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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进金矿 爆破声一响就蜂拥而上

哄抢矿石 向警察扔炸药拒捕
乐东这帮不法分子分别被判抢劫罪获刑
南国都市报 10 月 10 日讯（记者 何慧
蓉）3 年前，广西男子黄某与多名同伙携
带爆炸物进入抱伦金矿，准备趁金矿爆
破后挑拣金矿石。在遇到民警和保安
后，他们投掷了爆炸物逃离。去年归案
后，经乐东黎族自治县法院一审、海南
省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终审，黄某犯抢劫
罪被判处有期徒刑 3 年 4 个月，并处罚金
3000 元。
黄某今年 44 岁，广西人。2015 年 3
月 5 日 15 时许，农某等人（已判决）携带
爆炸物进入抱伦金矿，准备待金矿爆破开
采后挑拣金矿石，并预谋遇见巡查的金矿

保安员时即用爆炸物威胁。随后，有人
携带炸药守望接应，农某等人进入抱伦
金矿 25 平面矿道，趁金矿爆破开采后挑
拣金矿石。黄某等人携带爆炸物、山钩
刀也进入抱伦金矿 25 平面矿道，趁金矿
爆破开采后挑拣金矿石。接着，黄某安
排同伙携带爆炸物先前往抱伦金矿一号
洞，负责接应。
当日 16 时许，抱伦金矿保安员发现黄
某和农某等两伙人在矿区挑拣金矿石后，
立即向警方报案，并与公安民警进入矿道
里巡查。同伙在前往一号洞口时，恰遇巡
查的抱伦金矿保安员和公安民警，其中一

人就朝保安员和公安民警投掷爆炸物。随
后，黄某等人准备离开时发现出口被保安
员和公安民警堵住，又返回 25 平面矿道并
告知农某等人。公安民警发现黄某等人
后，表明身份并喊话。但黄某等人为抗拒
抓捕，向保安员和公安民警投掷炸药，炸
药在矿道里爆炸，保安员和公安民警被迫
退至 25 平面矿道 103 线出口。继而，黄某
等人在公安民警鸣枪示警的情况下，仍推
着一辆矿车作掩护，沿 103 线道的轨道朝公
安民警和保安员逼近，并向公安民警和保
安员投掷多枚炸药。炸药先后在矿道里爆
炸，公安民警被迫开枪还击，当场击中两

3位阿婆起诉弟媳

求情不成打交警
男子获刑 8 个月

要回240 余万遗产
海口龙华法院执行法官上门为阿婆办手续
南国都市报 10 月 10 日讯（记者何慧
蓉 通讯员 毛雨佳 蔡莉）近日，海口市龙
华区人民法院顺利执结一宗继承纠纷案
件，3 名平均年龄 80 岁的阿婆起诉弟媳
及其子女，索回已故父母 240 余万元的
遗产，考虑到阿婆们腿脚不便，龙华区
法院司法便民，上门服务为她们办理相
关案件手续，顺利执结该案。
申请人唐某妹、唐某梅、唐某芜三
人是亲姐妹，平均年龄为 80 岁，唐氏三
姐妹还有一名亲弟弟唐某祥。唐氏三姐
妹的父母于 1950 年、2003 年相继去世，
并未留下遗嘱，留下了几间老宅子给儿
子唐某祥一家居住。
2013 年，唐某祥去世。2016 年，海
口市龙华区坡博片区棚户拆迁改造，政
府征收了唐氏三姐妹父母留下的祖屋，

并向唐某祥的遗孀杨某及其两名子女发
放了征收补偿款和其他奖励性、补助性
款项若干。
杨某及其两名子女领取拆迁补偿款
后，支付给唐氏三姐妹各 2 万元，剩余补
偿款拒不分配。因拆迁补偿款的分配问
题，唐氏三姐妹与弟媳杨某一家僵持不
下，最终唐氏三姐妹选择法律途径解决纠
纷。2017 年 6 月，唐氏三姐妹一纸诉状将
弟媳杨某及其两名子女诉至龙华区法院，
要求弟媳杨某一家返还三姐妹应分得的父
母遗产即拆迁所得利益应得部分。
龙华区法院经审理查明，依法判决被
告杨某及其两名子女向原告唐氏三姐妹支
付征收补偿款 239.87 万元。判后，被告杨
某及其两名子女不服上诉。2018 年 4 月，
海口中院依法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判决

人。黄某等人却趁机逃窜，逃离抱伦金矿采
矿区。
2016 年 3 月，农某等人分别被以抢劫
罪判处有期徒刑 3 年到 4 年不等。
2017 年 7 月 25 日，黄某在广西被公安
机关抓获，之后被移交乐东警方。
一审法院认为，黄某以非法占有为目
的，结伙携带爆炸物，采用暴力手段劫取
他人财物，其行为已构成抢劫罪。该院判
决黄某犯抢劫罪，判处有期徒刑 3 年 4 个
月，并处罚金 3000 元。一审判决后，黄某
不服，上诉到省二中院。省二中院经审理
后作出终审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生效后，因被告杨某及其两名子女未履
行，2018 年 7 月，唐氏三姐妹向龙华区法
院申请强制执行。
案件进入执行程序后，法官向被告杨
某及其两名子女送达了执行通知书和报告
财产令等法律手续，杨某及其两名子女未
履行法律义务。
法院经线上、线下查询，依法冻结、
扣划了杨某及其两名子女银行账户上的
244.42 万元 （包括案件标的、迟延履行金
等）。考虑到唐氏三姐妹年事已高，腿脚不
便，为了减轻当事人诉累，近日，龙华区
法院执行法官林志飞一行上门走访唐氏三
姐妹，提供便捷、贴心的司法服务，现场
为唐氏三姐妹办理了执行案件的相关手
续，将执行款 244 万余元转入唐氏三姐妹
个人账户，该案顺利执结。

南国都市报 10 月 10 日讯（记者
何慧蓉 通讯员 王娇）男子王某驾驶
电动自行车在机动车道内行驶被交
警拦下，在求情未果后取出伸缩警
棍击打交警。近日，法院以妨害公
务罪，判处王某有期徒刑 8 个月。
2017 年 12 月 12 日 10 时 许 ，
被告人王某驾驶电动自行车途经海
口市美兰区白龙南路口时，因在机
动车道内行驶被执勤交警卢某拦
下。卢某要求王某出示有效身份证
件配合执法，并告知其存在驾驶电
动自行车在机动车道内行驶交通违
法 行 为 ， 依 法 予 以 现 场 处 罚 50
元。王某向交警求情，求情未果后
当场取出随身携带的伸缩警棍击打
卢某头部。随后被赶来的公安民警
抓获，从王某处扣押伸缩警棍 1
支。经鉴定，卢某损伤属轻微伤。
海口市美兰区人民法院经审理
认为，王某以暴力或威胁的方法阻
碍交警依法执行公务，其行为已构
成妨害公务罪。

文昌交警国庆期间

查处交通违法 859 起

销售失效过期洗发水手霜
白沙两商家被罚
南国都市报 10 月 10 日讯（记者 蒙健）
为加强化妆品监管力度，根据我省相关部
门的部署安排，白沙黎族自治县食药监局
制定行动方案，在全县内组织开展化妆品
经营秩序专项整治行动。10 日，南国都市
报记者了解到，对两家销售失效、超过使
用期限的化妆品的商家，分别予以处罚。
9月6日，白沙黎族自治县食药监局执法
人员对白沙元门丽成商店进行检查，在该店
入门收银台方向第二排货架顶层上，执法人
员发现有5瓶海飞丝去屑洗发露（怡神冰凉型）
已超过限期使用日期。该店相关负责人现场

无法提供上述化妆品的购进票据、化妆品检
验合格证明及供货商资质证明材料，对此，
执法人员当场对上述5瓶海飞丝丝去屑洗发露
进行扣押，并立案调查处理。经查，该店所
销售的5瓶海飞丝去屑洗发露（怡神冰凉型）购
时数量不明，销售价格为18元/瓶。
当天，执法人员又对白沙元门元训烟酒
店进行检查，执法人员在该店入门处的一处
货架上，发现有 21 瓶大宝 SOD 滋养手霜、
1 瓶海飞丝去屑洗发露（丝质油滑型）和 1 瓶
海飞丝去屑洗发露（两次柔呵护型）均超过限
期使用日期，而该店负责人现场也无法提供

上述化妆品的购进票据、化妆品检验合格证
明及供货商资质证明材料，上述产品货值金
额共计 336 元。
白沙元门丽成商店、白沙元门元训烟酒
店因销售失效（超过限期使用日期）的化妆
品，违反了 《产品质量法》 的相关规定，近
日，白沙黎族自治县食药监局对白沙元门丽
成商店没收被扣押的海飞丝去屑洗发露 5
瓶，并处货值金额一倍罚款 90 元；对白沙
元门元训烟酒店没收被扣押的大宝 TMSOD
滋养手霜等 3 种化妆品，并处货值金额一倍
罚款 336 元。

南国都市报 10 月 10 日讯（记
者 吴岳文）今年国庆期间，文昌市
交警部门按严厉查处各类严重交通
违法行为，形成严管、严查、严惩
高压态势。
文昌市公安局交警大队联合治
安大队、特警、清澜派出所等警种
在重点路段积极开展严重交通违法
查缉工作。10 月 1 日至 7 日，指挥
疏导机动车 3000 余辆次，劝导不
文明交通行为 200 起。查处各类交
通违法行为共 859 起，其中查处违
停车辆 494 起，其他交通违法行为
297 起，视频抓拍 35 起，不按规
定使用灯光 12 起，涉牌 1 起，查
扣超载车辆 11 起，查处改型车辆
9 起。国庆期间，全市未发生长时
间、大面积道路交通拥堵和较大以
上交通事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