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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 知
复旦大学校友：

恢复复旦大学海南校友会筹备组已于 2014 年 4 月 13 日成
立。 敬请在琼工作、生活的复旦校友积极与筹备组联系，告知个人
的有关信息。

包括：姓名，性别，出生年月，籍贯，所读院系专业，入校及毕业时
间，学位，工作单位及职务，职称，地址及邮编，电话及手机号，QQ号
或电子邮箱，爱好，备注，等等。 其中有些不想填写的栏目可忽略。

联系人：王卫军，手机 18217840707，QQ 号 36562169，邮箱：
davidwing@yahoo.cn;雷声猛，手机 18789676131，QQ 号 2826366091

联系地址：（暂定）海口市丽晶路银通花园东塔 304 号（公交
34路直达银通花园站）。

特此通知
恢复复旦大学海南校友会筹备组

2014 年 4 月 18 日

抢鲜读

今日

证券导报
SECURITIES HERALD

(P05)险资投资再松绑，股市 5 月再引 1.8万亿活水
混合制经济：A 股史上第四个大故事，等风来 (P02)

(P11)

(P10)

(P08)

“舌尖”引发食品概念股尝鲜食品 O2O 新模式
中粮创粮油境外并购之最，央企欲打造“全产业链”国际大粮商

借力“空天一体”，中国卫星发展卫星应用龙头企业

本单位因项目实施的需要，决定招聘项目所需工作人员。
一、招聘岗位和名额
1、项目技术主管 1-2 名
2、生态资源调查监测技术员 7 名
二、报名地点
海南三亚国家级珊瑚礁自然保护区管理处综合科
地址：海南省三亚市和平街海洋局宿舍大院
联系电话：0898-88958820 联系人：郑女士 李先生
三、报名时间及要求
2014年 4 月 25 日至 2014 年 5 月 16 日 , 工作日每天上午

8：30-11：30，下午 15：00-17：00；
四、详情请登录本单位网站：www.sycoral.com.cn 查询

海南三亚国家级珊瑚礁自然保护区管理处

招聘公告

海南首例养老金诈骗案开审

儿子欲骗保 亡父被“复活”
本报石碌 4 月 24 日电 （记者张惠

宁）海南首例养老金诈骗案今天在昌江
黎族自治县人民法院一审公开审理。 被
告人周某明当庭对犯罪事实供认不讳。

亡父在假证明里多活 13年

周某明系原海南钢铁公司退休人员
周某平之子。 昌江检察院诉称，2013 年
6 月， 被告人周某明产生了隐瞒其父亲
周某平 2000 年 9 月 18 日去世真相，伪
造死亡证明材料来骗取养老金的念头。
于是，周某明伪造了其父亲于 2013 年 3
月 28日去世的死亡医学证明书。 而后，
周某明凭此证明书找其原籍广东鹤山市
龙口镇四堡村委会副主任何某， 要求开
具一份其父亲 2013 年 3 月 28 日因病
死亡的证明书。何某因认识其父，便帮他
开具了一份死亡证明书， 并加盖村委会
公章。

2013 年 7 月 12 日，周某明携带伪
造和虚开的死亡医学证明书等材料，来
到海南省社保局矿区管理处，要求矿区
管理处补发其父亲 2001 年至 2013 年
期间的养老金和丧葬费、抚恤金。 经矿
区管理处核查，其父周某平的养老金因
有人举报死亡，已于 2001年停发。 经核

算， 周某明意图申请领取的其父亲的养
老金和多出的丧葬费、 抚恤金共计人民
币 23万余元。

海南省社保局矿区管理处核查发
现，周某明提交的材料系伪造，遂报警。
2013 年 12 月 6 日，周某明在广东省鹤
山市被抓获。 经海南省公安司法鉴定中
心鉴定，周某明所提交的材料上的“鹤
山市人民医院医务处”、“鹤山市公安局
龙口派出所”两处印章与真实印章均不
是同一枚印章， 医师签名栏中的签名与
真实的医师签名不是同一人所写。

坦白罪行悔不当初

今天在庭审中， 周某明对检察机关
指控的诈骗事实供认不讳。 对检察机关
提交的证人证言、书证、有关鉴定结论等
均表示无意见。在检察机关庭审讯问时，
他自称受一时贪念所害， 他听说可以买
假材料假证明去骗养老金， 便产生了这
个念头。 于是，他花 300 元买有医院和
公安局公章的“死亡证明”，再拿这虚假
证明去村委会开出“真的”死亡证明。

被拘已失去数月自由的周某明，如
今后悔不迭。 在庭审中，47 岁的他如实
坦白罪行，只求法律能从宽处理。

控辩双方量刑辩论

在法庭辩论阶段， 由于控辩双方对
周某明的犯罪事实并无异议， 控辩双方
主要围绕量刑建议展开辩论。

公诉机关认为，被告人周某明以非
法占有为目的，伪造证明材料，诈骗国
家社保基金 23 万余元，数额巨大，但因
其意志以外原因未能得逞， 其行为已
触犯了刑法第 266 条之规定，犯罪事实
清楚，证据充分，应当以诈骗罪（未遂）

追究其刑事责任。考虑到周某明如实坦
白罪行，犯罪未遂，具有从轻处理情节，
建议法院判处有期徒刑 1 至 2 年，不适
用缓刑。周某明的辩护人则为周做缓刑
辩护。

法院将择日宣判。

■ 本报记者 张惠宁

在这起养老金诈骗案庭审中，周某
明的辩护律师称，2001 年有人举报周
某明父亲周某平死亡，周某平的养老金
发放在当年就暂停了， 但省社保局 13
年中对周某平一直“不闻不问”，导致
周某明有机会产生骗取养老金的念头。

就此， 记者在庭审结束后采访了
海南省社保局矿区管理处负责人。

事出有因并非不闻不问

该负责人告诉记者，十多年“不闻
不问” 的确反映出社保管理方面的不

完善，但事出有因。 他说，海南省离退
休人员社会化管理工作自 2003 年推
行，此前由原单位管理。 周某平退休返
回广东原籍居住后， 就与单位失去了
联络。 省社保局没有周某平及其子女
的联系方式，无法与周家取得联系。

养老金认证逐步规范

据了解，我省于 2003 年首次对未
认证的 4.5 万名离退休人员暂停发放
养老金。 矿区管理处去年暂停发放了
300名未认证离退休人员的养老金。同
时，矿区管理处也尽量与离退休人员联
系。 迄今为止，只剩三个人未联系上。

现在， 我省已对领取养老金的离
退休人员采取人脸识别、 指纹认证等
方式，并建立详细的信息“档案”。

记者从矿区管理处获悉， 从 2013
年至今，除周某明诈骗案，他们还发现
4 起骗保行为， 一起及时发现杜绝冒
领，一起已追回冒领数额，还有两起正
在调查。管理处负责人称：“我们希望周
某明案提醒参保人，离退休人员死亡应
及时申报，别存侥幸心理。 ”

记者从省社保局获悉， 针对日益
增加的骗取养老金行为， 我省拟建立
防冒领和举报奖励的机制， 并从严处
罚冒领行为。

（本报石碌 4 月 24 日电）

三亚警方通报
“4·22”交通事故原因
初步鉴定为酒后驾车所致

本报三亚 4 月 24 日电（记者林容宇 特约记
者罗佳）记者今天从三亚警方获悉，本月 22 日凌
晨在三亚市南边海路发生的 3 死 2 伤交通事故，
初步鉴定为酒后驾车所致。

4月 22日凌晨 1时 20分许， 一辆载着 5 人
的“东风日产”小型客车途经南边海路玛瑞纳酒
店门前拐弯路段时， 冲上道路左边的人行道发生
侧翻， 撞断人行道上的路灯杆， 导致车辆失控翻
滚，造成 3人死亡、2人受伤及车辆损坏。

22日 1时 27分， 三亚市公安局警令部指挥
中心接到群众报警后， 立即指令交警支队事故处
理大队出警处置， 同时指令消防三亚支队、 通知
120医务人员到现场救援。

经初步调查，本月 21 日晚 10 时许，温某、洪
某、杨某、鲁某、阮某等人在三亚鹿回头某大排档喝
啤酒，喝至 22日 1时 10分许，上述 5人乘坐由温
某驾驶的小型客车离开， 其中杨某乘坐副驾驶座，
洪某、鲁某、阮某乘坐后座。车辆行至南边海路玛瑞
纳酒店前拐弯路段时因车速较快，导致事故发生。

事故正在进一步处理中。

本报海口 4 月 24 日讯 （记者杜颖
通讯员刘瑾）今天上午，2014全国侵权
盗版及非法出版物集中销毁海南分会场
活动在海口市蓝天路名门广场前举行，
伴随着隆隆碾轧声，我省公开销毁了 26
万件侵权盗版制品及非法出版物。

此次销毁活动是我省在“4·26”世
界知识产权日到来之际，举行的一次大

规模销毁活动。 活动现场还派发了“绿
书签”，开展了以“拒绝盗版，共筑未
来”为主题的“绿书签行动”签名活
动。据悉，自去年以来，全省已收缴各类
非法出版物 41万件，删除不良信息 5.2
万条。 此次销毁的 26万件盗版侵权制
品及非法出版物中，海口市有 17 万件。
今年第一季度， 海口市出动执法人员

846人次， 查缴各类非法出版物 4.6 万
多件，处罚违规经营店铺 12 家，违规印
刷复制企业 28家， 取缔关闭各类摊点
18 个， 有力震慑了违法犯罪分子和非
法经营者。

省委常委、宣传部长、省“扫黄打
非”领导小组组长许俊出席活动，社会
各界群众近千余人参加了销毁活动。

药店质量负责人
卖假药获刑

本报讯（记者李关平 通讯员胡坤坤）近日，
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审理被告人黎某销售假
药案，并当庭宣判。

经法院审理查明，被告人黎某，女，1985 年出
生，大专文化，原系海口秀英某药店质量负责人，
负责药品采购及质量验收等工作。

2012年 12 月，黎某在未取得营业执照、药品
经营许可证、药品经营质量管理规范认证书、药品
质量保证协议书、业务员资质证明、法人授权委托
书等相关材料的情况下，向谎称为海南某药业有限
公司业务员的符某（另案处理）采购 20瓶舒筋健
腰丸，采购价为每瓶 55元。 同年 12月 30日，某药
店将此舒筋健腰丸以每瓶 69元的价格售出 2瓶。

2013年 1月 15日， 海口市食品药品监督管
理局对其药店进行现场检查， 当场查扣 18 瓶舒
筋健腰丸。 该局将上述药品抽样核查 10瓶，其余
8瓶先行登记保存。 经确认，从某药店查扣的舒筋
健腰丸与生产厂家实际产品不符。

法院认为， 被告人黎某明知是假药而予以销
售，其行为已构成销售假药罪，依法应予惩处。 黎
某到案后，如实交代其犯罪事实，且主动向法院缴
纳罚金，认罪、悔罪态度较好，可从轻处罚。鉴于涉
案假药大部分尚未售出，对黎某可酌情从轻处罚。
判决被告人黎某犯销售假药罪，判处拘役 3个月，
缓刑 8个月，并处罚金 3000元。

海口公交奖励
见义勇为司机 1万元

本报海口 4 月 24 日讯 （记者邓海
宁）今天上午，海口市公交集团有限公
司举办表彰大会，奖励徒手制服歹徒的
梁其生师傅 1万元。

4 月 18 日 10 时许，在海口市人民
天桥公交站，一名男子拿着菜刀朝一名
年轻女子疯狂砍去。60路公交车司机梁
其生师傅见状， 立即冲下车与持刀男子

斗智斗勇，最终徒手将其制服。梁师傅见
义勇为的事迹经媒体报道后， 引起了社
会各界的热议，市民夸赞梁师傅为“最
勇敢的好司机”。

海口市公交集团有限公司在表彰
大会上通报表扬了梁师傅，要求全体员
工以梁师傅为榜样， 为社会作出更大
贡献。

本报报道临高男子林开建因助人瘫痪的故事后

助人者获各方帮扶

本报临城 4 月 24 日电 （记者李佳
飞 特约记者吴孝俊） 今天上午， 本报
B06版《“不要让好人吃亏落泪！ ”》报
道了临高男子林开建为帮五保户老人拆
除危房不慎坠落致瘫痪的故事， 引起广
泛关注。 临高县当天中午紧急召开专题
会，临高县委书记李江华在《海南日报》
上批示， 要求临高各方积极给予林开建
一家救助帮扶。

下午 3 时，临高县政府有关负责人
率县民政局、卫生局、社保局等相关部门
负责人前往临高县人民医院， 看望慰问

病人。院方建议转诊至省级医院救治，相
关部门负责人当场表示，将给予可报销、
救助范围内最高额度的支持， 让病人安
心救治。 临高县人民医院负责联系省级
医院，将尽快为病人办理转诊手续。

目前， 临高县民政局已给予林开建
一家共计 2.5 万元的救助金； 临高县新
农合办工作人员将帮其办理医疗报销相
关手续， 预计最高可报销医疗费 10 万
元。 此外， 当地爱心人士亦纷纷自发前
往探望，捐献爱心。

李江华表示，临高不断涌现乐于助人
和英勇就义的人物事迹，这是中华民族传
统美德的体现， 是值得弘扬的社会正气，
如今有好人不幸落难， 各方更应伸出援
手，好人应有好报，“不能让好人吃亏”。

新闻 追踪

海口 5月社保
业务经办时间调整

本报海口 4 月 24 日讯（记者邓海宁）记者
今天从海口市社会保险事业局获悉，因“五一”放
假，2014年 5月社保申报业务经办时间也作出相
应调整，提醒参保企业和广大市民注意，合理安排
申报时间。

具体经办时间如下： 单位参保人员增减变动
及缴费申报，办理时间：5 月 4 日—12 日；参保单
位信息变更、注销、分立、合并，办理时间：5 月 4
日—12 日；新增参保单位参保登记，办理时间：5
月 13日—23日； 灵活就业人员参保 （停保）登
记，办理时间：5月 13日—23日。

碾轧隆隆响 侵权制品销

养老金管理如何堵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