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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午$%时"后方向报告"剩余$名
主犯陈某得知消息后要坐船逃跑"抓
捕民警冲往海口秀英码头# 抓捕民警
绕着码头来回排查两次" 无法确认嫌
犯陈某在何处" 又没有照片等个人资
料"大海捞针抓捕难度极大#

杜衡当即立断" 要陈德乔副局长
直接与陈某通话"假充$号主犯薛某顺

$陈某的亲戚%的朋友"要其准备&万元
钱摆平此事# 陈某回答说他已上船准
备离开海口"至此民警确认其下落#抓
捕民警立即请港务公安局配合上船检
查# 离开船只剩最后$%分钟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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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警立即对上下两层船舱进
行检查# 就在此时船拉响了汽笛"准备
开船了"杜衡立即下船请求推迟$%分钟

开船"正在协调"陈德乔来电&发现情况
立即上来# 杜衡和另外一民警飞奔上
去"在后甲板上将靠在拐角处的陈某一
把抓住" 缴下他的手机核对号码确认
后"将其押下船#开船前$分钟将陈某抓
获"走出码头时"参战民警非常激动#

至此"''($() 制售假化肥案所有
涉案犯罪嫌疑人无一漏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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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看"连磁铁都能吸上去"这样
的材质还能算是不锈钢吗+ )日前"三
亚从事不锈钢水塔生意的经销商卢
先生由于卖出去的不锈钢水塔屡屡
出现生锈现象"用户纷纷找上门要求
维修或者退货"让他应接不暇, 由于
厂家不愿为此承担责任"双方之间发
生法律纠纷" 该案在当地法庭开审
时"卢先生一怒之下将生锈的不锈钢
水塔产品拉到法院门口"向过往群众
诉说自己的委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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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会想到标榜使用)%*材质的
不锈钢水塔也会生锈+ )卢先生说"他
在三亚崖城镇从事多年的水塔经销
生意"从前年开始经销海口一家水塔
厂生产的某品牌水塔产品"这几年一

共销售了价值约百万元的产品#刚开
始接到用户投诉时他还不相信"后来
投诉的用户多了"他和工人才逐一到
用户家房顶查看" 发现不锈钢水塔
盖-水箱两边的封口及水箱脚架不同
程度出现生锈情况, 卢先生告诉记
者" 他后来找到其他经销商了解情
况"发现也存在同样的问题,

卢先生认为"不锈钢水塔出现生
锈现象说明产品质量存在问题"水塔
的材质根本就达不到)"*的标准"不
仅影响到他的信誉"也给他增加了维
修成本,为避免将来出现用户要求维
修及索赔等纠纷"他要求厂家支付一
部分钱作为质量保证金"但被厂家拒
绝"于是他便从经销货款中扣除了一
万余元作为质量保证金"但却因此和
厂家发生法律纠纷闹上法庭,

+月$,日" 该案在三亚市崖城镇

法庭开庭审理"当天开庭时"为了证
明自己的观点属实"卢先生特意花钱
雇车将出现生锈现象的该品牌水塔
产品拉到法庭门前"邀请过往群众当
场用磁铁试验"结果每次磁铁都能够
吸附在不锈钢水塔上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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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法庭当天并未对此案作出
判决"但不锈钢产品出现生锈并能够
被磁铁吸上的现象"还是引起了很多
不锈钢产品用户的关注,

随后"记者就不锈钢为什么会出
现生锈现象的问题"采访了一多年从
事不锈钢产品加工的业内人士"这位
人士称"不锈钢产品之所以会出现生
锈现象" 主要是因为厂家在生产-加
工环节偷工减料所致,

'现在市场上&""系列的铬锰不

锈钢大行其道" 其中&"$-&"&型号的
不锈钢材料最为突出, 这种材料与
)""系列的区别在于" 可增强防腐功
能的镍元素含量很少" 有的根本没
有"有的只是在铁管的基础上镀一层
薄薄的不锈钢"导致此类不锈钢材料
在性能和价格上差异巨大, )这位业
内人士透露说"不锈钢产品的制冷和
价格关键取决于一种叫'镍)的金属
元素含量" 镍含量很低的&""系列不
锈钢价格只有)""系列不锈钢的一
半"在防腐蚀性-韧性等方面则远不
如)""系列不锈钢" 一般室外使用一
年左右就会出现锈迹"影响使用寿命
和美观,但由于市场上不锈钢一般没
有标注型号"消费者无法判断不锈钢
的质量,于是"市场上有很多人用&""

系列不锈钢材料冒充质量好的不锈
钢"从而出现'不锈钢生锈)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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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农资
价格虽然有较大幅度上涨"但国家政
策一年比一年好"真没想到我的粮食
补贴比去年多增加了$""多元. )+月
&"日"定安县定城镇高良村高良一队
村民吴秀梅拿着惠农补贴资金到账
通知单和*一卡通)"端详着今年政府
发给自己的各项惠农补贴&粮食直补

$$-%,元-综合直补.'.-/元-新增农资
综合补贴'0-%*元等" 各项合计到账
0)*-/(元#

和吴秀梅一样" 定安全县 .%个
镇- .00个行政村的 *-'万户种粮农
民都及时享受到了国家各项惠农补
贴带来的实惠" 减轻了种粮农民负
担" 为今年粮食丰产增收奠定了良
好基础#

今年以来"定安县遭受了多次台
风灾害"农民的种粮积极性在一定程
度上受挫# 不少农户因灾损失"夏耕
生产投入出现困难# 为恢复农业生
产"确保粮食生产能力和种粮农民利
益"定安县积极落实国家综合直补和
粮食直补资金政策" 统一补贴标准"

分配各镇种粮农民农资综合直补和
粮食直补总额" 将惠农补贴资金及

时-足额落实到每户农民#

据了解" 0%.0年"定安县种粮农
民农资综合直补和粮食直补总户数
为*'.).户"补贴总面积.,/*/%-')亩1

按照农资综合直补(+-'元2亩-粮食直
补'-/元2亩- 新增农资综合补贴)/-'

元2亩的全县统一补贴标准"截至&%.&

年,月..日止" 己发放农户*'.).户"

发放补贴金额&&,%-%.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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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特约记者 234 通讯员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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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了这笔款" 我就可以安心上
大学了# )家住昌江昌化镇昌兴街).

号的贫困生阮昌珠同学拿到了昌江
个体户陆海涛送来的)%%%元助学金
激动地说#

同时得到陆海涛资助的贫困大
学生共有..人" 这些学生都是经过
*海南一家)网友和相关学校的调查
了解后确定的" 他们分别领到了
)%%%元-&,%%元不等的资助#

去年陆海涛已经拿出&万元资
助了..名贫困大学生" 今年他又拿
出)万元资助了..名贫困大学生# 他
还表示以后每年都要资助一些贫困
考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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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在三亚经营水果生意的王先
生前往凤凰机场领取自己空运的货物
时发现"里面的东西被翻得凌乱不堪"

还遗失了一部分货物#

据王先生介绍" 日前他从云南
昆明空运一批酸豆角来三亚".(日
前往凤凰机场提货时发现" 酸豆角
的纸箱破了一个洞"至少)斤酸豆角
不翼而飞#

凤凰机场提货处一名工作人员
告诉记者"他们已获悉此事"已向当
事人开出证明" 王先生可持此证明
和相应的货运单向航空货运公司提
出索赔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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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月" 保亭公安局接到群
众举报" 保亭地区农资经销站和批
发商店接连发现有大量假化肥出
售# 省公安厅经侦总队针对我省去
年以来三亚- 陵水- 保亭- 文昌-

海口等市县多次发生假化肥案件的
情况" 初步断定此系列案件为同一
个犯罪团伙所为" 根据群众举报和
质检部门移交的线索" 立刻指令保
亭黎族苗族自治县公安局成立专案

组" 立案侦办代号为 *'(.() 的制
售假化肥案#

警方查明" 一个以广东电白籍
人员为主要成员的制售假化肥团
伙" 长期盘踞在海口市秀英区海榆
中线海口国中学校附近# 为了确保
彻底铲除犯罪团伙"省长助理-省公
安厅厅长李富林"副厅长韩精华"经
侦总队总队长李向明多次听取案侦
工作情况汇报"组织研究案侦工作#

+月.&日清晨"在省公安厅经侦
总队副总队长杜衡的直接指挥下"

集结总队及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公
安局经侦-刑侦-消防等警种共)%余
名警力兵分五路" 向该犯罪团伙的
假化肥加工及储存窝点- 落脚点联
动出击# 当天上午(时.%分"海口市
秀英区海榆中线假化肥制假窝点附
近" 在总指挥杜衡副总队长的一声

令下"专案组民警开始冲点# &名便
衣民警先将在路口放哨的马仔控
制" 其他.&名警力兵分三路开车冲
进去# 此时在场人员四散逃跑"杜衡
立即指挥包围抓捕# 现场抓获主犯
林某满等.%多名涉案人员#

经清点" 共有'个仓库和.个加
工点" 假冒国外和国内.(个著名品
牌的假化肥上千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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