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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条大道如此不协调：一边风景如画，一边乱搭乱建

39户违建占用绿化带
洋浦有关部门：月底依法拆除
南国都市报 2 月 16 日讯（记者 徐培培
文/图）作为洋浦主干道，也是进出洋浦唯一
通道的开源大道，东侧绿化带亮丽整洁、十
分美观，也是周边许多居民休闲散步的好去
处；道路西侧却是另一番景象：一些乱搭乱
建的简易铁皮棚、瓦房，占据着绿化带，显得
极不协调。一条大路，两边风景不同的情
况，由来已久。近日，洋浦有关部门表示，在
洋浦管委会的重视及牵头下，多部门将依法
对占用绿化带的 39 户违建房屋给予拆除。

执法局工作人员在违建现场走访。

拆违着眼人文关怀
被拆户将获帮助租地经营
据了解，
开源大道上39户违建中有10户
是已被当地政府安置妥善的户主，
在领取安
置补偿后又在此抢建，
试图再索取
“安置费”
。
据洋浦建设土地规划局的航拍资料显
示，开源大道在 2006 年、2013 年航拍时，绿
化带片区均空白无明显违建，近几年来，周
边村民尝到搬迁安置的红利后，顶风抢建的
事时有发生。
“洋浦管委会对开源大道西侧存在的违
建问题一直高度重视，为了贯彻落实我省

公司经营
不善 举债
无力偿还

嫌疑人被人赃俱获。

年近花甲
“文化人”
凌晨偷盗展览三角梅
南国都市报 2 月 16 日讯（记者 胡诚
勇 通讯员孟伟荣）“偷花贼”一词，在当
下网络文学中多指那些偷得姑娘芳心的男
子，这类人的文学形象，要么有一手好功
夫，要么帅得一塌糊涂，然而，海口长堤
边防派出所 2 月 14 日凌晨逮到的这位偷
花贼，其形象却是让人大跌眼镜。
55 岁的张某军算是“60 后”中少有
受过大学教育的人，也有着一份正经的工
作，然而，年近花甲的他本人却并不是那
么安分。2 月 14 日凌晨 2 点，海口滨海公
园门口附近，张某军被长堤边防派出所民
警在路上撞见时，其正骑着一辆破旧的电
动车，载着 7 株从滨海公园偷来的三角梅
兴冲冲地往家里赶。
经查，张某军盗窃的 7 盆三角梅中，
3 株为洒金粉花三角梅，3 株为洒金叶橙花
三角梅，均为农科院参展精品花苗。记者
了解到，其实在此次案发前两天，
同样在滨
海公园，还被盗了 13 株精品三角梅品种
苗。张某军此次偷花被逮之后，
绿管所方面
曾怀疑，之前一次三角梅被盗也跟他有关，
“但他不承认，
警方对此暂时也找不到证据，
我们也没办法。
”
海口市绿管所负责人说。

我省将验收2016年度
全省
“无违建”
创建工作
南国都市报 2 月 16 日讯（记者 党朝
峰）16 日下午，记者从“无违建”创建活
动考核工作动员培训会上获悉，2 月 20 日
至 28 日省整违办将组织开展 2016 年度全
省“无违建”创建活动考核验收工作。
据了解，过去两年来，全省累计拆除违
法建筑 1657 万平方米，
拆违腾出土地 6700
亩。2017 年我省全面铺开
“无违建”
点创建
工作，年底每个市县（含洋浦）至少 30%的
乡镇（街道）完成
“无违建”
创建工作。

员工玩
“蚂蚁搬家”
偷工厂财物销赃

一条大路两种景观
39 户违建将于月底拆除
在洋浦开源大道西侧，多为简易铁皮房
等，
还有一些简陋的停车场、洗车场、
沙场、
洗
车场、废品收购站等，
特别是一些修车厂，周
围堆砌了许多废旧汽车轮胎，
显得格外扎眼。
这些建筑，占据了开源大道西侧约 2 公
里多的整片绿化带，和东侧整洁的绿地形成
鲜明相比。
针对此事，记者 2 月 15 日下午从洋浦城
市综合执法局了解到，当地群众反映强烈的
有关开源大道西侧多处违建的问题，洋浦管
委会高度重视，已做了部署，拟在今年 2 月
底，组织多个部门联合执法，全部依法拆除，
恢复沿途绿化带的美观。目前，该局已对占
用绿化带的 39 户，挨家挨户做好宣传、摸
底、疏导的工作，并下达了强制拆除决定书，
走完了有关法律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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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治违法建筑三年攻坚行动的要求，本着依
法依规、实事求是，文明执法人道关怀的原
则，我们对每一户均做了大量的劝导动员及
解答有关政策的工作，争取他们的配合支
持，顺利实施依法强拆。”洋浦城市综合执法
局局长古路华还表示，
“开源大道不光是洋浦
的主干道，
也是洋浦的门面，
我们会清除其周
边的违建，
还美丽洋浦一个整洁的道路。”
记者还了解，当地政府部门还从人文
关怀的角度着眼，考虑到被拆户的生计问
题，积极协调，为了解决他们就业的问
题，还帮助协助租赁场地，用于被拆户的
合法经营。

东方男子骗 706万
被判 12 年

南国都市报 2 月 16 日讯（记者谭琦）
用假的车辆登记证将车辆进行抵押贷款，
谎称“有关系”拿到车改车辆骗取他人合
作款项，东方一男子张某社自己的公司经
营不善欠债，竟想到用“拆东墙补西墙”的
方式骗取他人财物。短短 3 年期间，张某
社利用伪造机动车登记证书、质押承租的
他人车辆、编造合作收购二手车等方式，
大量向他人借款，用后借款项偿还前期借
款的本息和费用，骗取 5 人财物共 706.68
万元，涉案车辆 44 辆，后期因无力偿还借
款，事情最终败露。
近 日 ，海 南 二 中 院 审 理 一 起 诈 骗 案
件，张某社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二
年，并处罚金人民币 10 万元。

拆东墙补西墙
租车后用假证抵押借款
2013 年至 2015 年间，张某社的公司
经营不善，签下大量的债务，在无力偿还
的情况下，张某社选择了抵押借款。
“我有
一辆宝马 X5 的汽车，可以抵押多少钱。”
2015 年 5 月 8 日，张某社将从海口某商旅
服务有限公司承租的一辆宝马汽车，伪造
了一本车辆登记证后，将其抵押给朱某，
得到 30 万元的借款。这是张某社第一次
做假证，轻易的拿到借款的张某社尝到了
甜头，
从这里开始走上诈骗的道路。
“我一共给了朱某 4 本车辆登记证书，
都是我在 2015 年 8 月份在南大桥下办理
的假证。”第一次得手 30 万后，张某社先后
在该商旅公司承租 8 辆车用于抵押借款，

共骗取借款 325 万元。
“ 一个公司在搞工
程，资金周转不开，想用公司名下的一辆
宝马车和一辆奥迪车以 53 万元抵押掉。”
无法还朱某的借款，张某社又打电话给朋
友任某，利用租来的宝马 5 系借走了 50.88
万元。后来，张某社又以收车的名义向朱
某借款 48 万元，
用于偿还利息。

编造收购车改车辆
谎称合作骗取 55 万
抵押贷款的借款到了还款的时候，怎
么办？张某社想到了另一道
“门路”。
2015 年 10 月，张某社打电话给朋友
许某，称自己有资源可以弄到车改的车
辆，欲和许某合作二手车生意。许某信以
为真，向张某社转了 25 万元入股“生意”。
没几天许某便收到 2 万元的利润，几天后，
张某社说儋州地税也因车改要出手车辆，
要许某继续与他合作。经双方商议决定，
许某再次出资 30 万元。在此期间，张某社
为了不让许某起疑心，一共分给许某 3 万
多元的利润。从许某处借来的 55 万元，29
万元用于归还朱某的借款利息。2015 年
10 月底，被告人张某社因欠下巨额债务无
法归还，潜逃至深圳躲避，2015 年 12 月 7
日被民警抓获归案。
海南二中院审理认为，被告人张某社
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明知无偿还能力的
情况下，采取伪造相关证书、虚构合作投
资生意等方式，骗取他人借款共计人民币
706.68 万元，数额特别巨大，其行为已构
成诈骗罪。遂做出上述判决。

南国都市报 2 月 16 日讯（记者 王渝）
利用工作之便，犯罪嫌疑人阿辉趁着老板
不注意，先后将椰蒂（椰珠半成品）偷偷带
出工厂进行销赃 20 余次，获利近 4 万多
元，然而，就在老板知道其行为将其开除
时，阿辉仍不思悔改再次偷盗数百颗椰
蒂。近日，文昌边防支队口牙边防派出所
破获一起员工盗窃公司财物案件。
2016 年 5 月份，在海南定安镇做椰蒂
生意的郑先生发现，自家生产的椰蒂数量
经常减少，于是他开始留意员工的举动，
“我也是怀疑是员工偷的。”郑先生说，一
天，他发现正在干活的阿辉在工作程序中
存在可疑，于是上前询问，阿辉回答显得十
分紧张并且吞吞吐吐，由于没有实质证据，
郑老板当晚给阿辉打电话，
让其离开工厂。
“原本只是少了点椰蒂，直到今年才发
现，厂里损失了大约价值 10 多万元的椰
蒂。”郑老阿辉板说，然而此时，经他辞退的
阿辉早已不见了踪影，无奈之下，郑先生经
过多方打听，得知阿辉是文昌东郊镇人，于
是便来到文昌东郊口牙边防派出所报案。
今 年 2 月 13 日 ，阿 辉 走 进 派 出 所 投
案，时隔半年之久的盗窃案件成功告破。
经过询问，阿辉对自己盗窃工厂财物一事
供认不讳。
阿辉在工厂干活期间，每隔 8 天-10
天，便会偷取一次工厂的椰蒂。据阿辉自
己交代，他曾先后销赃 20 多次，共获利 4
万多元。而据郑老板介绍，椰蒂的市场价
远远超过销赃的价格，其工厂共损失 10 多
万元。目前，犯罪嫌疑人阿辉已被刑事拘
留，案件仍在进一步调查当中。

海南骨科慈善救助项目
第二期启动
南国都市报 2 月 16 日讯（记者 纪燕
玲）16 日，由海南省医疗救助基金会发起
设立的“站起来”海南骨科慈善救助项目·
第二期正式启动。该项目由海南骨科医院
作为救助项目定点医院，第一期已经救助
13 名骨病患者。
海南本地的贫困人口，
如果有骨伤骨病，
通过审核将会给予五千到一万五千元的救助。
记者了解到，所申请项目救助的患者，
首先需经定点医院（海南骨科医院）评估后
认为符合手术康复治疗和救助条件的，患
者监护人方可在海南骨科医院医务处领取
救助申请表，经过医务处的审核后，患者或
患者家属需持申请表并由患者户籍所在地
的村、乡、镇、居委会，在证明栏盖章，再由
海南省医疗救助基金会进行最后审核，审
核无误后即可获得救助款项。申请救助热
线：9636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