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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国都市报7月21日讯（记者何
慧蓉通讯员胡坤坤）海口演丰镇连科
村有一伙“村霸”，外来户来村里建
房、建厂房，甚至安装个电表、打个
水井都要经过这几个人的同意。
2011年至2013年期间，这群人以单
方面订下的价格强迫外来户交易，或
直接勒索财物等方式，获得10万元
电表安装费、两套印度花梨木、工程
款等好处。日前，经过海口中院终
审，该村参与强迫外来户的7名男子
分别因敲诈勒索罪、强迫交易罪获刑
6个月到12年不等。

为外来商户拉电
赚10万元还收“管理费”

2011年上半年，连科村的外来
商户钟某等人需要用电。该村张雨峰
（曾犯销售赃物罪）、张少雄、杨许
斌、张强、张朝成、张国平等人便共

谋为钟某等外来户安装电力线路、电
表，并各自分工协作。

随后，张雨峰等人与需要用电的
商户钟某等人协商每户安装电力线
路、电表的费用为1.2万元，钟某等
人表示同意。2011年7月，张雨峰
等人将每户安装费用大幅提高，提高
到2.8万余元，并规定每度电多收0.2
元的管理费。钟某等人表示反对，张
雨峰等人便对钟某等人进行恐吓威
胁，迫使钟某等人签订了合同。张雨
峰等人先后收取了钟某等9人的安装
费用，共获利10万元。随后，张雨
峰将获利款分给张强2.5万元、张少
雄1.5万元、张朝成1.5万元、张国
平5000元、杨许斌5000元。之后，
张少雄还以每度电收取0.2元的管理
费为由，收取了钟某6950元。

电表费收了，张少雄等人又开始
想别的办法向外来商户“赚钱”。

2013年 6月，张少雄纠集张朝光、
张国平，在陈某等商户不同意的情况
下强行在商户的店铺前修了一条水
沟，并以威胁、恐吓的方式向商户们
收取修水沟的费用，先后收取了陈某
等6人费用，共获利8000元。

建厂房挖水井
他们都要高价揽工程

2011年 7月，张雨峰向陈某彪
索要一块150平米的土地未果，后采
取威胁、恐吓的方式，向陈某彪索要
两套印度花梨木家具，一套张雨峰赠
给了他人，另外一套张雨峰留在家中
自用。经鉴定，该两套家具合计
102400元。2011年 10月，张雨峰
家里楼房要安装门窗、扶手、防盗
网，他逼迫商户钟某出钱叫人安装，
1.2万元款项分文未付。有人要在村
里建厂房，张雨峰以堵路方式，先后

要了4万元“保护费”。
除了直接要钱、要东西之外，张雨

峰和张少雄也会以强迫方式，高价揽工
程。2011年，吴某在演丰镇连科村租
了一块地准备建设厂房。在建围墙时，
张雨峰采取威胁的方式，高价承揽了该
围墙工程，获得工程款3.5万元。

2012年 3月，钟某武在连科村
买了一块地建了两栋房子。2013
年，钟某武欲在自己购买的土地上挖
一口水井，张少雄得知后，采取威
胁、恐吓的方式，以高于市场价的
150元/米的价格承揽了该工程，获
得1.2万元工程款。

犯敲诈勒索、强迫交易罪
主犯终审获刑12年

法院认为，被告人张雨峰、张少
雄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对被害人使用
威胁或要挟的方法，强行索要他人财

物，其行为均已构成敲诈勒索罪。其
中，被告人张雨峰敲诈勒索共计5
次，涉案财物价值人民币 10 余万
元，数额巨大。被告人张雨峰、张少
雄、杨许斌、张国平、张朝成、张
强、张朝光以威胁手段，强迫多名被
害人接受服务，情节严重，其行为均
已构成强迫交易罪。

一审法院判决被告人张雨峰犯敲
诈勒索罪、犯强迫交易罪，两罪并罚，
决定执行有期徒刑12年；被告人张少
雄两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4年；
其余4人犯强迫交易罪，分别被判处
有期徒刑6个月到2年不等。

宣判后，张雨峰、张少雄不服一审
判决，向海口中院提出上诉。因有新
证据证实张少雄有立功表现，可从轻
处罚，故法院改判张少雄犯敲诈勒索
罪、强迫交易罪，两罪并罚，决定执行
有期徒刑3年。张雨峰等人刑期不变。

南国都市报7月21日讯（记
者 徐培培 实习生 邱婷）“这是
坡马，30元一条！可以煮粥泡
酒。”18日中午，海口南宝路
往蓝天路路段，路边的一个槟
榔摊主拿着一个大铁笼吆喝
着，引来不少路人驻足观看。

铁笼里面是一群类似蜥蜴
的一种爬行动物，身上布满白
色花纹，长长的尾巴摇摆不
定，腹部露出橙色的皮肤。记
者注意到，这些被摊主称之为

“坡马”的爬行动物神情萎靡，
不少已经拉稀吐白沫。

摊主称，这些“坡马”是
大补极品，吃了它不仅可以排
毒养颜，用它泡制的药酒还能
增强性功能，消除疲劳、提高
免疫力等。“现在已经很难抓
了，都是乡下的亲戚抓到的，
抓到就会送过来，要的话可以
长期供货。”摊主说。

记者查询了解到，“坡马”
是海南当地的称法，学名叫蜡
皮蜥，又唤山马，是一种较大
的蜥蜴，头体长150mm左右。
主要栖息于沿海一带，以昆虫
为食物卵生，国内外均有分
布。但因种种原因目前数量已
急剧减少，被中国濒危动物红

皮书列为濒危等级。
“你们卖野生动物没人管

吗？”“不怕有人查吗？”……不
少围观市民提出质疑，还有人
准备拨打电话举报，摊主见状
不妙赶紧收摊。

针对这种情况，知名动物
保护人士，海南野生动物保护
协会秘书长李波表示，由于很
多市民认为“坡马”有很好的
功效，曾一度在海南大街小巷

都有人售卖，特别是在夏天，
是“坡马”觅食、交配期，更
容易遭到人们捕杀，现在已经
很难见到。

李波说，因相关法规已有
20年没有修改，导致已经濒危
的“蜡皮蜥”保护级别不够，
这是其遭到更加残暴捕杀的原
因之一。如果市民见到有人贩
卖野生动物，应及时向动保部
门举报。

西线高速
两车追尾
致两人死亡

南国都市报7月21日讯（记者林
书喜）21日凌晨6时许，环岛西线高速
公路儋州往海口方向513公里处发生
一起交通事故，一辆小货车和一辆大
货车发生追尾，导致两人死亡。

儋州市公安消防支队指挥中心接
到报警后，立即调派15名消防官兵
赶往现场救援。

到达事故现场后，消防官兵发现
一辆小货车追尾一辆挂型货车尾部，
小货车驾驶室受到严重的撞击后挤压
变形，驾驶室内两人已当场死亡，现
场一片狼藉。

消防队员用工具破拆，将小货车
驾驶室里两名死者的遗体抬出。

目前，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之中。

南国都市报7月21日讯（记
者林方岱）“在大东海游泳区玩
耍，没想到一不小心就被海上
的浮球划伤了。”提到不久前的
游玩经历，王先生有些扫兴，“海
面上破损的浮球有很多缺口，很
尖锐，如果不注意的话很可能对
游人的身体造成伤害，希望管理
部门能引起重视。”

据王先生介绍，一周前，
他前往大东海海水浴场游玩，
本来是一次很高兴的旅程，但
没想到发生了一次小意外。王

先生提到，浴场边缘的浮球破
损严重，大半部分已经不在海
面上了，如果不注意根本看不
到。当他被水流带到浮球附近
时才注意到，一些浮球破损严
重，有许多尖锐的缺口，虽然
他下意识躲开，但还是被划伤
腿部。

王先生说，海面上情况复
杂，现在回忆起当时的场景，
他还感到后怕不已。此外，王
先生提到，在游泳过程中，他
还发现一名游人的游泳圈被破

损的浮球划开了一个缺口，由
于海水浴场人流较大，他希望
通过自己的经历提醒市民注
意，并希望相关部门引起重视。

事发后，王先生向三亚旅
游委投诉。针对此事，记者从
三亚大东海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了解到，相关工作人员查实发
现，大东海海域确实存在破损
的浮球，对游人造成了安全隐
患，目前已经做了更换处理。
今后，该单位会将定期加强对
海域浮球的检查、更换工作。

琼籍演员回乡
打造艺演梦工厂

南国都市报7月21日讯（记者纪
燕玲实习生李文萃）今天，海口艺婧
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与全国著名艺考
培训品牌——北广之星达成合作意
向，联合成立北广之星（海口）培训中
心，这是北广之星海口市唯一一家授
权的培训中心，也是琼籍演员邢增婧
回乡打造艺演梦工厂的开始。

对于本次合作，海口艺婧文化
传媒公司创始人邢增婧表示，希望
能推动内地与海南的艺术文化交
流，能将先进的影视娱乐理念注入
海南。邢增婧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
2008级表演专业，代表作品有话剧
《如果我不是我》、《我不是李白》、
《浮华客房》；电影《我们都是坏孩
子》、《全世爱》；电视剧《幸福双黄
线》等，在各个作品中都有突出表
现，获得业内的一致好评。

作为海南籍青年演员，邢增婧
近年在内地发展，但其心系家乡，
想为海南的影视文化发展尽一份绵
薄之力，致力于将先进的娱乐理念
在海南进行推广，希望能促进海南
影视文化与内地、港澳台地区的娱
乐文化更好地交流。

营业和居住场所同处
琼海一家私城被罚

南国都市报7月21日讯（记者
杨琼文）因经营与居住场所设置在同
一栋建筑内，7月21日，琼海消防
支队依法责令嘉积镇银海路华锋家
私城停产停业，并处罚款6000元的
处罚。

经对华锋家私城检查，发现该栋
建筑共五层，一、二层经营储存家具，
而三至五层却有人居住，设置不符合
消防技术标准，一旦发生火灾，极易
造成人员伤亡。针对此情况，消防监
督员依法责令华锋家私城停产停业，
并处罚款6000元。

消防监督员同时还对该场所负
责人进行了严肃的批评教育。面对
一纸文书，该场所负责人及时全额
缴纳罚款，并表示一定认真吸取教
训，严格按照标准进行整改。

敲诈勒索外来商户
装一个电表收费2.8万元
强迫交易勒索他人财物，海口演丰镇连科村7人团伙分别获刑

街边售卖濒危动物“坡马”

路边兜售的野生动物“坡马”。南国都市报记者徐培培摄

大东海区域浮球破损划伤人
相关部门表示将加强排查

东方
摩托车撞偷砂车
又是两条人命

南国都市报7月21日讯（记者王
忠新张期望）“事故太惨烈了，摩托车
上两人都不幸身亡。”村民符先生告诉
南国都市报记者，10日晚上9时许，东
方感城镇宝上村路口发生一起交通事
故，两男子乘坐摩托车前往感城镇路
口拐弯时撞上了一辆偷砂车，摩托车
上两名男子死亡，偷砂车逃逸。7月
15日，犯罪嫌疑人被抓获归案。

感城镇宝上村民蒙先生说，他辍
学在家的孙子小蒙今年14岁。10日
晚上，小蒙乘同村20岁蒙姓青年的
摩托车欲前往感城镇唱歌。当他们从
宝上村路口的淀粉厂附近拐弯往感城
镇方向行驶出五六百米后，撞上了其
他车辆导致两人当场死亡。

蒙先生说，有村民告诉他，事发
当晚，曾发现2辆卡车在村庄附近的
公路旁偷偷采砂，事故发生当时，一
辆车正在偷采作业，另一辆卡车就在
路口附近等待，等待前一辆卡车偷采
完毕后，再进入现场偷采作业。家人
随后向交警办案人员反映，引起了办
案人员的高度重视。

经过警方缜密调查，7月15日案
件取得了重大突破，当天晚上警方将
犯罪嫌疑人抓捕归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