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车主后备箱取物
车内 10 万元被盗

本报讯 （记者李关平 通讯员崔善红 胡程）
儋州两男子陈某琼、 陈某博乘车主到后备箱取东
西之机，打开车门盗走车内 10 万元现金及财物。
近日， 海口龙华区法院一审以盗窃罪分别判处陈
某琼有期徒刑 4 年，并处罚金 4000 元；判处陈某
博有期徒刑 3年，并处罚金 3000元。

2013 年 10 月，被告人陈某琼（现年 25 岁，
海南儋州人）、陈某博（现年 21 岁，海南儋州人）
共谋到海口市伺机盗窃。 10 月 22 日 21 时许，陈
某琼、陈某博驾驶一辆两轮无牌摩托车，来到海口
市龙华区大同路附近寻找作案目标。

当行至大同路财富中心大厦（星乐城 KTV）
门前停车场时， 陈某琼见被害人叶某文驾驶的越
野车副驾驶座位有一单肩挎包， 趁叶某文下车到
后备箱处取东西之机，他打开副驾驶一侧车门，将
单肩挎包盗走，内有现金人民币 10 万元、ipad 平
板电脑一台、苹果牌 4S 手机一部、诺基亚手机一
部及合同、证件等物品。

得手后， 陈某博驾驶摩托车载陈某琼逃离现
场。破案后，被盗人民币 10万元、ipad平板电脑、
诺基亚手机已发还被害人。

龙华区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陈某琼、陈
某博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秘密窃取他人财物，数
额巨大，二人的行为已构成盗窃罪，应予惩处。

本报海口 6 月 5 日讯 （记者李关
平 通讯员薛莹婕）今天上午，海口秀英
法院刑事“巡回法庭”到西秀镇，公开
审理一起被告人因无资购毒吸食而入
室盗窃的案件。 这起“瘾君子”所犯的
盗窃案就发生在西秀镇，法院以案件现
身说法，当地群众及有吸毒前科人员共

一百多人参与了旁听。
经审理查明，被告人邝某系西秀镇

拔南村人，是个“瘾君子”。 去年底，邝
某路经西秀镇文章村林某家时，发现屋
中无人，遂产生入室盗窃财物用于购买
毒品吸食之意。于是他用钢筋将大门锁
撬开，入室盗走人民币 2200 元，LG 液

晶电视一台等。
今年 3 月，公安机关依法将邝某刑

事拘留，后逮捕。 尚未脱手的电视机被
公安机关依法归还林某。 经鉴定，该电
视机价值 2903元。

在审理过程中，被告人邝某对所犯
罪行供认不讳，对自己因吸毒而走上犯

罪的道路悔恨不已。经合议庭综合考量
邝某的犯罪情节、 认罪态度和悔罪表
现，当庭判决邝某犯盗窃罪，判处有期
徒刑 10个月。 宣判后，邝某表示服判，
不提出上诉。

据了解，吸毒容易衍生犯罪，吸毒
人员为获取购毒资金实施盗窃、 抢劫、
抢夺等犯罪已经是屡见不鲜，所以秀英
法院决定将案件拿到案发地镇政府现
场开庭审理并当庭宣判，给群众上一堂
生动的法制课，同时也是对吸毒人员的
警示。

巡回法庭开进西秀镇

在案发地公审 以案讲节法制课

船舶进水，食品遭海水浸泡,已
两天未进主食
获救前已在海上漂了 12 小时

本报黄流 6 月 5 日电 （记者陈成
智 林容宇）“一车坐 30 个学生，每隔半
小时一班，要一个来小时才能到县城抱
由镇，今天预计要发 30 多班。 ”今天上
午 8 时，乐东黎族自治县黄流汽车站检
票员安丽丽看着忙碌的人群，一脸淡定。
沿海乡镇一千多名考生提前两天赶考，
安丽丽早已见惯不怪。

“我 5 点半起床，坐父亲的摩托车
赶来的。 ”家在佛罗镇丹村的考生谢祖
梁说。 和谢祖梁一样今天赶赴县城的，

还有一千多名学生。 因为乐东只设一个
高考考点，按要求，黄流中学的 1079 名
考生、冲坡中学的 630 名考生，都要到
县城参加高考。 而从这两所学校赶到县
城，有约 60公里路程。

早上 8 时 10 分， 第一辆载着考生
的班车缓缓发动。 黄流中学副校长符明
剑告诉记者， 尽管组织学生提前赶考是
每年都要做的事情， 但也是让很多老师
挠头的任务。 学校 4月底就已开始统计
考生住宿名单和联系县城宾馆。 除极少

数寄宿在县城亲戚家中的考生外， 绝大
多数考生由学校统一安排食宿。

“赶考和考试期间，学校高三年级
班主任和年级领导全程陪同。 ”符明剑
介绍， 他们在这期间的主要职责是和学
生、家长随时保持联系，关注学生状态。

陈俊霞是黄流中学“教师陪考团”
中的一员。 “学校组织学生统一乘车赶
考已经是老传统了， 我们既担心路途的
安全又担心食宿卫生。 ”陈俊霞认为，这
样远距离的“作战”，对考生的心理素质

也是极大考验。 她向记者展示了一星期
前就备好的通讯录， 其内容包括学生联
系方式、住宿地址、家长联系方式等。

送学生的家长刘亚霜经营着一家
小饭店，这几天，她只能暂停营业。 记
者在候车现场随机采访了多位考生和
家长， 有超过 90%的受访者希望增设
考点。

乐东县教育局负责人透露， 乐东县
今年报名参加高考考生共 3602 人。 目
前乐东设有高三年级的中学共 4 所，其

中乐东中学和乐东民族中学在县城，而
黄流中学、冲坡中学则在沿海各乡镇。

“高考事关重大，尽量减少考点设
置当然有利于考试安全， 但乐东情况的
确特殊。 乐东人口 52万人，沿海和山区
距离较远，黄流中学、冲坡中学每年的考
生人数基本与县城持平， 尤其是将来新
黄流中学建成后，设施齐全，如果把考点
设在那里， 全县差不多有一半的学生可
以就近参加高考。今年来不及了，以后能
设两个点就好了！ ”这位负责人说。

本报海口 6 月 5 日讯 （记者宋国
强 张靖超 通讯员何志成 陈柏蓉）记
者从海南海事局指挥中心获悉： 今天
上午“琼洋浦 13073” 渔船在西沙海
域遇险沉没。当天 15时 10分，南海救
助局救助船“南海救 115”赶往出事
海域成功将船上 14 名遇险人员全部
救起，目前获救人员身体状况良好，正
在返回三亚途中。

6 月 5 日 7 时 45 分，海南海事局
指挥中心接 “琼洋浦 13073” 渔船
船东电话报警：“琼洋浦 13073”渔船
于 5 日 4 时 30 分在西沙中建岛东南
约 70 海里处舵叶丢失， 船体进水沉
没，船上共有 14 人，请求救助。 接报
后， 海南海事局指挥中心立刻向海南
省海洋与渔业厅通报情况核实险情，
同时通过北斗系统查询 “琼洋浦

13073”渔船，但显示该渔船最后发出
的船位信息的时间为 4 时 37 分，且无
法更新船位，初步判定该渔船已遇险。
随后海南海事局指挥中心通过海南省
海上搜救中心启动海上应急预案，分
别将情况向中国海上搜救中心、 南海
救助局、南海区渔政局通报，协调派出
“南海救 115” 轮前往该渔船事发海
域展开搜救。

15 时 10 分，“南海救 115”抵达
事发海域，救起 14 名遇险渔民，并为
他们提供了干净衣物及食品。 据了
解，14 名渔民在渔船遇险翻沉后，分
别乘坐两艘小艇和一条救生筏等待
救援。 据获救船长陈某描述，此前，由
于船舶进水，食品遭海水浸泡，已两天
未进主食， 获救前他们已在海上漂了
12个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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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戏剧（共 6 部）
1、《执着》（中共澄迈县委宣传部）
2、《海瑞》（海南省文化广电出版

体育厅）
3、《黎族故事》（海南省歌舞团）
4、《天堂鸟》（中共海口市委宣传

部）
5、《我们村里的三把火》（中共海

口市委宣传部）
6、《五指山魂》（海南省民族歌舞

团）
二、电影（含电影纪录片）（共 2 部）
1、《望海南》（海航集团有限公司）
2、《指尖太阳》（中共海口市委宣

传部）
三、电视剧（含电视动画片、电视纪

录片）（共 5 部）
1、《海之南》（中共海南省委宣传

部）
2、《新鹿回头传奇》（海南省文化

广电出版体育厅）
3、《冒牌英雄》（海南省文化广电

出版体育厅）
4、《青春鹦哥岭》（海南广播电视

总台）
5、《海南“非物质文化遗产”电视

系列纪录片》（中共海口市委宣传部）
四、广播剧（共 1 部）
1、《青春鹦哥岭》（中共海口市委

宣传部）
五、歌曲（共 15 首）
1、《心中的南海》（中共海南省委

统战部）

2、《祖国的项链》（海南广播电视
总台）

3、《南中国海咯喂》（海南省文学
艺术界联合会）

4、《共圆中国梦》（海南省文学艺
术界联合会）

5、《五和中国》（海南省文学艺术
界联合会）

6、《中国范儿》（中共澄迈县委宣
传部）

7、《我的南海我的爱》（海南省文

学艺术界联合会）
8、《南渡江》（中共海口市委宣传

部）
9、《祖国的南海》（海南省文学艺

术界联合会）
10、《相聚三月三》（中共三亚市委

宣传部）
11、《我爱三沙》（海南广播电视总

台）
12、《儋州的歌》（中共儋州市委宣

传部）

13、《三亚， 我梦中的那片海》（中
共三亚市委宣传部）

14、《美丽海口 幸福家园》（中共
海口市委宣传部）

15、《大家都来为残疾人捐助一元
钱》（海南省残疾人联合会）

六、图书（共 8 部）
1、《橡胶帝国》（南方出版社）
2、《一种有远见的生活方式》（海

南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3、《把五星红旗高高地插在喜马拉

雅山上：护送十世班禅返藏纪实》（南海
出版公司）

4、《三沙文丛》第二辑（南方出版社）
5、《绿色崛起之路》（中共海南省

委宣传部）
6、《天涯文化系列丛书》（海南省

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7、《中华杂技艺术通史》（南海出

版公司）
8、《临高人偶戏通论》（南海出版公

司）

关于 2012-2014年度海南省优秀精神产品奖（海南省“五个一工程”）入选作品

按摩店内男子身亡
初步调查，系心脏病突发

本报海口 6 月 5 日讯 (记者李关
平)今天中午 12 时许，海口市红城湖路
众星楼宾馆一楼铺面，一年过六旬男子
在一家按摩店内死亡。 经警方初步调
查，该男子系心脏病突发死亡，事发的
按摩店为无证按摩店， 警方已贴上封
条。

据死者的一位朋友称， 死者姓陈，琼
海人，在海口市铁桥一带打工，今天上午 8
时许，陈某从工地出门时没有表现异常。

据警方透露，今天约 12 时接到报
警，民警赶到现场时发现，死者身着短
袖上衣和长裤躺在按摩店隔间内。 面
对民警的叫喊，该男子没有回应，后经
120 急救医护人员确认， 男子已经死
亡。

警方控制按摩店多名人员展开调
查，按摩店内一女子表示，该男子生前来
按摩，但在按摩过程中，男子突然全身发
软后不省人事。

目前，警方正在进一步调查中。

非法行医致人死亡
冒牌医生获刑 10 年

本报临城 6 月 5 日电 （记者李佳飞 通讯员
黄颖） 临高县一乡镇卫生院职工王某因无医生执
业资格独立从诊和开具处方，致病人死亡，近日，
被临高法院判非法行医罪，处有期徒刑 10 年，罚
人民币 2000元。

据介绍， 王某是临高县一乡镇卫生院职工，
自 1983 年以来， 一直在未取得医生执业资格的
情况下，从事临床工作，在门诊室独立坐诊和开
具处方。

2009年 10月 31日，杨某因发热、咳嗽、头痛
到卫生院就诊，由王某接诊。 经诊断，杨某患上呼
吸道感染。 于是王某开药给杨某进行静滴输液和
肌肉注射治疗。

不料当天， 杨某的家人发现其全身抽搐不
省人事，于是立即将杨某送至卫生院进行抢救，
不幸抢救无效而死亡。 后经海南医学院法医鉴
定中心鉴定：杨某系药物致过敏性休克死亡。案
发后，卫生院已向被害人家属赔偿人民币 29 万
余元。

临高法院审理认为，王某目无国法，未取得
医生执业资格，便从事临床工作，独立对就诊人
进行医疗诊治，致使就诊人死亡,其行为构成非
法行医罪。

从沿海乡镇到乐东县城考点要赶约 60公里路，坐班车提前两天赶考成常态

全县只设一考点苦了千名考生

海口美兰万福社区志愿服务站昨投入使用

社工 +志愿者，让社区更有爱
本报海口 6 月 5 日讯 （记者许春

媚）今天下午，海口市万福社区志愿服务
站通过验收正式投用。作为我省首批社区
志愿服务站示范点创建试点之一，万福社
区将通过推行“社工 + 志愿者”的工作

模式，将志愿服务、政府购买服务和市场
化服务有机结合，让志愿服务成为城市社
区网格化管理改革的有效助推力。

“网格员是为社区居民提供服务的
保姆，但他们个人精力有限，我们的志

愿服务站的志愿者就可以较好地帮助
他们开展工作。 ”共青团美兰区委相关
负责人告诉记者，服务站的创立就是要
将志愿服务延伸到基层，让志愿服务形
成组织化和常态化，与社区网格员形成

1：1 搭档模式的网格志愿者是服务站
提供的特色服务之一。

目前万福社区志愿服务站除了 30
名与网格员搭档的网格志愿者外，申请进
驻的常态志愿服务队也已经有 20支，可
定期提供家电维修、心理疏导等多种志愿
服务。 共青团美兰区委相关负责人说，服
务站将通过各种有组织的活动凝聚起一
批“社工＋志愿者”的志愿服务队伍，把
志愿服务的对象从困难群体拓展到整个
社区，满足不同层次居民的需求。

劫杀摩托车司机
并将其抛入海中
罪犯被执行死刑

本报海口 6 月 5 日讯 （记者张惠宁 通讯员
程玲玲）以租车为名，伙同他人抢劫载客摩托车司
机， 并以特别残忍手段杀害被害人，6 月 5 日上
午，抢劫罪犯罗光万被依法执行死刑。

罪犯罗光万与同案罪犯曾某某（已判刑）共
谋抢劫载客摩托车司机，并准备了警棍、匕首等作
案工具。2012年 5月 28日晚上 9点左右，二人携
带警棍、匕首在澄迈县老城镇“世纪广场”附近，
以租车为名骗乘被害人罗某恩驾驶的三轮摩托车
前往老城镇谭昌村。 当行至谭昌村谭昌小学附近
时，二人按照事前分工，准备作案。 罗光万让罗某
恩停车，曾某某持警棍击打罗某恩头部。罗某恩下
车逃跑，罗光万与曾某某追上罗某恩多次捅刺，致
其昏迷。后二人驾驶罗某恩的三轮摩托车，将罗某
恩运至老城镇东水港下港灯塔附近的海边， 搜得
现金 180余元。 二人用罗光万的 T恤衫绑住罗某
恩腿部并塞入水泥砖块，将其抛进海中，致罗某恩
溺水窒息死亡。

二人将罗某恩的三轮摩托车骑至澄迈县海榆
西线一处树林处丢弃之后，潜逃至广东省揭阳县。

同年 6月 2日，公安机关将罗光万、曾某某抓
获。经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海南一中院依法以抢
劫罪判处罗光万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
收个人全部财产。

宣判后，罪犯罗光万不服一审判决，向海南省
高院提出上诉。二审法院维持一审判决，并依法报
送最高法院复核。最高法院裁定核准。遵照最高人
民法院的执行死刑命令， 海南一中院于今日上午
对罪犯罗光万执行死刑。

渔船西沙海域沉没
14名渔民全部获救

4时 30分
“琼洋浦 13073”因舵叶丢
失，船体进水沉没

4时 37分
渔船发出最后的船位信息

7时 45分
海南海事局指挥中心接到
渔船船东报警

15时 10分
“南海救 115”抵达事发海
域，救起 14 名遇险渔民

制表 /王凤龙

公示公告
为充分体现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广泛听取社会各方面意见，现将 2012-2014 年度海南省优

秀精神产品奖（海南省“五个一工程”）入选作品予以公示。
本公示自 2014 年 6 月 6 日至 6 月 10 日，时间 5 天。
在此期间，凡对公示作品有异议的，可通过电话、信函等方式向海南省优秀精神产品奖（海南省

“五个一工程”）评选表彰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进行反映。
电话：0898-65390593
通讯地址：海口市国兴大道 69 号海南广场 4 号楼 306 室
邮政编码：570203

海南省优秀精神产品奖（海南省“五个一工程”）评选表彰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2014 年 6 月 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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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线高速发生车祸
一名司机当场死亡

本报万城 6 月 5 日电 （记者李佳飞）6 月 5
日晚 22 时 20 分许，东线高速海口往三亚方向万
宁段神州半岛约 1 公里处发生一起交通事故，追
尾车辆司机当场死亡。

当晚 23 时 20 分许，记者在现场看到，由于
道路封锁， 数十辆车滞留在高速路上， 排成长
龙。封锁区内，一辆红色大型卡车因追尾事故车
头已严重变形，追尾车辆司机经抢救无效，当场
死亡。

据现场救援消防人员介绍，车祸约发生于 22
时 20 分，被撞车是一辆蓝色大型卡车，救援人员
22时 40分许赶到现场时， 看到追尾车辆司机被
困，紧急开展救援，但对方伤势过重，抢救无效死
亡。

23 时 33 分，交警及消防人员现场处置完毕，
高速路交通恢复正常。

敲诈勒索石场老板
男子获刑 1年多

本报临城 6 月 5 日电 （记者李佳
飞 通讯员黄颖）临高县波莲镇一男子陈
某以祖宗地为由， 专门敲诈勒索石场老
板钱财，近日，被临高法院判处敲诈勒索
罪，处有期徒刑 1 年 5 个月，罚人民币
10000元。

据了解，1993年 1月 30日，王某与
临高县波莲镇某居委会签订《土地承包
合同书》，承包了石头丢荒地。 2001 年
10 月 11 日王某与杨某、韩某签订《石
场合作协议书》， 将承包地中的石地用
作开采。

然而，2003年 4月， 陈某等人以石
地是居委会第三经济合作社的祖宗地为
由，带人到采石现场阻止施工，并威胁被
害人杨某，说如果开采石头要给钱，不给
钱就不能施工开采。 杨某被逼无奈于
2003 年 4 月 15 日按照陈某的要求，与
陈某签订了《土地承包合同书》，每年支
付土地承包费 4000元。 随后，杨某一次
性支付人民币 8000元给陈某等人。

2005年，陈某等人又以相同理由找
杨某索要“承包款”12000元。 之后，杨
某将石场转让给王某， 陈某又以同样的
方式对王某索要钱财， 并从王某处取得
人民币 9000 元， 陈某自己拿了 5500
元，其余分给同伙。

临高法院审理认为，陈某目无国
法，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采用威胁的
手段强索他人钱财人民币 29000 元，
数额较大， 其行为已构成敲诈勒索
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