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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钱就能减少拆违栋数？

陵水综合执法局一临聘人员诈骗 35 万元被起诉
新海南客户端、南海网、南国都市报
10 月 30 日讯（记者 利声富 通讯员 麦娟
娟）10 月 29 日，陵水法院公开开庭审理
陵水综合行政执法局原劳务派遣人员王
某鸿诈骗一案。在参与海南香水湾富豪
旅业开发有限公司违章项目执法中，王
某鸿以帮王某公司减少拆除别墅栋数需
协调费为由，共骗取王某 35 万元。
公诉机关指控，2019 年 11 月，时
任陵水综合行政执法局临时聘用人员王
某鸿，在参与海南香水湾富豪旅业开发
有限公司违章项目执法协助事务中，以
帮王某公司减少拆除别墅栋数，将拆除
别墅由 21 栋更改为 16 栋，需要协调费
为由，共骗取王某钱款 35 万元，王某鸿

将以上钱款用于个人消费。
2021 年 2 月 8 日，王某鸿被公安机
关抓获。
据悉，王某鸿骗取的钱款至今尚未
退还给被害人。
庭审中，王某鸿认罪认罚，公诉机
关出示了相关证据，王某鸿及其辩护人
进行了质证，控辩双方充分发表了辩论
意见，王某鸿进行了最后陈述，本案将
择期宣判。
为切实发挥以案为鉴，以“身边
人”为镜作用，让执法人员牢固树立规
矩意识，时刻严守纪律和法律底线，有
效震慑犯罪，陵水综合行政执法局组织
工作人员现场参与庭审旁听。

庭审现场(法院供图)

谎称有 7 万个口罩卖 骗了 19.6 万货款
一男子被公诉，退还货款后赔偿受害人 1 万元
新海南客户端、南海网、南国都市报 10
月 30 日讯（记者 王天宇）明知自己没有履
约能力，住在海口的男子宋某甲却称可以
弄到口罩，在骗取他人 19.6 万元口罩款
后，自己为此付出了代价。近日，他因涉
嫌诈骗罪被检察机关公诉。
检察机关指控，被告人宋某甲与被害
人孟某某均系被宣告缓刑人员，二人在接
受社区矫正时相识。2020 年 2 月，宋某甲
得知孟某某欲求购一次性医用口罩后，欺
骗孟某某称其表哥有口罩销售，并推送其

表哥微信账号给孟某某。孟某某信以为
真，便添加该微信向表哥“宋某乙”（实
际为宋某甲父亲名字）求购口罩。宋某甲
明知自己没有确实、可靠的履约能力，仍
与孟某某约定交易 7 万个进口口罩，并于
2020 年 2 月 17 日至 19 日分 5 笔收取孟某
某女友赵某支付的 19.6 万元货款。
收款后，宋某甲未实施任何履约行为，
而是找各种理由欺骗孟某某，谎称口罩已
发货，并先后采取提供虚假快递运单号、伪
造上海某实业有限公司公章与孟某某签订

电子合同、伪造银行转款凭证等方式拖延
时间。2020 年 3 月 6 日，孟某某报警，在向
孟某某退还 19.6 万元后，宋某甲于 3 月 23
日 主 动 投 案 ，并 在 到 案 后 赔 偿 孟 某 某
1.1335 万元。
据悉，宋某甲因涉嫌诈骗罪于今年 8
月被检察机关依法公诉。海口市秀英区检
察院认为，被告人宋某甲以非法占有为目
的，在签订、履行合同时虚构事实、隐瞒
真相，骗取他人货款 19.6 万元，数额较
大，应以合同诈骗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三男子驾艇出海触礁 三亚多部门施救
新海南客户端、南海网、南国都市报 10
月 30 日讯（记者 利声富 通讯员 冯谋瑞 肖
俊华 文/图）10 月 29 日下午，两名男子救
助驾艇触礁的游客姜先生时，他们的摩托
艇也触礁，3 人被困三亚南山景区附近海
域。经三亚海岸警察、消防、蓝天救援队
等多部门近两小时努力，3 人被救上岸。
10 月 29 日 17 时 15 分许，三亚市公安
局港门海岸派出所接到群众报警，在三亚
南山寺附近海域有人落水，需要救援。接
警后，派出所迅速通知海上巡逻民警前往
救援，同时将情况通报消防应急救援队、
蓝天救援队等部门联合施救。
民警发现，海上观音景点东侧石滩
处，3 名男子正在呼救。一男子因骨折无
法动弹，民警与消防人员找来担架，将他
转移上岸。19 时许，2 人自行离开，1 名
受伤人员被送往医院治疗。

10 月 29 日下午，3 名男子驾摩托艇出海游玩触礁被困，三亚多部门联合施救

土特产进社区 海口友邻生活节助力乡村振兴
新海南客户端、南海网、南国都市报 10
月 30 日讯（记者 易帆）“琼中五脚猪”、
“海口香菇”、“保亭药艾”…30 日下午，
2021 友邻生活节暨绿色农品进社区活动在
海口市秀英区文博府启动。现场热闹非
凡，小区 20 余个农特商品展销摊位上的产
品琳琅满目，前来选购的市民络绎不绝。
据介绍，本次“友邻生活节”围绕
“社区支持农业，助力乡村振兴”主题，

本场活动启动后，将陆续开展约 20 场进社
区活动，通过产地直达社区的方式为广大
市民带来数十种海南特色农副产品。其
中，来自海口的山柚油、菌菇,来自琼中
的鸡蛋、五脚猪肉、蜂蜜、芋香红米,海
南知名绿橙、野花蜂蜜等产品备受欢迎。
市民符大姐向记者介绍她的“战利
品”：“这些农副产品都很新鲜，特别是绿
橙和鸡蛋，我忍不住买了一点给小孩吃。

刚刚还秒杀了一瓶蜂蜜，太开心了！”
活动现场，海南惠农慈善基金会相关
负责人表示，希望
通过活动拓宽农产
品销售渠道，实现
城乡互补，产地直
达社区，助力农民
增收致富、助推乡
村振兴建设。
扫码看视频

签合同卖煤炭
诈骗 600 余万
男子获刑 11 年

新海南客户端、南海网、
南国都市报 10 月 30 日讯（记
者 李绍远 通讯员 罗文玲）一
辽宁籍男子潘某虚构货源签
订空头合同骗取他人货款 600
余万元，近日，儋州市人民
检察院以合同诈骗罪向儋州
市人民法院提起公诉，潘某
被判处有期徒刑十一年，并
处罚金 20 万元。
2019 年 9 月 ， 受 害 人 吕
某某打算购买大宗煤炭，因
其曾经与潘某做过煤炭生
意，便打电话问潘某是否有
煤炭售卖。潘某自己没有煤
炭货源，也没有煤炭储备，
且其代理的煤炭被限制销售
到海南，他仍谎称孙某某是
其公司经理，让孙某某带吕
某某到河北某港口查看煤炭
储备情况，但现场的煤炭并
非潘某所有。吕某某看过煤
炭后信以为真，便与潘某签
了煤炭买卖（购销）合同，向
潘某转账支付 100 余万元作为
定金。同年 10 月，吕某某租
用货轮到该港口联系潘某准
备装船运煤，潘某谎称煤炭
已按照合同约定备齐存放在
港口码头内，让吕某某预付
煤炭货款便可进港装煤，于
是吕某某向潘某转账支付 500
万元的煤炭货款。付款后，
货轮仍无法进港装载煤炭，
吕某某多次联系潘某无果，
之后潘某拒接电话并失联。
经查，潘某共骗取被害
人吕某某定金及货款共 600 余
万元，案发后潘某家属代为
退还了 150 万元。
儋州市检察院审查认
为，潘某采用虚构货源签订
空头合同的手段，诈骗他人
600 余万元，数额特别巨大，
应以合同诈骗罪追究其刑事
责任。经儋州市法院开庭审
理，作出了一审判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