-万元$

经鉴定# 该小轿车价值人民币
+@+-'万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