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法院首次引入“合适成年人”制度

少年犯罪受审
堂兄代理出庭

本报万城 6 月 4 日电 （记者金昌波 通讯员
胡娜 冯泽舟）记者今日获悉，万宁法院近日在审
理一起未成年人犯罪案件时，首次引入“合适成
年人”制度，在未成年被告人缺少合适监护人的
情况下为其指定法定代理人， 充分保障了未成年
人的诉讼权益。

未成年人黄某平时喜好打游戏机赌钱， 因缺
钱花，两次潜入邻居家中，盗走现金 4000 元，用
于玩游戏机和日常花费， 被公诉机关起诉至万宁
法院。

万宁法院在案件调查中发现， 黄某 16岁时父
亲去世，其母亲为越南女子，语言不通无法交流，不
适合作为法定代理人出庭。鉴于这种情况，办案法官
在案件审理过程中引入“合适成年人”制度，即在刑
事诉讼中未成年当事人父母不能或不愿出庭情况
下， 为未成年人挑选符合一定条件的合适成年人作
为其法定代理人。

办案法官发现未成年人黄某的堂兄平时同黄
某关系密切，符合作为“合适成年人”的条件，便
指定其为黄某的法定代理人出庭应诉。 本案事实
清楚， 证据充分， 万宁法院依法判决黄某犯盗窃
罪，判处拘役五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 500元。

据悉， 这是万宁法院首次在未成年犯罪案件
中适用“合适成年人”制度。 近年来，万宁法院加
大了涉诉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保护力度，自 2009
年以来，为未成年人被告人指定辩护人 84人。 万
宁法院表示， 将在以后的审判实践中逐步推广并
完善“合适成年人”制度，充分保障未成年人诉讼
权利。

万宁校服制作，他拿好处费
教师调动，他收感谢费
校安工程，他借机敛财 这个教育局长变着花样捞钱

受贿 32.5万获刑 10年

以高利息作饵吸金 6000 余万
航空服务公司女老总非法集资被判无期

本报海口 6 月 4 日讯 （记者李关平
通讯员胡坤坤） 一公司老总曾某荣以高
利息回报，骗取他人资金 6000 余万元，
另有 6人作为其“下线”，吸收身边朋友
存款交给曾某荣，从中赚取“回扣”。 昨
天，海口市中级法院一审宣判该起案件。

经法院审理查明，曾某荣，女，现年
35 岁，临高人，原某航空服务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自 2005年下半年开始至
2011 年 10 月，被告人曾某荣以投资航
空公司包机业务和承包国际航线有高

额回报为由， 以每月支付 2%-10%不
等的利息回报为诱饵，采取用后笔集资
款兑付前笔集资款 “借新还旧” 的手
段，向同案的严某芳以及被害人李某娟
等人非法集资，骗取他人资金。

期间，在资金周转紧张时，曾某荣
就以月付 3%-30%的高额利息，向陈
某全、张某军等人高利借款，以高利借
款来支付集资款本息， 然后再通过集
资方式将集资所得款用于偿付高利借
款、归还被害人部分本金、支付高额利

息和购买房产、汽车、组织下线人员到
境内外旅游、购物、挥霍等。 然而资金
链最终断裂，东窗事发。案发时曾某荣
骗取他人资金共计约 6027 万元。

法院认为，被告人曾某荣的行为已
构成集资诈骗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
政治权利终身， 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
产。

另外， 同案中还有 6 名被告人，是
曾某荣的“下线”，见有利可图，除了本
人筹集资金投资给曾某荣获取利息外，

还宣传曾某荣的包机生意可靠，回报稳
定，并许诺以高额利息回报，直接向许
某靓等数十人或通过他们吸收下线人
员巨额资金转借给曾某荣， 从中赚取
0.5%-1%的利差。

法院认为，6 名被告人已经构成非
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其中 3 名被告人被
判 3 年有期徒刑，处罚金 20 万元，1 名
被告人被判 3 年有期徒刑， 缓刑 4 年，
处罚金 20万元，2名被告人被判 2 年 6
个月有期徒刑，处罚金 10万元。

施工到凌晨 居民烦透了
有关部门下达停工通知书，施工依然

本报屯城 6 月 4 日电 （记者洪宝
光）高考临近，昨晚，屯昌县屯城镇佳捷
酒店旁边一工地施工至今天凌晨，噪音
扰民严重，影响了周边学生休息。 不过
让人费解的是，屯昌县国土环境资源监
察大队给工地下达 《责令停止违法行
为通知书》后，工地依然施工。

昨晚 10 时许，有学生家长给记者
打来电话，称屯城镇佳捷酒店旁边一工
地施工噪音扰民严重，希望有关部门能
及时处理， 避免影响学生学习和考试。
记者赶到现场后看到，一栋正在建设的
7 层半楼房工地里正在施工，一辆混凝
土输送泵车将该酒店旁边的道路堵住，
正往楼层浇灌混凝土。

随后，记者将此事反映给屯昌县

国土环境资源监察大队，该大队执法
人员立即赶赴现场了解情况。 在现
场，屯昌国土环境资源监察大队副队
长冯弘任了解情况后，发现该工地并
没有申请夜间施工许可，属于擅自施
工， 并于 10 时许下达 《责令停止违
法行为通知书》。

本以为工地会立即停止施工，学生
和周围的群众可以安心入睡，没想到大
约过了 10 分钟，工地依然施工至今天
零时许。对此，冯弘任表示，大队没有处
罚权，只能要求工地停止施工。

今天，记者采访了该工地负责人陈
某。陈某说不知道有夜间禁止施工的规
定，昨天下达的通知书他本人也没有收
到，因而才施工至今日凌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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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李关平 通讯员宋研）
身为教育局长，利用职务便利，通过帮助
他人办理教师岗位调整收感谢费、 为他
人的生意提供方便拿好处费等方式，收
受他人贿赂款共计 32.5万元。近日，海口
市秀英区原教育局长方某因犯受贿罪，
秀英区法院一审判处其有期徒刑 10年。

海口市秀英区检察院指控， 方某

（男，1966年生，大学本科文化）在担任
海口市秀英区教育局局长期间，于 2007
年至 2012 年利用职务便利， 通过帮助
他人办理岗位调整、 为校服厂老板的校
服订购工作提供方便、 为承建校安工程
部分项目的相关人员提供便利的方式，
收受林某、张某等 9 人贿赂款共计 32.5
万元。案发后，方某向海口市检察院退出

涉案赃款。
据了解，2013年 6月 6 日， 检察机

关接到群众举报被告人方某有受贿行
为。 2013年 8月，检察机关就群众举报
的问题向行贿人林某进行调查中， 掌握
了方某涉嫌收受林某贿赂款 16 万元的
线索。

2013 年 8 月 11 日，检察机关传唤

被告人方某接受调查时， 方某如实供述
了其收受林某贿赂款 16 万元的事实。
同时， 他还如实供述了检察机关尚未掌
握的其收受张某等人贿赂款共计 16.5
万元的事实。

法庭审理中，方某的辩护人提出，方
某有如实供述检察机关尚未掌握的其收
受他人财物的事实，有自首情节。 但是，

秀英区法院认为， 方某如实供述的司法
机关尚未掌握的其收受他人贿赂款共计
16.5 万元属于供述同种较重罪行，对其
供述同种罪行部分，应当从轻处罚，但不
能认定为自首。

另外，案发后，方某退缴全部赃款，
对其可酌情从轻处罚。 逐做出了上述判
决。

已缴罚款车辆
仍不能过年检

可到交警窗口办理人工
“数据更新”

本报海口 6 月 4 日讯 （记者李关
平 特约记者周平虎 ）车主已缴车辆违
法处理罚款，但是车辆年检时，却仍被
告知“未处理 / 未交款”。 记者今天从
省交警总队获悉， 这是因为系统出现
故障数据更新被卡， 群众遇到类似情
况今起可到交警窗口办理人工 “数据
更新”。

近期， 由于公安交通管理综合应
用平台数据信息转递较慢等原因，群
众在办理机动车、驾驶证业务过程中，
出现交通违法行为处理已经完成，机
动车电子监控记录、 驾驶证违法处理
记录仍处于 “已处理 / 未交款”或
“未处理 / 未交款”状态，以及机动车
和驾驶证“违法未处理”等状态的情
况。

针对这些异常业务问题的处理，省
交警总队已授权我省各车管所（包括县
级车管所）和交通违法处理窗口民警为
群众办理“数据更新”业务。遇到此类情
况的群众， 请就近到交警部门窗口单位
免费当场办理，切勿听信非法中介，有偿
委托他们办理。 省交警总队已通知明确
各地交警窗口民警， 不得以任何理由相
互推诿。

省交警总队有关负责人介绍，今天，
交警总队已对造成数据信息转递较慢的
故障进行排除， 但由于当前全国交警部
门推出便民措施实施跨省转递、 处理交
通违法记录， 难免会出现个别数据信息
转递“被卡”，需要到交警窗口办理人工
“数据更新”。

本报海口 6 月 4 日讯 (记者宗兆宣)走在放
学回家的路上， 突然感觉额头发热全身无力，倒
在道路边无法行走。 这样离奇的一幕近日就发生
在海口一个年仅 12 岁的女孩身上。 因为没有及
时确诊为恙虫病，这个可怜的小女孩目前已经多
器官衰竭，在省人民医院重症监护室紧急救治。

10天前，就读于海口市龙华区遵谭镇新谭小
学四年级的女孩吴小苗突然发烧，全身无力，随后
被送往镇卫生院治疗。尽管医生采取了打吊针、服
药等治疗措施， 可小苗的发烧症状一直没有完全
好转，体温降低后又会反复发烧。家人于 6月 1日
把吴小苗送往省人民医院儿科就诊，经检查确诊，
小苗患有恙虫病， 由于未及时救治已引起多器官
衰竭，随即被安排进重症监护室救治。

吴小苗的姐姐告诉记者，自己家里经济条件
很差，没有固定收入，小苗也没有买任何保险，目
前已为小苗花费一万多元的医疗费用。 医生称救
治费用将近 10 万元， 这么一大笔钱自己家无力
承担，希望能得到社会上好心人的帮助。

记者从省人民医院儿科了解到，经检查发现
小苗的脚部有一个焦痂处，应该是被恙螨叮咬而
发病。 目前医院正全力救治，但 ICU 病房的花费
确实比较高。 据了解，近年来省医院儿科已接诊
过多例恙虫病患者。

路刚修一半 施工队走了
开挖的路面没回填，给居民出行留隐患

邗 6月 3日，行人从中空的水泥板上经过。
琼海市登仙岭路改造工程自今年 2月中旬开工以来进展缓慢。 西段仅铺设约

300米长的管道后，施工队又全部转移到东段施工。 由于开挖的路面没有回填，不
愿绕道的居民干脆将封死的路障拆除，在施工路段出入，致使出行留下安全隐患。

特约记者 蒙钟德 摄

法院成功调解一起
涉棋子湾项目纠纷

本报海口 6 月 4 日讯 （记者金昌波 通讯员
胡娜 龙伟）记者今日从省高院获悉，昌江法院经
过多方协调， 近日成功调解一起涉棋子湾重点项
目纠纷，取得良好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

2009年 3月，被告某旅游发展有限公司与夏
威夷公司签订一份《建设工程设计合同》，约定由
夏威夷公司承担海南棋子湾高尔夫会所别墅项目
的工程设计，总设计费为 17.5 万美元。 合同签订
后， 被告依合同约定预先支付了 25%的设计款，
夏威夷公司也按合同约定完成设计并交付设计成
果给被告，但被告因自身内部管理的原因，对夏威
夷公司设计成果是否采用没有给予回复， 引起双
方的纠纷。

夏威夷公司对未付的 131250 美元设计费多
次催款未果，于 2012 年 11 月 8 日将上述债权及
产生的权利转让给原告某科技有限公司。 原告于
2013年 3月 5日向被告发出债权转让通知，但被
告迟迟未履行还款义务， 为此， 原告诉至昌江法
院， 请求判令被告支付原告 131250 美元及自
2009 年 7 月 8 日起每日按 131250 美元的千分
之二支付违约金至判决生效之日止。

从接手案件开始， 法官就意识到案件的重要
性和紧迫性， 经过两次开庭对案件有了充分了解
后，积极主动地做当事人的思想工作，劝说双方一
起商量解决纠纷。经过多方两个月的不懈努力，法
官终于说服当事人达成和解， 被告同意支付原告
69万余元人民币。

昌江

“浪琴”只卖几百元？
男子卖假名表受审

本报海口 6 月 4 日讯 （记者张惠宁
通讯员程玲玲）雷达、劳力士、欧米茄、
浪琴、天梭、帝陀、梅花……哪一个品牌
都是大名鼎鼎的世界名表， 而 45 岁的
文昌男子张某自 2010 年起却在自家经
营的精品店里以每件几百元的价格公
开出售这些“世界名表”，当然，他卖的
是假表。 今天，海南一中院公开开庭审
理了张某涉嫌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
品罪一案。

据了解，被告人张某，1969 年出生，
文昌市人，初中文化程度。

2010 至 2013 年间，被告人张某从
海口市博爱路等处购买雷达、劳力士、欧
米茄、浪琴、天梭、帝陀、梅花、香奈尔、卡
西欧、精工等假冒注册商标的手表，在文
昌进行销售， 销售金额共计人民币
84541元。2013年 4月 17日，文昌市公
安局民警在文昌市文城镇文南街裕宝商
城张某经营的精品店里将其抓获， 当场
扣押假冒注册商标的手表 234块。

张某在法庭上对公诉机关的指控表
示没意见。 张某在法庭讯问时交待每个
表卖出时他都开“收据”，目的是提供维
修服务。 张某庭审表示自己知道一直卖
的是假表，最后陈述时他辩称“没人警
告我，也没人投诉”。 他不明白自己为啥
被抓，直至庭审才弄明白了。

公诉机关认为， 张某明知是假冒注
册商标的手表而进行销售，且数额较大，
其行为触犯了刑法第 214 条的规定，应
当以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依法追
究张某的刑责。 公诉机关庭审建议判处
张某有期徒刑一年至一年半， 辩护人为
张某争取缓刑展开辩论。

据悉，我省自去年 7 月 1 日开始推
行知识产权审判“三合一”试点，加大知
识产权保护力度，作为试点法院，海南一
中院指定民三庭骨干力量组成专门合议
庭审理此类案件。

■ 本报记者 孙慧

“我一天就接了 3 个骗钱的电
话。 ”近日，海口市民刘阿姨觉得有些
闹心， 她隔三差五就接到诈骗电话，虽
然早有防备，但还是觉得不堪其扰。

近年来，针对老年人的各式诈骗招
数层出不穷。 日前，在海口市星海社工
工作站举行的老人防诈骗知识讲座上，
海口多位老年人现身说法，以自身经历
讲述骗子行骗手法。

冒充亲友来骗钱

倪大爷是居住在海口的一位“候鸟

”老人。有天，倪大爷接到了一个居住在
深圳的朋友电话， 称要开车去看望他，
预计第二天晚上可到达。

第二天早上， 朋友又打电话来，称
开车出了车祸急需动手术，让倪大爷赶
紧打笔钱来。倪大爷一听急忙去银行转
账。 幸亏被银行工作人员拦阻，发现原
来是一场骗局。

助人心态被利用

邱阿姨是一个热心人， 平时邻里
有什么困难她都热心帮忙。 有天她到
万绿园附近散步， 在某街边小摊买水
果，付完钱后小贩说请邱阿姨帮忙，用

零钱换一张百元大钞， 邱阿姨看到自
己包里还有一百块钱， 很热心地拿出
来交换。

小贩给了邱阿姨一百元的零钱后，
又说让其返还回来再重数一遍，邱阿姨
将零钱返还，小贩数了一遍后还给了邱
阿姨。 邱阿姨回家后才发现，第二次返
还的零钱当中， 把很多五元换成了一
元，百元零钱仅数出来 70 元，被小贩骗
了 30元。

建立体防骗模式

为何老年人会成为诈骗的 “重灾
区”？ 在听取以上案例后， 海南天涯心

理学应用研究所所长蔡开宇认为，老年
人思想较为保守， 对新生事物了解较
少，防范意识较弱，因此容易给骗子造
成可乘之机。 很多老年人受骗后忍气吞
声，不及时报案，这也给警方破案带来
难度。

蔡开宇认为，各类层出不穷的骗术
不但使受害人财物损失很大，还破坏了
人与人之间的信任，造成极其恶劣的社
会影响。 社会应当对老年人这个群体给
予更多关注，建立起“社会 + 社区 + 家
庭”三位一体的立体防诈骗模式，经常
开展防骗宣传教育，提高老年人防诈骗
意识。

（本报海口 6 月 4 日讯）

冒牌亲友来骗钱 助人心态被利用

老人群体成诈骗“重灾区”

马路摊位 隐患重重
近日， 有市民爆料， 一直以来在海口市龙昆南路延长线上有许多路边

摊，给途经此路段的车辆带来诸多不便。据记者观察，在不足 500米的路段
中，各种打着“正宗定安黑猪粽”、“万宁和乐粽”等旗号的摊位就有近 20
家，商贩们在马路边私自摆摊，还不时站到马路上向过往车辆招揽生意，带
来各种交通隐患。 这里是海口途经美兰机场的要道，如此路边私摆乱卖，影
响了海口的市容市貌，同时这些粽子的卫生安全问题，也令人质疑。

图为一商贩向过往车辆招手。
海报集团全媒体中心记者 张茂 摄影报道

相关链接：
恙虫病是一种自然疫源性疾病， 主要在啮

齿动物之间流行。 啮齿动物内能长期保存病原
体且多无症状，是该病的主要传染源。

温馨提醒：
恙虫病主要临床特征为突然发热、 叮咬处

有溃疡、淋巴结肿大及皮疹。如孩子出现突然高
烧不退，皮肤有焦痂时，家长要及时带孩子到医
院就诊。海南夏季天气炎热，人们到野外活动时
要做好防蚊虫叮咬的措施。 恙虫多在阴湿的地
方活动，闷热潮湿的天气容易滋生跳蚤等虫类，
为恙虫病的局部流行提供了条件。 （宗辑）

施工留患

施工扰民

海南一中院法官庭审结束 后表
示，我国对知识产权的保护非常重视 ，
通过加强立法和司法 ， 利用刑事 、民
事、行政等多种制裁手段 ，追究侵犯知
识产权行为人的刑事 、 民事 、 行政责
任， 依法打击制假售假等严重侵犯知
识产权的违法犯罪行为 。 任何制假售
假的违法犯罪分子 ， 对此不应抱有侥
幸心理，否则悔之晚矣。

以案说法

海口

12岁女孩突患恙虫病
多器官衰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