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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张婷 通讯员 黄方方

“没有人告诉过我这样做是违法
的。”审讯室里，因抢劫获罪的15岁男孩
小刘（化名）对龙华区检察院未成年人
刑事检察科（未检科）检察干警张淑芬
这样说，满是泪痕的脸上写着委屈。

2012年10月3日和13日，小刘伙
同玩伴分别进行了两次抢劫，抢到人民
币555元、价值3160元的电动车一台以
及价值343元的手机一部，卖掉赃物获
得赃款500元。

2012年10月25日，小刘被海口市
公安局龙华分局刑事拘留，11月23日
被执行逮捕。之后由龙华区人民检察
院审查起诉，海口市秀英未成年人刑事

审判庭判处小刘2年10个月有期徒刑。

无助少年走上犯罪道路

小刘刚出生就遭遇亲生父母抛
弃，好心的“外公”将他抱回家交给了
自己的女儿抚养，于是小刘有了自己
的“父母”。一年后“父母”迎来了自己
的亲生儿子，小刘有了“弟弟”。好景
不长，转眼间两个孩子都到了上学年
龄，而家庭却无力负担两个孩子的生
活和教育，于是“父母”决定将10岁的
小刘送往孤儿院。

年幼的小刘茫然无措，不敢回家，
又不愿留在孤儿院，便开始了漫无目的
的街头流浪生活。

龙华区检察院“用心办案”

案件办理过程中，龙华区检察院检
察干警张淑芬了解到，小刘因为常年流
浪在外无人教养，为了生计将手伸入别
人口袋，并曾因小偷小摸行为多次被派
出所公安民警教育，也曾被送往海口市
法治教育中心学习。未检科干警们认
为，这样的孩子本身没有劣根性，犯罪
根源在于没有父母的长期教育。龙华
区检察院未检科决定帮助他走出阴霾。

刚进监狱的小刘叛逆地对待任何探
视的人，拒绝与人谈话。但张淑芬等未检
科干警通过不断地与他谈心，数次尝试
后，小刘终于卸下心防，愿意接受帮助。

在监狱里，小刘努力做到最好，每
一次劳动都冲在最前面，每一次分配任
务都第一个完成，还在各种竞赛中拔得
头筹，努力使自己成为一个优秀的孩
子。

为了让小刘及早回归社会，龙华区
检察院干警通过向上级请示报告，申请
款项，最终为小刘缴纳了罚金2000元，
帮助小刘进入减刑程序。

唤一声“妈妈”重启人生路

2014年除夕，小刘提前8个月刑满
释放，看到前来迎接的张淑芬等干警
们，踏出高墙的小刘一头扑进张淑芬怀
里，哽咽地说：“我想叫你妈妈”，张淑芬

同样热泪盈眶。
刑满当天，张淑芬主动向上级申

请经费，为小刘购置衣服、鞋袜等日常
用品，并亲自陪他上街挑选。为了让
小刘在健康的家庭环境中继续成长，
张淑芬在小刘和其养父母之间积极沟
通，调解矛盾，最终养父母一家人愿意
接纳小刘。

考虑到小刘的教育和将来工作问
题，张淑芬代表未检科干警与小刘及养
父母进行了一次严肃的谈话，普及就业
知识。由于小刘明确了自己想成为厨
师的意愿，龙华区检察院下一步将在帮
助小刘办理居民身份证的基础上，提供
资金让其进入校园学习技艺，开启人生
新的篇章。 （本报海口6月2日讯）

海口龙华区人民检察院用“心”办案，帮扶失足少年

倾情关怀换来浪子回头

本报海口6月2日讯（记者张谯星 通讯员
付重）记者今天从海南廉政网获悉，因私事赊账吃
饭、拖欠餐费造成不良影响，万宁市纪检监察机关
近日对4名村干部进行诫勉谈话。

根据群众举报，万宁市纪检监察机关对东澳镇
乐南村党支部副书记吴南雄、党支部委员蔡关乐、党
支部委员陈云等3名村干部赊账吃饭拖欠餐费一事
进行了调查。2012年4月至2013年5月期间，吴南
雄、陈云、蔡关乐3人分别多次因私事在东澳镇一家
食店赊账吃饭，共拖欠餐费8943元。其中，吴南雄
拖欠5109元，蔡关乐拖欠3153元，陈云拖欠681
元。时隔1年多，3人仍未主动结清各自欠账。

纪检监察机关认为，3名村干部的行为严重
影响了党员干部在群众心目中的形象，在社会上
造成不良影响。而乐南村党支部书记吴挺政，在
知晓本村3名村干部拖欠餐费的情况下，没有督
促其及时结清欠账，存在监督不到位的问题。东
澳镇纪委责令3名村干部在规定时限内结清欠
账，并对吴挺政、吴南雄、蔡关乐、陈云进行诫勉谈
话。目前，3人所欠餐费均已结清。

赊账吃饭拖欠餐费

万宁4名村干部
被诫勉谈话

本报海口6月2日讯（记者金昌波）记者今
天从省检察院获悉，日前，海南省人民检察院第一
分院以涉嫌受贿犯罪对琼海市政府副市长邢远飞
（正处级）决定逮捕。目前，案件侦查工作正在进
行中。

琼海市副市长邢远飞
被逮捕

本报海口6月2日讯（记者李关平 通讯员
吕莹玉）近日，原系海口市美兰区第十三小学校长
（副科级）许某某，利用职务上的便利，非法收受韩
某等人好处费3.9万元，被法院一审判处有期徒
刑二年，缓刑三年。

许某某，男，儋州市人，原系海口市美兰区第
十三小学校长（副科级），2005年至2014年，许某
某先后担任海口市流水坡小学校长、海口市桂林
洋中心小学校长，负责学校全面工作。在担任校
长期间，许某某收受他人好处费共计3.9万元，均
用于个人消费。案发后，许某某退回赃款5万元。

对于受贿事实，许某某在开庭审理过程中亦
无异议。美兰法院认为，许某某身为国家工作人
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非法收取他人财物3.9万
元，其行为已构成受贿罪。鉴于许某某到案后能
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认罪态度好，并且全部退
赃，可从轻处罚。依法判处许某某有期徒刑二年，
缓刑三年；许某某已退回的款项人民币5万元，其
中3.9万元赃款予以没收，上缴国库，余下的1.1
万元退还其本人。

原海口第十三小学校长
受贿3.9万元获刑

本报八所6月2日电（记者黄能 通讯员李婕
特约记者高智）东方市人民法院日前举办以预防领
导干部职务犯罪为主题的“法院开放日”活动，邀请
在职领导干部63人到场旁听该市扶贫办原主任符
方敏涉嫌职务犯罪一案的庭审，接受警示教育。

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符方敏在担任东方市扶
贫开发办公室主任期间，利用职务上的便利，让其
弟弟被告人符方雄实际操作的某农业公司，承揽市
扶贫办大部分的橡胶苗采购项目，从中获取高额利
润。被告人符方雄为答谢，先后送给符方敏人民币
60万元。公诉机关分别以受贿罪、行贿罪对被告人
符方敏和符方雄提起公诉。庭审结束时，审判长宣
布休庭，因被告及其辩护人对于指控的某些受贿行
贿事实，持有异议，法院未当庭作出判决。

东方扶贫办原主任
涉嫌职务犯罪案开庭
法院邀63名领导干部旁听

本报海口6月2日讯（记者张谯星 通讯员
张云）海南廉政网今天发布消息，海口市委农村工
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吴其军、海口市琼山区
政府调研员何启明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分
别接受组织调查。

涉嫌严重违纪违法

海口市两干部被查

本报那大6月 2日电 （记者徐一
豪 特约记者谢振安 通讯员薛逢侠）儋
州一公司未经批准，擅自以转让林权并
代为管护的方式，变相吸收公众存款
2362万余元。日前，海南二中院对此案
作出终审裁定，该公司被处罚金50万
元，包括董事长在内的5名高管分别获3
年—7年有期徒刑。

原审儋州法院查明：儋州万林木业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万林木业公司）成立
于2004年10月，是一家经营苗木培育、
植树造林、林木采伐加工销售、林业技术
开发等的公司。被告人江某为公司董事
长，区某为副总经理，丛某为公司驻海口
办事处办公室主任、财务总监，何某为公
司协理、嘉陵一处总监，陈某为公司驻海
口办事处部长、嘉陵一处部长。

据了解，2005年1月至2010年6月
期间，万林木业公司先后推出位于儋州、昌
江、东方的10块林地进行营销活动，以转
让林权并代为管护或者联合种植的方式吸
引客户投资。开展合作造林营销活动期
间，王某贞、韩某、张某蓉等464人与万林
木业签订了合作造林投资协议（合同）621
份，合作造林面积共5073亩。2011年，早
期合作造林的合同、协议到期，万林木业公
司未能按约定兑现，遂案发。

经鉴定，2004年至2010年，万林木
业公司吸收客户投资款累计2362.3万元，
退回客户投资款30.4万元。截至案发，该
公司吸收的客户投资款已经全部花光。

原审儋州法院经审理作出如下判决：
被告单位儋州万林木业有限公司犯非法
吸收公众存款罪，判处罚金50万元；分别
以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判处被告人江某
有期徒刑7年，并处罚金10万元；判处被
告人区某有期徒刑5年，并处罚金6万元；
判处被告人丛某有期徒刑4年，并处罚金
5.5万元；判处被告人何某有期徒刑3年，
并处罚金5万元；判处被告人陈某有期徒
刑3年，缓刑4年，并处罚金5万元。

宣判后，江某、区某、丛某、何某不服
判决，提出上诉。日前，海南省第二中级
人民法院经审理作出终审裁定，驳回上
诉，维持原判。

非法吸收公众存款2362万元

儋州一公司
5名高管获刑

本报海口6月2日讯（记者周月光
通讯员符发）椰汁是海南特色产品，多达
十几种品牌。有的企业通过多年努力打
造成名牌产品，有的企业入行不久，便想
通过搭名牌便车以提升销量。近日，琼
海一食品公司仿冒某知名椰汁品牌包
装，被工商罚没46.8万多元。

据调查，去年8月，琼海今喜食品
有限公司推出一款“今喜”牌椰汁产
品。此款产品外包装从文字、图案、
色彩及其排列组合等元素都与我省
某知名椰汁品牌包装非常近似，极易

让普通消费者产生混淆。而该知名
椰汁品牌的包装装潢早于2006年就
获得外观设计专利证书，该品牌持有
者也从未授权琼海今喜食品有限公
司使用该公司的外包装装潢等。

今喜食品有限公司仿冒知名商品
的特有名称、包装、装潢的行为，构成不
正当竞争行为。琼海市工商局依据《反
不正当竞争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定，
责令当事人停止违法行为，没收违法所
得并处以罚款，两项合计46.8万多元，
上缴国库。

仿冒外包装构成不正当竞争

琼海一食品公司被罚40多万元

6月1日，国际儿童节，
省妇幼保健院里抱着孩子排
队打针的人排起了长龙，医
院里到处是挂瓶的患者，连
楼道里也挤满了人。

最近，持续的高温天气导
致了大量的热感冒，医生提醒，
注意夜间保温，多用风扇少开
空调，注意少吃多餐多喝水。

省气象局连续多日发布
高温四级预警。据了解，在
四月和五月，海口的高温天
数累计高到26天。

本报记者 苏建强 摄

高温天气
谨防感冒

本报海口6月2日讯 （记者李关
平 通讯员张振汉）今天下午，海口市委
副书记、政法委书记刘庆声，海口市委
常委、公安局长宋顺勇专程到医院看望
慰问英勇负伤的美兰公安分局便衣大
队联防队员林健，传达省委常委、市委
书记孙新阳的重要批示精神，高度赞扬
了林健面对群众危难挺身而出、英勇无
畏的行为，并给他送上慰问金，叮嘱他

安心养伤，早日康复。
据了解，5 月 31 日凌晨，海口市

公安局美兰分局便衣大队联防队员
林健在下班回家途经海口东湖东升
楼时，发现一群男子正在殴打两名男
子，情况危急。林健立即用对讲机向
分局指挥中心报告情况，呼叫支援，
同时表明身份上前制止。突遭嫌疑
人围攻，在头部受伤流血的情况下，
林健仍死死抓住其中一名嫌疑人。
增援的便衣队员迅速赶到，将另外四
名嫌疑人当场抓获，并马上把林健送
医院治疗。经诊断，林健头部缝合6

针，脑CT扫描为“蛛网膜下出血”，双
手、背部多处裂伤。目前，林健仍在
海医附属医院住院治疗。

6月2日，省委常委、市委书记孙新
阳在媒体报道上批示：“一个刚刚入职
不久的联防队员，为了保护群众安全，
挺身而出、以寡敌众，即使受伤也死死
抓住凶徒不放，勇气可嘉！意志感天！
林健，你就是生活在我们身边的当代英
雄！我们为你骄傲，向你致敬！”

在医院看望慰问林健时，刘庆声、宋
顺勇高度赞扬林健面对群众危难挺身而
出、英勇无畏、忠实履行职责的行为，详

细了解了林健的具体伤情，叮嘱医护人
员要制定最佳的治疗方案，让林健尽早
康复，早日重返工作岗位。他们将市委
书记在媒体报道上的批示念给病床上的
林健听，并表示将号召全市公安民警、协
警、联防队员向林健同志学习。

林健流下了感动的热泪，他说：
“我只是在履行自己的职责，尽到自己
的责任，没想到组织给我这么高的评
价，让我很感动、很受鼓舞！”林健表
示，重返工作岗位后，将一如既往的尽
职尽责，和同事们一起打击违法犯罪，
保护人民群众安全。

海口市委、市政府慰问公安便衣队员林健

“你是生活在我们身边的英雄”

本报海口6月2日讯（记者邓海
宁）记者今天从海口市琼山区食药监局
获悉，该局近日根据举报线索，查处取
缔了位于琼州大道博雅路服装学校百
万庄小区内的一家无证皮蛋加工点，现
场发现2万多个已制作完成的皮蛋。

5月30日下午，琼山区食药监局根
据举报线索，了解到琼州大道博雅路服装
学校百万庄小区内有人生产加工皮蛋。

随后，执法人员在海口市琼山区
琼州大道城东博雅路服装学校百万庄
小区C3栋加工窝点现场发现4个货

架共计2万多个已制作完成的皮蛋，并
在现场发现一袋标有“食品添加剂”字
样的碳酸钠和100袋石灰粉。现场当
事人不能提供上述原料的进货单据，
也不能提供有效的《食品生产许可
证》。执法人员依法对该加工点进行
了查处，并将其生产的皮蛋抽样，送海
南省食品检测中心检验。

下一步,琼山区食药监局将继续
加大力度，严查皮蛋市场非法经营行
为，对经营有毒有害皮蛋行为，及时移
交公安，依法追究当事人的刑事责任。

海口查处一无证皮蛋加工点
现场发现2万多个皮蛋

■ 本报记者 孙慧
通讯员 钟巍巍 陈小楠

澄迈县桥头镇供电所配电班长李
克恩的理想是能当好一名可以为老百
姓爬杆、修电的电力工人。

李克恩身材瘦削，但精神硬朗，因
常年在外风吹日晒，他比一般人看上去
皮肤黝黑。生性乐观的李克恩脸上总
是带着微笑，他既尽职尽责地完成自己
的工作，又热心地帮助周边的老百姓，
所以大家都送他名号“济公”。

自学知识当上电力工人
出身农家的李克恩虽然没有上过大

学，但他靠着自学在1999年成为海南电
力公司的一名电力工人。好学的李克恩
在接受系统的电力知识培训后，主动返
回家乡桥头镇，边工作边学习，逐渐让自
己成为能快速诊断线路故障的行家。

一开始，他的工资只有每月20元，
后来加入南方电网后，2007年涨到每
月800元。每个月因工作需要扣除200
多元的电话费和100元摩托车油费后
已所剩无几，这就是李克恩一家子5口
人的生活费。生活的困苦，阻碍不了他
对电力事业近乎执拗的爱。

一年骑行18700多公里
2013年，遭遇历史罕见的酷暑天气，

供电负荷急剧攀升，配电网络故障不断。
7月的一天，李克恩带着一班员工从早到
晚，在烈日的烘烤下处理数十起故障，拆

除旧变压器、吊装新变压器……汗水滴滴
嗒嗒浸湿了大家的抢修服。

一天连续不断的工作下来，到了傍
晚，班员们都累得筋疲力尽，可还没等大
家喘过气来，又接到当地一些村落街巷居
民密集区故障频发的通知。李克恩又带
着准备收工的员工消失在黑暗中……

多年来，李克恩把客户当成自家人，
不管在哪里、无论多晚，只要一个报修电
话，他一定马上赶到，如此来回穿梭，他
的工用摩托车一年开的公里数有18700
公里。

农网改造让他多了个女儿
说到孩子，李克恩瞬间洋溢一脸笑

意。2003年在参加第一期农网改造时，
李克恩在临高吴溪村带队立杆作业。结
果他发现田间电杆下面放着一个还在襁

褓中的孩子，他抱起一看，是个女孩，襁
褓中还放着一张字条写着孩子的出生日
期，还有200元钱，已经有2个男孩的李
克恩意识到这一定是个弃婴。

如今，这个女孩已经成为一名亭亭
玉立的小姑娘，李克恩说：“这孩子爱
笑，所以当时我给她取名‘李笑葶’，希
望她快乐成长。每次干活回家很累时，
只要看到女儿的笑容，我就觉得再苦也
值得，这是我和电力结缘最大的收获。”

记不得多少个日日夜夜，一顶安全
帽、一身汗渍斑斑的工作服、一个鼓鼓囊
囊的破旧电工包，陪伴李克恩走遍了桥
头镇的大街小巷和各个村落；记不得多
少个春夏秋冬，他风里来雨里去，一次次
热心且细心地帮百姓解决用电难题。

他就是桥头镇老百姓交口称赞的
“电力济公”。 （本报金江6月2日电）

澄迈桥头镇供电所配电班长李克恩风雨无阻为百姓送光明

“电力济公”送电暖人心

本报海口6月 2日讯 （记者李关
平 通讯员祁婷妹）三亚某职业学院一名
女大学生林某，为了圆母亲一个养育男
孩梦，竟然在街头偷偷抱走他人男孩。
近日，秀英区法院以林某犯拐骗儿童罪，
判处有期徒刑3年。

2014年8月7日17时许，被告人林
某（女，1992年7月出生）在海口市秀英
区秀英大道秀华城一楼儿童游乐场看到
很多儿童在玩游戏，就萌生偷走一个孩
子给自己母亲抚养的念头。当日18时
许，林某在秀华城北门一卖光碟的摊位
前看到，被害人易某将正在睡觉的男婴
邱某（刚出生四个月）放在一辆婴儿车里
并离开后，林某随即将男婴从车里抱走，
并迅速逃离现场，回到其位于海口市秀
英区书场村内一出租屋中。

随后，林某与其母亲陈某决定将男
婴抱回万宁老家哺养并马上离开出租
屋。当日22时许，林某、陈某将男婴抱到
万宁市某农场陈某玉（陈某的姐姐）家，
遭到陈某玉劝阻。因担心被追究法律责
任，当日23时许，二人来到万宁市兴隆红
十字医院外科换药室门口处，将婴儿遗
弃在地板上随即离开。次日凌晨0时40
分许，医护人员发现婴儿后及时报警。

海口市公安局秀英分局随后将被盗
男婴还给其母亲易某。当晚，林某到万
宁市公安局南林派出所投案。

秀英区人民法院认为，被告人林某
为了收养，偷盗他人婴儿，其行为已构成
拐骗儿童罪，应依法予以惩处。鉴于被
拐骗的婴儿邱某已被送回并已依法归还
被害人易某，对被告人可酌情从轻处罚。

大学生为母盗婴
获刑3年

打
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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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海口6月2日讯（记者李佳飞 通讯员
黄雪静 黄益想）记者从有关方面获悉，为遏制非
法取土行为，海口市秀英区协调区联防队，实行
24小时巡查机制，严厉查扣非法取土车辆，规范
取土行为。

海口市秀英区国土分局相关负责人介绍，近
年来，随着越来越多的重点项目落户秀英，对砂、
石、土等矿产资源的需求量日益增加，砂、石、土供
不应求，价格不断攀升。在利益的驱使下，一些人
铤而走险，采用各种手段搞非法开采。

据统计，2014年度秀英国土分局共查处非法
采矿案件38起，其中非法采土案件5起，占案件
总数的13.1%；仅2015年一季度，秀英国土分局
就查处非法采矿案件18起，其中非法采土案件8
起，非法采土案件数量较去年有较大增幅。

海口秀英区
严查非法取土行为

百姓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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