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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照在押人员 帮忙打探案情

琼中看守所一民警

受贿 41700 元获刑
南国都市报 1 月 11 日讯（记者何慧蓉）他
是看守所民警，却以关照在押人员、帮忙打
探案情为由，收受在押人员及其家属财物。
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看守所原民警林泉受
贿、索贿 41700 元，近日他被判处拘役 6 个
月，缓刑10个月，并处罚金10万元。
2015 年 9 月 23 日，林泉的朋友周某因
涉嫌容留他人吸毒罪被刑事拘留，关押在琼
中看守所。林泉利用身为管教民警管理周某
的职务便利，多次违反规定将香烟带入看守
所给周某。周某为感谢林泉对自己的关照，
安排岳父给林泉汇款 2000 元。几天后，周
某的亲戚又在与林泉喝茶时送给林泉 1000

元现金。
袁某和李某是一起非法采矿案的同案
犯，先后被关押在琼中看守所。林泉接触到
袁某后表示要帮袁某打探案情。随后，袁某
将写有“二哥 （被告人林泉绰号） 是我朋
友”的字条交给林泉，要求林泉与袁某亲戚
具体操办。同年 2 月底，林泉以做槟榔生意
为由向袁某亲戚要了 1 万元。同年 3 月底，
袁某又从自己开设在看守所内的个人账户中
支取 3000 元给了林泉。
李某被关押后，林泉按照袁某亲戚的请
托也关照李某，除了把李某安排到看守所环
境较好的监室外，还违反规定带香烟和食物

进看守所给李某。林泉的关照让李某的家属
感动，李某妻子还多次陪着林泉母亲去定安
看病，支付 1000 元医疗费，并给林泉母亲
500 元。李某妻子还让李某的朋友给林泉汇
钱，拿 1000 元现金给林泉吃饭等等。林泉
从李某家属、朋友处共获得价值 22700 元
财物。
经查，2016 年1 月至2017 年1 月，林泉
利用其担任琼中看守所管教民警的职务便
利，为在押人员谋取利益，收受或索取在押
人员及其家属、亲友财物共计折合41700元。
案发后，林泉分别在 2017 年 7 月、11
月，先后两次退赃 41700 元。

冤家 男子制假药专骗老年人
路窄 受害人两年后偶遇报警
南国都市报 1 月 11 日讯（记者陈康 通讯
员冼才华 文/图）1 月 9 日 16 时许，琼海市公
安局城北派出所接到群众孔某某报警电话，
称其在嘉积镇银海路琼海市政府对面广场发
现一名曾诈骗其财物的男子。
派出所民警接警后，迅速赶到现场与
受害人当面了解具体情况。再三向受害人
核对嫌疑人的体貌特征后，民警在现场附
近展开搜索，经多方查找，终于在银海路
金隆酒店前抓获嫌疑男子姜某洋，并从姜
某洋随身携带的一个手提包内查获自制的
200 余贴膏药及十余瓶自制的药丸、药水
及药粉。民警遂将嫌疑人姜某洋传唤回派
出所审查。
经审查，嫌疑人姜某洋是湖北人，他

敬酒买单产生争执
同学聚会大打出手
南国都市报 1 月 11 日讯（记者
孙 学 新 通 讯 员 罗 佳 熊 鹰）近 日 ，
两男子酒后与他人起争执并殴打
他人，被三亚市公安局吉阳分局
分别拘留 15 日并罚款 1000 元。
6 日 21 时许，荔枝沟派出所
接到报警称：同心路某海鲜广场
A17 店铺遭人打砸。民警将涉嫌
寻衅滋事的周某庭、蔡某锋控
制。经了解，该店铺老板何先生
与周某庭、蔡某锋系老同学，当
晚三人在该店铺聚餐。席间，周
某庭与何先生因敬酒和买单问题
产生争执。周某庭、蔡某锋便殴
打何先生和厨师林先生，并摔砸
店铺内的餐具等物品。

与同伙主要在各小区、菜市场和广场等老
年人相对聚集的场所，以销售自制的“祖
传秘方”假冒伪劣药品的方式，骗取患病
老人的财物。嫌疑人姜某洋于 2015 年 12
月初，两次以自制的假膏药及假药丸，谎
称可以治疗风湿等顽疾诈骗了受害人孔某
某的钱财，现欲再次作案时被琼海市城北
派出所抓获。
目前，琼海市公安局以涉嫌诈骗对违
法嫌疑人姜某洋处行政拘留十五日的处
罚。
公安机关呼吁广大市民朋友，特别是患
病老人，应该到正规医疗机构接受治疗，切
勿贪小便宜，误信“祖传秘方”的谎言，造
成财物及健康的双重损失。

流窜三地盗 6辆车

男子一审获刑 4年半
南国都市报 1 月 11 日讯（记者
何慧蓉 通讯员 毛雨佳 蔡莉）海口
男子王某与同伙流窜龙华区、美
兰区、琼山区三地作案六起，盗
窃了四辆面包车、一辆小货车和
一辆电动车。近日，海口市龙华
区法院以盗窃罪判处王某有期徒
刑 4 年 6 个月，并处罚金 1 万元，
尚未缴获的被盗车辆继续追缴。
2016 年上半年某天凌晨，王
某和朋友梁某 （另案处理） 在海
口市龙华区某村盗走停放在路边
的一辆银色五菱牌小货车盗走。
案发后，被盗车辆被公安机关依
法扣押。
几天后，王某再次伙同梁某
窜至海口市龙华区某条小巷内，
将停放在路边的一辆银色五菱牌
面包车盗走。案发后，被盗车辆
已发还车主阮某。
一个多星期过去后，王某再
次伙同梁某在海口市龙华区山高
村里，将一辆停放在路边的灰色
长安牌面包车盗走。案发后，被
盗车辆已发还车主段某。
2017 年 4 月某天凌晨，王某
和梁某来到琼山区高登东街路口
附近，将停放在路边的一辆灰色
长安牌面包车盗走。次日，王某
和梁某窜至海口市美兰区某中学
对面，将停放在路边的一辆银色
五菱牌面包车盗走。
同年 5 月 19 日凌晨 2 时左右，
王某与梁某游荡到海口市龙华区
新城吾悦广场附近的草地时，趁
王某熟睡不备，将其一辆电动
车、身上现金 200 元和 2 部手机盗
走。案发后，被盗电动车、两部
手机已发还被害人王某。

驾驶证暂扣仍开车
男子两次超载被查处

嫌疑人姜某洋被抓获。

夫妻闹矛盾赌气酿悲剧

琼海石壁镇一男子服农药抢救无效身亡
南国都市报 1 月 11 日讯（记者陈康）夫妻
闹矛盾生气、吵个架很正常，但要拿生命来
赌气就太不应该了。1 月 8 日，琼海市石壁镇
石壁村村民吴某因家庭矛盾，一气之下服了
剧毒农药，服药后他很后悔也及时告知亲
属，被亲人送到医院但还是太迟了，最终抢
救无效身亡。
据报料人称，死者姓吴，平时在家务
农，偶尔也外出打工。他的妻子平时在琼海
嘉积镇打工，儿子在嘉积镇读书。1 月 7 日那
天，吴某给妻子打电话后，不知道什么原
因，吴某在家很生气，一时冲动服下剧毒农
药，服药后又很后悔，便将服农药的事告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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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家里其他亲属，亲人们赶紧把他送往琼海
市人民医院抢救。经医生检查，发现他服下
的是一种剧毒农药，虽然全力抢救却已无力
回天。
据石壁村委会相关人员介绍，吴某今年
30 多岁，一家三口与父母分开居住，吴某的
父亲年老多病导致家庭困难。前不久，镇政府
及村委会干部还上门慰问吴某的父亲。吴某一
家三口经济条件不算太差，孩子上中学了，听
说夫妻俩确实有些矛盾，吴某平时性格内向。
吴某为什么服农药，村委会也不知情，夫
妻之间有矛盾应及时沟通，用这种过激方式最
终给家庭带来悲剧，让人十分惋惜。

南国都市报 1 月 11 日讯（记者
陈康 通讯员王敬雄 陈超英）1 月 8
日，琼海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执
勤民警在开展路面交通安全整治工
作中，查获河南籍男子陈某在驾驶
证暂扣期间仍驾驶机动车且超载
100%的交通违法行为。经查，陈
某这是第二次超载 100%以上。
当日 13 时 50 分许，民警在中
原十八坡设卡对过往的车辆进行例
行检查时，一辆车牌号为琼
A91H67 的轻型仓栅式货车向执勤
民警缓缓驶来，只见该车满载货
物，且驾驶人神情慌张。执勤民警
便示意该车驾驶人陈某靠边停车接
受检查。当执勤民警要求陈某出示
驾驶证和行驶证时，陈某声称只带
了行驶证，忘记带驾驶证。随后执
勤民警对该车辆进行了过磅查验，
证实该车辆超载 100%以上，当场
便对驾驶人陈某超载、未带驾驶证
的交通违法行为进行处罚。
陈某于 1 月 11 日到琼海市公
安局交管大队办理违法处理业务
时，经核实，发现陈某于 2017 年
12 月 22 日也曾因驾驶机动车载物
超过核定载质量 100%以上被海口
市交警处暂扣驾驶证 6 个月，并处
2000 元罚款的处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