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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票据打印机”包装箱中
藏着 1100 条假烟
海口查获一宗用物流托运假烟案

南国都市报 5 月 14 日（记者 蒙健 文/
图）5 月 10 日中午，一批物流货物从广州抵
达海口市秀英区丘海大道一物流公司，
已等
候多时的海口市烟草专卖局稽查支队稽查
人员与秀英公安分局的民警，立即对该批货
物进行检查。
“就是这些了！”执法人员打开
印有
“票据打印机”的纸箱后，发现满箱的香
烟。现场查获香烟两个品种共 1100 条，经鉴
定该批香烟均为假烟。目前，案件正在进一
步侦办当中。
当天中午，南国都市报记者赶到该物
流公司卸货区时，执法人员正在清点查获
的香烟。记者发现，这些香烟均用标注有
“高性能 24 针 80 列推证卡/票据打印机”
的纸箱装着。据执法人员介绍，当天有市民
举报称，有人通过物流托运的方式将大批
卷烟运到海口市秀英区丘海大道某物流城
内的一家物流公司，执法人员立即赶赴现
场调查。
海口市烟草专卖局稽查支队稽查人员
向记者介绍，在检查该批货物时，22 箱印有
“得实牌高性能 24 针 80 列推证卡/票据打
印机”的纸箱引起了他们的注意，遂开箱检

乐东农业综合执法大队长陈剑标

涉嫌违纪
接受纪律审查
南 国 都 市 报 5 月 14 日 讯（记
者 王天宇 通讯员 纪乐通）5 月 14
日，记者从乐东黎族自治县纪委
获悉，乐东黎族自治县农业农村
局农业综合执法大队长陈剑标涉
嫌违纪，目前正接受乐东黎族自
治县纪委纪律审查。

违法销售未检疫猪肉

东方两名摊贩
被行政拘留 5 日
南 国 都 市 报 5 月 14 日 讯（记
者 姚传伟）近日，两名摊贩违法销
售未经检验检疫的猪肉，被相关部
门现场查获，两名摊贩被处以行政
拘留 5 日处罚。
10 日，东方市场监督管理局等
部门执法人员在八所村临时市场进
行突击检查时，发现张某等人正在
销售未经检验检疫的生猪肉，执法
人员当场查扣违法销售的生猪肉，
并交由八所派出所进行调查。经调
查，张某等人当天销售的生猪肉均
没有经过检验检疫，且没有在规定
地点进行售卖，
其行为已属违法。
“我们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对
拒不执行人民政府在紧急情况下
发布的文件命令的贩卖生猪的这
两名违法嫌疑人作出行政拘留 5 日
的处罚。
”办案民警说。
张某已被行政拘留，另一名
摊贩因病没有执行行政拘留处罚。

查获的假烟。
查，发现纸箱内装的不是打印机，而是一条
条香烟。他们当场查获涉嫌违法卷烟“紫云
烟（硬）”600 条，
“红塔山（硬经典 100）”500
条，合计 2 个品种 1100 条。稽查人员表示，

每一条烟上的喷码相当于
“身份证”
，经过现
场查看，
他们发现这些香烟外包装上的喷码
为“HKYC”是海口地区的，喷吗是假的，该
批香烟均为假烟。

当赌场“保护伞”受贿12万元
屯昌县公安局原副局长曾令革受审
南国都市报 5 月 14 日讯（记者何慧蓉）5 月
7 日，屯昌县公安局原副局长曾令革涉嫌受贿
罪一案在海南省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
曾令革被控收受社会人员何某等人 12 万元，为
何某等开设赌场充当
“保护伞”
。
曾令革今年 50 多岁，曾担任屯昌县公安局
副局长、屯昌派出所所长、中坤分局政委等职
务。社会人员何某在当地开设娱乐场，并使用
电子赌博机等方式开设赌场。为了得到曾令革
的关照，让赌场不被查处，每年春节前，何某都
会给曾令革送去 5000 元的“红包”，光是年节的
送礼，何某送了 4 万元。在曾令革担任屯昌派
出所所长期间，曾查处过何某开设娱乐场的赌
博机。为此，何某又给曾令革送去了 6 万元。

之后，曾令革就没再对何某娱乐场开设赌场一
事进行查处。
屯昌“黑老大”郭斌曾与同伙陈某一起开设
赌场。陈某为了获得分管巡控工作的曾令革的
关照，分两次送给曾令革共计两万元及香烟若
干。曾令革收到好处费后，任由郭斌等人开设
赌场而不进行查处。
据 省 检 察 院 第 一 分 院 指 控 ，2012 年 至
2017 年间，曾令革利用担任屯昌县公安局副局
长等职务便利，收受何某等社会人员 12 万元及
香烟若干，应以受贿罪追究曾令革刑事责任。
在被留置期间，
曾令革已退赃 12 万元。
曾令革对公诉机关指控没有意见，表示认
罪悔罪。

琼中警方征集王景、王成犯罪团伙违法线索

请踊跃揭发 举报有奖
扫黑除恶

在行动
南国都市报5月14日讯 （记者 石祖波） 琼
中警方近日发布了关于检举揭发王景、王成犯
罪团伙违法犯罪线索的通告。琼中县公安局在
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过程中，成功查获一个
以王景 （绰号“么景”）、王成 （绰号“么
炸”） 为首的犯罪团伙，共抓捕王景、王成等
12名犯罪嫌疑人。
为进一步深挖犯罪，彻底摧毁该犯罪团

伙，现号召广大群众和社会各界打消顾虑、划
清界限，积极提供相关违法犯罪线索。经查实
线索有效并经司法程序认定的，琼中县公安局
将按照 《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举报黑恶势力违
法犯罪线索奖励方法 （试行）》 之规定给予奖
励并对线索举报人严格保密。
同时，公安机关正告王景、王成犯罪团伙
涉案成员认清形势，放弃侥幸心理，主动到公
安机关投案自首，如实供述违法犯罪事实，争
取宽大处理。
地址：琼中公安局办公大楼4楼“扫黑办”
联系人：
王警官
电话：18389711817、0898-86230114

这些香烟是从哪里运过来的呢？据该
物流公司一工作人员称，该批货物运费为
220 元，纸箱里装的是什么，一开始他们
也不知道。只知道是从广州运送到海口
的，至于货主她并不清楚是谁。货物到达
后，货主一直没有现身。“下一步我们将
把该批香烟查扣，并移交公安机关，立案
侦查。
”稽查人员表示。
据海口市烟草专卖局专卖科相关负责
人介绍，配送单上所写的发货人、提货人
员身份、电话以及地址有部分是虚假信息。
该负责人告诉记者，一些不法分子将
物流、快递行业视为销售假冒卷烟的“安
全”渠道，通过网络销售假烟，通过物流
快递邮寄假烟，赚取不义之财。该负责人
提醒广大消费者如果发现有制假售假的门
店、窝点或者物流寄递网点，请及时地拨
打 12313 举报。相关部门会立即行动，同
时对于举报者进行奖励。
记者了解到，今年 1~4 月，海口市烟
草专卖局累计破获 5 万元以上的假烟案件
共计 21 宗，较去年同期相比有所增长，在
加大打击力度后成果显著。

食品标签不符合规定

三亚两个商家被罚

南国都市报5月14日讯（记者
蒙健）经营标签不符合食品安全法
规定的食品，近日，三亚市市场
监管局分别对三亚胜发超市、三
亚沃乐商业管理有限公司分别处
罚款10000元、6000元。
据介绍，执法人员在对三亚胜
发超市检查时发现，该超市存在经
营标签不符合《食品安全法》规定
的食品的违法行为。执法人员在
对三亚沃乐商业管理有限公司检
查时发现，该公司经营的“龙口粉
丝”标签不符合食品法规定。

销售不合格小白菜
儋州一蔬菜摊被查
南 国 都 市 报 5 月 14 日 讯（记
者 蒙健）近期，海南省市场监督管
理局组织抽检食用农产品、肉制品
2 类产品 37 批次，其中合格样品 36
批次，
不合格样品 1 批次。
据介绍，海南省市场监督管理
局于近期抽检食用农产品 12 批次，
其中合格样品 11 批次；抽检肉制品
25 批次，全部合格。其中，儋州西
联农贸市场黄某嫦蔬菜摊销售的
小白菜，检验项目啶虫脒不符合食
品安全国家标准规定。
针对上述抽检中发现的不合
格产品，儋州市市场监管部门已经
采取措施依法予以查处，并责令食
用农产品集中交易市场开办者查
清进货渠道、产地等信息并向相关
部门报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