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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快艇往返琼州海峡两岸贩毒

刑释人员幻想暴富

战果
抓获贩毒人员 8 名
缴获毒品 8.05 公斤
查扣快艇 1 艘、汽车 4 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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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艇”而走险
踏不归路
临高边防支队侦破海上运输贩卖毒品特大团伙案

2 月 13 日，在省公安厅、省边防总队及临
高县公安局的指导支持下，临高边防支队经
过为期四个月的艰辛侦查，成功侦破一起利
用快艇从海上运输贩卖毒品的特大团伙案
件，当场抓获涉案人员 8 名，缴获冰毒、海洛因
等各类毒品 8.05 公斤，查扣涉案快艇 1 艘、汽
车 4 辆及其它涉案工具一批。该案是全省禁
毒大会战以来省边防总队侦破的第二起利用
快艇从海上运输贩卖毒品的案件，是临高公
安有史以来一案缴获毒品数量最多的案件。
南国都市报记者 王燕珍
通讯员 张耀中 潘庆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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缴获的毒品和涉案工具。
（警方供图）

“艇”而走险 频繁利用快艇运毒
为筹毒资 3 个月内盗窃 17 次

“瘾君子”
获刑两年半
南国都市报 2 月 16 日（记者谭琦 通讯员张余武、马润娇）
染上毒瘾却没钱吸毒，吉林一男子商某为筹毒资，在 3 个月
内连续盗窃 17 次，盗取财物价值 9803.5 元。近日，海南一
中院维持一审法院以盗窃罪判处其有期徒刑二年六个月，并
处罚金人民币 5000 元的判决。
2010 年商某因贩卖毒品罪，被判处有期徒刑 9 个月，
刑满释放后，商某并没有浪子回头，而是继续在吸毒这条不
归路上沉沦。去年 3 月至 5 月期间，为筹集毒资，商某伙同
他人在五指山市职业学校、五指山市山水绿世界等七个建筑
工地盗窃电线、电视机等财物 17 次。被盗财物的价值共计
人民币 9803.5 元，盗窃所得赃款大部分其用于购毒吸食。

琼海警方情人节破获 2 起毒品案

抓获嫌疑人 13 名

南国都市报 2 月 16 日讯（记者 陈康 通讯员 冼才华）2 月
14 日是“情人节”，琼海警方禁毒不停歇，主动出击、重拳
打击毒品违法犯罪活动，成功破获毒品刑事案件 2 起，抓获
涉毒嫌疑人 13 名，缴获毒品冰毒疑似物 6 小包。
14 日上午，琼海市公安局巡特警大队根据掌握的涉毒
线索，在嘉积镇银海路一酒店旁将吸毒嫌疑人施某林抓获；
后在嘉积镇振海路某宾馆内一举抓获 3 名吸毒嫌疑人，当场
缴获冰毒疑似物 2 小包及吸毒工具一批；随后，民警循线追
击，又抓获 1 名容留他人吸毒的梁某妙 （女，27 岁，琼海嘉
积镇人）。
民警对案件线索继续深挖，在温泉镇某村一草寮内将贩
毒嫌疑人李某 （男，40 岁，琼海嘉积镇人） 抓获，从其身上
缴获冰毒疑似物 4 小包，同时还在该草寮内抓获了 4 名吸毒
嫌疑人。此外，琼海市公安局巡特警大队在“情人节”当
天，还通过巡逻盘查抓获了 3 名吸毒嫌疑人。

去年 11 月，临高边防支队在走访中获得
一条重要线索，掌握到一名叫王某某的临高
籍男子利用快艇从广东运输毒品至临高马
袅、澄迈桥头、海口新港等地分销。经调查研
判，发现王某某背后隐藏着一个跨省、跨地区
的贩毒网络。该团伙涉及海口、临高、澄迈、
乐东等地，毒品种类主要以冰毒、海洛因为
主，
数量较大，
社会影响恶劣。
办案民警告诉南国都市报记者，案件调
查期间，由于 2 名下家先后被昌江、海口警方
抓捕，专案组曾 2 次中断线索。为了调查取

证，侦查民警几经周转，专案组最终掌握了该
团伙的活动规律、人员构成，嫌疑人吴某、陈
某、刘某等人也相继进入警方视线。
该团伙分工明确，由吴某负责牵线搭桥，
并在资金缺乏时会给予王某某和刘某帮助，
王某某和刘某负责到广东取货，返回后由王
某负责接应，然后再分销给海南各市县的其
他下家手里。
春节期间王某某和刘某曾还趁机前往广
东购“货”，但专案组正静待抓捕时机，实现一
网打尽。

狡兔三窟 登陆地点飘忽不定
该团伙警惕性很高，反侦察能力很强。
为了躲避警方视线，在宾馆开房时常假冒身
份，每次准备交易时都要事先多次踩点，提前
观看海水潮势，
常常变换登陆地点。
2 月 12 日，专案组得知王某某和刘某将
于当日再次驾驶快艇从海口到广东进货。专
案组认为抓捕时机成熟，决定收网。因难以
确认快艇返回登陆的准确地点，专案组决定
兵分四路，提前在犯罪嫌疑人可能靠岸登陆
的海口新港、澄迈玉包港、临高马袅东港以及
犯罪嫌疑人毒品分销点等地进行设伏布控。

当晚 21 时许，王某某和刘某在马袅东港
登陆靠岸，但狡猾的王某并没有像往常一样
开轿车接应，而是改骑摩托车从偏僻小路迂
回绕行，并准备前往王某某家庆祝一番。13
日凌晨 1 时，专案组在刘某准备外出分销途
中将其截获，当场缴获冰毒 4 公斤。专案组
乘胜追击，在海口、临高、乐东三地同时收网，
将犯罪嫌疑人王某某、陈某等 6 人一举抓获，
并从王某某家中搜出冰毒 4 公斤、海洛因 50
克。14 日 13 时，专案组在临高县新盈路口将
王某抓获，至此，
8 名涉案人员悉数落网。

幻想暴富 刑释人员踏不归路
据办案民警介绍，王某某是临高人，是一
名 80 后，家境原本还算殷实，2004 年因抢劫
被判处有期徒刑 8 年，出狱后，他在别人介绍
下找到一份开车的工作，但王某某觉得赚钱
太少。由于染上了赌博恶习，花销很大，看到
身边的人一个个发家致富，加之妻子对他的
埋怨较多，一直在和他闹离婚，王某某便幻想
着一夜暴富，气急败坏的他便动了歪脑筋，想
通过贩卖毒品发家致富。
据民警称，更为离谱的是，为了认识更
多“客户”，王某某竟然自己吸食毒品。他
渐渐开始贩卖毒品，从 K 粉到冰毒，再从冰

毒到海洛因，由吸到卖，以贩养吸，生意越
做越大，日子也越过越红火，很快开上了好
车，住上了新房。
后来，王某某经朋友介绍认识了临高新
盈镇的陈某，陈某也有前科，生性好赌，两
人不久便成了贩毒合伙人，为了将毒品生意
做大，他们在去年年底花了 3 万多元专门购
买了一艘马力大的快艇，便于从广东将毒品
运送入岛。
据嫌疑人供述，他们大约每半个月前往
广东联系一次，将毒品运回海南，每次交易冰
毒 2 至 10 公斤，社会危害性极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