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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海口5月10日讯（记者张谯星 通讯
员周旭）记者今天从海南廉政网获悉，省纪委日
前对屯昌县委原常委、县公安局原党委书记、局
长黄国清严重违纪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

经查，黄国清违反国家法律法规规定，利用
职务上的便利在工程承包等方面为他人谋取利
益并收受财物，已涉嫌犯罪。黄国清身为党员
领导干部，严重违反党的纪律，且党的十八大后
不收敛、不收手，性质恶劣、情节严重。依据《中
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和《行政机关公务员处
分条例》等有关规定，省纪委常委会和省监察厅
厅长办公会议审议决定，给予黄国清开除党籍、
行政开除处分，其涉嫌犯罪问题已移送司法机
关依法处理。

屯昌县委原常委、
县公安局原局长
黄国清被“双开”

本报海口5月10日讯（记者金昌波）省检
察院今天发布消息称，日前，三亚市人民检察院
经审查决定，依法对三亚市人民政府原副秘书
长孙宁（正处级）涉嫌受贿犯罪立案侦查。案件
侦查工作正在进行中。

涉嫌受贿犯罪

三亚市政府
原副秘书长孙宁被查

本报海口5月10日讯（记者张谯星 通讯
员黄云平）记者今天从海南廉政网获悉，文昌市
纪委日前对该市农业局原局长鲍永兴严重违纪
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

经查，鲍永兴在担任文昌市农技中心主任
期间，严重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违规发放福
利补贴；违反国家法律法规规定，以虚报、冒领
等方式套取沼气建设项目资金挪作他用。

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和《行政
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等有关规定，文昌市纪
委、监察局审议并报市委、市政府批准，决定给
予鲍永兴留党察看一年、行政撤职处分，降为副
科级非领导职务。据悉，违规发放的福利补贴
已追回并上缴国库。

文昌农业局原局长
鲍永兴严重违纪被撤职

本报临城5月10日电（记者良
子 通讯员毛志君）今年3月5日，临
高县波莲镇发生一起持枪抢劫案，一
位村民被击伤，犯罪嫌疑人逃离现
场。近日，犯罪嫌疑人黄某晨、周某
相继落网，缴获作案凶器火药枪3
把、带破抢劫案件3起。

突发案件
村民凌晨遭遇持枪抢劫

3月5日凌晨零时许，临高公安
局指挥中心接到报警称：在临高县波
莲镇苏来村附近，有人持粉枪抢劫，
打伤一名男子，请求派人查处。接报
后，临高县委常委、公安局长武献志
高度重视，迅速带领民警开展现场勘
查及调查取证工作，并要求全力配合
医院抢救受伤人员。第一时间组成
该案专案组，抽调刑侦、治安、情报、
辖区派出所精干警力成立专案组侦
办此案。

受害人王方顺被击穿腹部，送往
医院后昏迷不醒，在重症监护室治
疗。案发后，临高县委书记李江华要
求公安机关抓紧侦破案件，将犯罪嫌
疑人抓捕归案。同时，省公安厅将该
案列为 2016 年第一批督办 2号案
件。

经初查，3月5日凌晨零时许波
莲镇美珠村的王方顺与朋友在临城
镇解放路万宝对面吃完夜宵后，王方
顺独自一人驾驶一辆摩托车回家，当
骑行至波莲镇苏来村牌附近时，突然
有两名陌生男子驾驶一辆摩托车从
后面追上来，其中一名男子手持一把
枪指向王方顺并叫喊其停车，王方顺
见状加大油门往前骑行，但在行驶两
三米处就被后面一名男子持枪击中
左后腰处。

抽丝剥茧
两名嫌犯浮出水面

据办案民警介绍，由于案发在凌
晨乡村道路，无目击证人；现场周边
村庄路口交通复杂，案发现场又属于
监控盲区；而受害人一直昏迷不醒。
几乎是“零线索”案件，侦查难度显而
易见。专案组民警分析，初步排除嫌
犯为初次作案的可能；乡村道路错综
复杂，而嫌疑人能巧妙避开治安岗
点，由此断定嫌疑人对该路段极为熟
悉。

根据工作部署，专案组民警将近
年刑满释放、有“两抢一盗”前科等
600多名人员列为重点怀疑对象，由
此展开地毯式的排查。专案组10余

名民警兵分3组，经过一个多月的排
查，侦查员筛查出黄某晨等十余名嫌
疑对象。

3月8日，临高公安局发出协查
通报，对提供重要线索破案的奖励2
万元人民币。4月中旬，监所传来排
查线索，两名嫌疑人浮出水面。为进
一步确认两人身份，专案组民警打印
十余名嫌疑人相片展开辨认，确认黄
某晨、周某有重大作案嫌疑。

顺藤摸瓜
带破3起抢劫案

经查，黄某晨刑满释放后，长期
活动于海口、临高、澄迈等地，经常变
更住所；周某自案发之日便销声匿
迹，查无所踪。4月20日晚上，黄某
晨被抓获。4月21日下午，准备回家
收拾行李逃跑的犯罪嫌疑人周某被
抓捕归案。

审讯刑满释放人员，也是一场斗
智斗勇的硬战。黄某晨甚至威胁办
案民警，你让我“进去”，我活着一定
会杀了你。审讯初期，黄某晨、周某
心存侥幸，对犯罪事实拒不交代。

经审讯，犯罪嫌疑人黄某晨、周
某最终在铁的证据面前交代了自己
的犯罪事实。专案组成员乘势追击，

追问黄某晨、周某的枪支下落。在一
老村后面山里灌木丛中找到火药枪
3把，带破抢劫案件3起。至此，“3·
5”波莲持枪抢劫案圆满告破。

经查，黄某晨，男，23岁，东英镇
国老村人；周某，男，20岁，临城镇
人，小学文化程度，其父正在执行强

制隔离戒毒，哥哥2011年因故意伤
害案被判14年正在服刑。据黄某
晨、周某供述，因玩牌欠债后二人萌
生抢劫念头。

目前，犯罪嫌疑人黄某晨、周某
已被依法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
侦办当中。

海口住建局回应君临华府纠纷问题

建议业主尽快
提供资料方便调查

本报海口5月10日讯（记者叶媛媛）近日，
有媒体报道，许多购买海口君临华府项目的业主
质疑该项目用“半买半送”虚假宣传，欺骗消费
者。今日，海口市住建局回应此事，建议业主们
尽快提供材料让相关部门介入调查。

据了解，海口市民黄先生去年看中了城西
片区君临华府项目的一套房，在2015年4月7
日与开发商海南振昌源实业有限公司签订了
一份《集资建房协议》，并交了30多万元的房
款，开放商承诺“入户花园买一半面积送一
半”。但近日双方准备签房屋买卖合同时黄
先生发现自己的房子不仅增加了一个阳台，
而且开发商之前承诺的入户花园“半买半送”
也变成了需全款购买。这让黄先生等业主不
能接受，他们认为，开发商这种行为属虚假宣
传，欺骗客户。

对此，君临华府负责人刘兴刚承认开发商
方面存在工作失误，但认为《集资建房协议》中
并没有写面积变动等事宜需要通知业主，所以
开发商方面也没有责任和义务告知业主。

海口市住建局市场处相关负责人表示，希
望业主尽快提交资料方便住建部门介入调
查。另外，该负责人回应，每一位购房者在购
房前都应在“海口市住宅与房地产信息网”对
准备购买房的售楼信息、住房信息进行一一核
实，“最重要的是确认这个项目目前是否取得
预售许可。”

在此事中，因黄先生等业主与开发商签
订的是《集资建房协议》，协议里对很多内容
都存在模糊性，该负责人表示，如果业主实
在不能接受现状，最好先和开发商进行协调
进行退房，如退房未果，建议寻求司法途径
解决。

蚯蚓加工厂非法排污 村民饮水安全受威胁
定安县有关部门已勒令关停整改

本报定城5月10日电（记者刘梦
晓）“自从去年这个蚯蚓加工厂开始生
产以来，每次只要他们开工，全村都笼
罩在臭气中，而且还有污水从厂里排出
来。”在定安县黄竹镇石门高村，村口的
蚯蚓加工厂非法排污，严重威胁到村民
饮水安全，成为了当地村民的心病。

记者在现场看到，这是一个没有
厂名的蚯蚓加工厂，加工厂距离村子
不到100米，在加工厂下方100多米
处，就是村里的两口饮用水井。整个
加工厂占地约200平方米，分成了洗
刷、晾晒、烘干三个区域，但加工厂里
却空无一人。

“晴天的时候一般都没人，开工是
等下完雨之后，土壤一湿，就会有人去
地里电蚯蚓，再拿到这里来卖，”村民
吴先生说，湿的蚯蚓在这里能卖到8
元一斤，通常村民们电击两个小时，就
能收获20斤，没有成本的收益让许多
村民为这个蚯蚓加工厂提供蚯蚓。

在蚯蚓加工厂的洗刷间的外围，
记者看到一块约有20平方米的土地
上污水横流。石门高村村民说，在这
块地的下方100多米处的两口井，是
附近几个村庄700多人的日常饮用
水源，村民担心如果污水没有合理排
放，会影响到该水源。为此村民把情

况反映给了黄竹镇政府。
据了解，今年以来，黄竹镇政府工

作人员先后4次到蚯蚓厂，对生产工人
进行了劝说，阻止其继续加工，但收效
甚微。

随后记者把加工厂的情况反映给
了定安县环境保护和城乡综合管理委
员会，经过环城委执法人员的现场调
查，发现该加工厂并未经过相关环境测
评审批。执法人员说，在取得该审批手
续前，该蚯蚓厂不可进行加工作业，同
时环城委还向该厂负责人下达了协助
调查通知单，要求该加工厂负责人于7
日内前往定安县环城委接受调查。

5月10日上午，一位小
朋友在那大镇群英社区参
与家庭液化气罐灭火演练。

据介绍，儋州市公安消
防支队联合各个社区开展
灭火救援演练，在“一创五
建”中建设平安儋州。演练
科目包括安全使用家庭液
化气罐及炉具、电线短路后
果、小烟头引发大火灾，一
旦发生火灾如何处置等多
项内容。该活动使群众大
开眼界，男女老少积极踊跃
参与演练。

本报记者 苏晓杰
特约记者 吴文生
通讯员 简家宝 摄

儋州消防开展
家庭灭火救援演练

通 告
海口市海榆西线荣山桥改建工程即将开工建设，为确保施工

期间交通安全和施工安全，决定对海榆西线荣山桥施工路段实行
交通管制，现通告如下：一、交通管制时间：2016年5月15日-
2017年3月15日。二、交通管制路段：海榆西线（G225）K20+405
处。三、交通管制方式：施工路段实行全封闭施工方式。四、交通管
制措施：1、请海口通往荣山村、丰盈镇、博南村、老城方向5吨以
上的货车和7座以上的客车，在海榆西线K19+900-K24+200
处，在快速干道K16+300按现场交通指示牌绕行。2、5吨以下小
轿车、电动车及行人可选择施工便道通行，但必须服从现场交警、
安全管理人员的指挥，确保行车安全。3、施工管制期间给广大群
众生产生活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特此通告。

海南省公路管理局海口公路局 海南省公安厅交通警察总队
2016年5月11日

贷款提前到期公告
借款人闵晓晴（身份证号：320223195705260973）及配偶

潘晓丹（身份证号：330124196902214228）：根据借款人闵晓晴
及配偶潘晓丹与我行于2015年7月29日签订的《个人购房借
款及担保合同》（合同编号：8150708458008），我行已按约向闵
晓晴提供贷款，鉴于闵晓晴目前已违反《个人购房借款及担保
合同》第40.1.9条的规定，且我行已于2016年4月17日及2016
年4月26日向你们正式送达及公证送达了我行《个人贷款催收
通知书》，至今仍未还款，现我行主张该笔贷款提前到期（到期
日为《海南日报》刊登本公告当日），请立即归还贷款本金
￥6673337.69 元，利息、罚息及复息￥26730.42 元（暂计至
2016年4月12日止），合计金额￥6700068.11元。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海口分行
2016年5月10日

公 告
海南吉好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由贵公司全面装修的海南太阳城大酒店12—21层客房已于
2015年6月10日全部交付使用，在正常经营使用过程中，多层客
房走道墙体墙纸出现变色、起泡和开裂，卫生间渗水外流导致地
毯发霉腐坏，房间霉味较重，已无法让客人入住，严重影响酒店的
整体形象和正常经营。

我司已于2015年底、2016年初多次发函要求贵公司进行修
复，但贵公司拒收联系函，也未进行维修，请贵公司在本公告送达
后十五日内派员履行维修义务。如仍不履行，我公司将自行寻求
第三方修复，由此产生的费用由贵公司承担。维修期间产生的营
业损失贵公司亦应一并承担。

特此告示！
海南太阳城大酒店有限公司

二〇一六年五月十一日

公 告
海南天页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我公司已聘请海口定瑞工程造价咨询有限公司对贵公司承
包的太阳城大酒店6、7楼室内精装饰工程进行竣工结算审计，但
贵公司提供的工程结算资料不完整，无法进行结算审计工作。根
据《建设工程价款结算暂行办法》第十六条“承包人如未在规定时
间内提供完整的工程竣工结算资料，经发包人催促后14天内仍
未提供或没有明确答复，发包人有权根据已有资料进行审查，责
任由承包人自负。”

我司已于2016年2月4日及4月11日向贵公司发出结算工作
联系函，但均未收到回函和相关资料，为了做好竣工结算工作，请
贵公司在本公告送达后十五日内提供相关资料。否则，将依照相
关规定处理，由此造成的一切后果由贵公司全部承担。特此告示！

海南太阳城大酒店有限公司
二〇一六年五月十一日

临高“3·5”持枪抢劫案告破
2名犯罪嫌疑人落网，连带破获3起抢劫案

犯罪嫌疑人指认现场。 临高警方供图

蚯蚓加工车间。 本报记者 刘梦晓 摄

扫二维码，看
本报记者独家对话
犯罪嫌疑人视频。

扫二维码，看
蚯蚓加工厂现场
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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