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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物国际汽车文化城项目工地污水直排美舍河

有关部门开 5 万罚单
南国都市报 10 月 11 日讯 （记者 聂元
剑 文/图） 10 月 11 日中午 12：30，海口龙
华区组织区环保局、区城管局、区水务
局、海口市公安龙华分局至现场，对美舍
河六千吨污水处理站旁排洪沟排放红色泥
浆水问题进行排查，同时联络南国都市报
等媒体进行跟踪报道。
经工作人员现场勘查，该处排洪沟排
出泥浆水已无明显混浊。经排查，认定该
排洪沟红色泥浆水来源有两个，一是排洪
沟上方的海口万物国际汽车文化城项目工
地未建防护设施，雨水冲刷工地上堆放的
红色粘土导致；二是桑德公司六千吨污水
处理站上方有一处管道破裂，管道冲出水
流携带泥土流入排洪沟。

排查过后，龙华区召集桑德公司、万
物汽车文化城业主海南中信天源房地产有
限公司及区相关职能部门召开现场办公
会。确定由龙华区水务局对万物汽车文化
城项目违规排水问题立案处罚，拟罚款 5 万
元；二是由桑德公司立即对破裂的管道进
行封堵；三是海南中信天源房地产有限公
司立即采取措施，建设引水沟，把雨水引
入沉淀池处理后排放；四是由城管环保部
门跟进确保企业落实整改。
目前，桑德公司已对破裂的管道进行
封堵，海南中信天源房地产有限公司已调
度挖机建设引水沟。
下一步，将由龙华区城管环保部门对
该企业整改情况进行跟进。

桑德公司工作人员对破裂管道进行封堵。

日防夜防家贼最难防

国美电器海南公司员工监守自盗获刑
南国都市报 10 月 11 日讯 （记者何慧蓉
通讯员胡坤坤） 广东省广州市国美电器海南
分公司 （以下称国美电器海南公司） 的库管
及 2 名库工互相勾结，将公司的空调、电
视、冰箱等偷运出去变卖。近日，经海口中
院终审，库管及库工分别获刑。
2015 年 6、7 月份，李某在国美电器海
南公司担任空调库任库工期间，与同事潘某
商议利用李某管理空调的职务便利，共同偷
运库内的空调出去变卖。潘某从仓库内偷运
空调出库时，李某按照事先共谋，应当查验
而未查验，予以放行。二人采取该种方式共
偷运了 10 台格力空调、5 台美的空调。潘
某将其中 1 台格力空调、2 台美的空调交给

李某，剩下的潘某卖掉，由二人分赃。经鉴
定，该 15 台空调共计价值 49385 元。
李某从潘某处拿到空调后，将其中 3 台
空调低价卖给同事刘某，或者刘某帮忙卖
掉。上述 3 台涉案空调，李某均告知刘某是
从公司偷运出来的。
2015 年 8 月份，李某调至冰箱库任库
管，冰箱库与电视库相邻。由于冰箱数量
大，有部分冰箱存放在电视库，潘某借拉冰
箱之机进入电视库，将电视偷偷夹带出来。
李某作为冰箱库库管依照公司岗位职责要求
只能在电视库中提走相关冰箱，但其对潘某
将彩电夹带在冰箱中予以故意放行。二人采
取此种方式共窃取海信、TCL、康佳牌电视

共计 17 台，潘某将上述被盗电视卖掉，并
与李某分赃。经鉴定，该 17 台电视机共计
价值 91620 元。
此外，李某还和刘某将二人所在冰箱库
内存放的 17 台容声冰箱搬到卸货平台，由
潘某运走卖掉，潘某再分赃给李某。
一审法院审理后作出判决，对李某、潘
某数罪并罚，分别决定执行有期徒刑 4 年 6
个月，并处罚金 15000 元。刘某犯掩饰、
隐瞒犯罪所得罪，被判处有期徒刑 10 个月
零 3 日，并处罚金 2000 元。
宣判后，李某、潘某不服一审判决，向
海口中院提出上诉。海口中院近日作出裁定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3 人组团一夜盗 3 辆电动车
被围捕时猖狂逃窜，
最终束手就擒
南国都市报 10 月 11 日讯（记者 徐培培
田春宇 实习生 谢川燕）一夜之间，窃贼在同
一路段盗窃了三辆电动车，更猖獗的是，在
面临警察的抓捕时，窃贼不仅沿路抢劫电动
车当逃跑工具，甚至挥刀刺向警察。
10 月 9 日凌晨，有市民举报丢失了电
动车，地点在海口市中山北路水果市场附
近路段，海口飞鹰队员前往调查发现，失
窃的电动车共有 3 部，而作案的是三名年
轻男子。
9 日 12 时许，飞鹰队员根据研判一路追
踪到山高村某公寓停车场，在这里发现了 2
辆被盗电动车。因为未见窃贼，尽管此时天
空下起了小雨，队员仍决定现场冒雨蹲守。
4 个小时过去了，16 时许，三名可疑男
子驾驶一辆电动车经过一楼停车场观察了一
下，便迅速离开，其中一名男子和队员们之
前掌握的盗窃嫌疑人特征基本吻合，队员们
当即秘密跟了上去。
一路跟踪到山高街椰海雅苑处，队员
准备上前拦截盘查时，三名男子忽然分头
往小巷疯狂逃跑。飞鹰队员被迫展开危险
抓捕。由于下雨路滑，其中一名男子骑车
往小巷内逃跑时，电动车直接打滑撞上抓

三名涉嫌盗窃电动车嫌疑人被抓获。南国都市报记者 徐培培摄
捕的队员，被迫弃车逃跑，但是在翻墙时
被抓获，队员现场缴获疑似被盗的紫色雅
马哈电动车一辆。
另一名男子徒步逃进山高村，途中竟两
次抢电动车，最终抢到一辆红色雅迪电动车
当逃跑工具，但最后仍被飞鹰队员奋力将其
控制。
还有一名男子往高山村方向逃跑，见队

员杨仁标在后面紧追不舍，他一边逃跑一边
掏出携带的匕首，几次捅向试图靠近他的杨
仁标，但杨仁标巧妙躲避，穷追不舍，最终
与其他队友合力将其控制。
经初审，三名盗窃嫌疑人章某民，王某
兴，郑某宾均未满 20 岁，对在水果市场盗
窃电动车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目前案件已
移交辖区云露派出所审查处理。

公立医疗机构人员
非法胎儿鉴定被查
南国都市报 10 月 11 日讯（记
者 梁振文）日前，儋州市卫生计生
监督大队联合西培派出所、昌江
卫生监督所等部门，组成专项联
合执法组，对犯罪嫌疑人符某文
在该市大成镇卫生院宝岛分院，
利用 B 超诊断设备为中期孕妇黄某
思进行非法胎儿性别鉴定进行了
严厉查处。目前，此案已立案并
进一步调查处理。
根据群众提供的线索，在案
发当天中午 12 时 05 分，执法人员
前往犯罪嫌疑人符某文所在的大
成镇卫生院宝岛分院二楼展开调
查，发现符某文正在为孕妇黄某
思鉴定胎儿性别，现场还存有 B 超
机一台和医用耦合剂若干瓶。
经询问，符某文对为孕妇黄
某思进行非法胎儿性别鉴定的行
为供认不讳。
随即，执法人员现场对涉案
人员及涉案 B 超机和现金进行证据
封存，并将涉案人员带到西培派
出所进行调查询问。经调查，当
事人符某文是大成镇卫生院聘用
的 B 超医生，未取得 《医师资格
证》 和 《医师执业证》。
据了解，这已经是儋州市卫
生计生监督大队自 2010 年以来，
查处的第 3 起发生在公立医疗机构
的“两非”违法案件。

同地点两次碰瓷
男子作案被识破
南国都市报 10 月 11 日讯（记
者 何 慧 蓉 通 讯 员 李 娇 萍）“90
后”广东小伙陈某骑自行车在路上
“碰瓷”，以苹果 6 手机摔坏为由骗
了 6200 元后再次作案。不料，之
前被骗的受害人因起疑心返回现场
识破他的伎俩。小伙当场被抓。法
院近日以诈骗罪判处陈某拘役 5 个
月，并处罚金 2000 元。
陈某和一名叫林某的男子 （另
案处理） 共谋“碰瓷”骗钱。陈某
负责骑自行车碰瓷，林某则在电话
那头冒充陈某“姐夫”。
2016 年 12 月某日下午，陈某
骑着自行车到海口市秀英区某大道
伺机作案。当天被害人柯某驾驶一
辆面包车在某路段超车时，陈某故
意将自己的自行车往面包车左侧撞
击，接着陈某躺在公路边上假装受
伤。柯某下车询问情况后将被告人
陈某送往医院。途中陈某称其姐姐
的苹果 6 手机摔坏了，让柯某接听
其“姐夫”林某的电话，林某在电
话中与柯某协商赔偿事宜，柯某最
后赔偿了 6200 元。
当天下午，陈某再次到同一地
点作案，向被害人何某要求赔偿
1000 元时，适逢被害人柯某怀疑
自己受骗回到现场将陈某抓获。民
警赶到现场后，当场从陈某身上缴
获赃款 4170 元。
1 月 3 日，陈某的亲属主动赔
偿被害人柯某 6200 元及车辆维修
费 1000 元，赔偿被害人何某车辆
维修费 3000 元。柯某、何某对陈
某表示谅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