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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丁平
通讯员 吴淑骁 吴壮宇

被指控贩卖巨额毒品，犯下重罪
的被告人李某，被一审法院判决无
罪。近日，海口市检察院提出抗诉，
法院最终改判李某死缓，缓期两年
执行。

当庭翻供
贩毒老手一审判无罪

案发前，李某与一名外号“狗七”
的男子曾多次联系，“狗七”是李某的
供货人之一，李某曾从“狗七”处批发
过数次毒品来销售给他人。

2012年10月19日0时许，李某
又接到“狗七”电话，说有一批毒品
到海口，并约定地点交易。李某拿
到毒品后携带毒品入住此前已经开
好的房间。次日下午3时许，办案民

警在酒店房间内将李某抓获，缴获
大量毒品。

海口市检察院审查全案证据后，
认为李某涉嫌贩卖毒品罪，于2013
年8月1日向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提
起公诉。在法院审理阶段，被告人李
某当庭翻供，他辩称房间内的毒品并
非其所有，其没有贩卖毒品的行为和
意图。

李某的辩护人认为，指控李某犯
贩卖毒品罪的事实不清，证据不足，
请求判决李某无罪。

一审法院经审理认为，李某犯罪
的直接证据系其侦查阶段的有罪供
述，但该供述没有其他证据印证，依
法不能采信。从某酒店查获的毒品
不能证明李某贩卖或持有，无法排除
关键证据之间存在矛盾，无法做出合
理解释。提取李某的手机信息与案
件事实不具有关联性。

2014 年 12 月 23 日，海口市中

级人民法院原一审判决以海口市
检察院指控李某构成贩卖毒品罪
的证据不足，判决宣告被告人李某
无罪。

梳理关键证据
检察院抗诉获改判

原一审无罪判决作出后，海口市
检察院高度重视，及时向海南省检察
院汇报案件情况，在抗前沟通过程
中，认真审查案件材料，重新全面梳
理案件事实和证据。

通过细致审查案件并与法院密
切沟通，获知在原一审审查阶段时，
案发酒店监控视频显示的犯罪嫌疑
人进出酒店时间及他人前往前台帮
其登记入住的时间，与犯罪嫌疑人手
机发送短信让他人登记入住及进出
酒店的时间存在不一致问题，是由于
监控视频中使用的是“UTC”时间（通

用协调时，与北京时间相差8小时）
导致的，从而更有力地排除了本案关
键证据之间存在的矛盾。

李某的手机中涉毒信息与李某
毒品犯罪事实具有关联性，该案现有
证据充分证明从8520房查获的毒品
系李某准备用于贩卖的毒品。

此外，海口市检察院多次专门与
公安机关相关人员就该案件召开座
谈会，经侦查，公安机关补充完善了
被告人李某指使他人为其在某酒店
开房后携带毒品到该酒店房间贩卖
的相关证据。

2015年11月25日，海口市中级
人民法院重审判决李某犯贩卖毒品
罪，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
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近日，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维持
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有罪判决，判决
生效。

（本报海口7月4日讯）

三亚一干部
严重违纪被双开

本报海口7月4日讯（记者张谯星）记者
今天从海南廉政网获悉，三亚市纪委日前对该
市林业局营林与花卉科副科长何黎明严重违纪
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

经查，何黎明违反国家法律法规规定，利
用职务上的便利，在拨付工程款、苗木款等方
面为他人谋取利益并收受财物。其违纪问题
已涉嫌犯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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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亚市纪委、监察局审议决定，给予何黎明
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处分；收缴其违纪所得；将
其涉嫌犯罪问题、线索及所涉款物移送司法机
关依法处理。

检方依法抗诉使贩毒案被告人由无罪改判死缓

新线索逆转巨额贩毒案

临高县公安局原副局长
程冠飞受贿获刑

本报海口7月4日讯（记者丁平）今天，记
者从海口市美兰区法院获悉，该院以受贿罪判
处临高县公安局原副局长程冠飞有期徒刑三年
六个月，并处罚金25万元，没收追缴赃款。

程冠飞2009年至2015年先后任职临高县
公安局交警大队副队长、队长、公安局副局长。
期间，他多次收受好处费共计48.8万元。

本报金江7月4日电（记者李佳
飞 通讯员贾梦琦）记者近日从澄
迈县法院获悉，澄迈法院近期通
过向社会公布失信被执行人黑名
单，限制被执行人高消费的方式
成功督促被执行人黄某主动履行
了义务。

据悉，此前，在澄迈法院的生效
判决书中，黄某需要对一笔4万多
元的债务承担偿还责任，因为黄某
久不履行义务，申请人遂向澄迈法
院提出强制执行申请。在执行阶

段，因未查到被执行人黄某有可供
执行的财产，澄迈法院只能对该案
以终结本次执行程序的方式结案，
等查到黄某有可供执行的财产时再
启动执行程序，同时将黄某列入失
信人黑名单。

以往类似情况，只能由法院工
作人员和案件申请人亲自去各个银
行、各不动产管理部门等处通过人
工查询的方式监督被执行人的履行
情况、财产清单。这样既费时费力，
又不能对被执行人形成有效监督和

制约。
澄迈县法院相关负责人介绍，

为切实解决执行难问题，提高执行
财产查控效率，压缩规避执行生存
空间，澄迈法院依据海南省法院系
统建立的信息化渠道，加大对失信
被执行人的信用惩戒力度，禁止失
信被执行人乘坐高铁、飞机以及进
行其他高消费活动，使失信被执行
人在日常生活、工作中寸步难行。
黄某正是因为澄迈法院将其列入
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后，其不能坐高

铁，给生活带来诸多不便才及时向
案件申请人履行了判决书确定的
义务。

该负责人表示，下一阶段，澄迈
法院将进一步做好失信被执行人名
单的录入工作，充分发挥“失信被执
行人系统”的作用，拓展曝光渠道和
方式，提高公众知晓度，加大信用惩
戒力度，最大限度地实现胜诉当事
人的合法权益，维护社会公平与正
义，为建设和谐澄迈提供良好的法制
保障。

上了失信人黑名单，坐不了高铁

“老赖”急找法院：我要还钱

儋州曝光
失信人“黑名单”

本报那大7月4日电（记者易宗
平 通讯员高琼芳）记者今天从儋州市
人民法院获悉，近3年来，该法院曝光
771名失信被执行人“黑名单”，并对

“老赖”采取相关强制措施。
除了曝光“黑名单”外，该法院

还对拒不执行生效裁判的127名被
执行人采取强制措施，并将14件21
名符合“拒执罪”构成要件的被执行
人移送公安机关立案查处。

海口“菜篮子”平价菜
末端网点达276个

本报海口7月4日讯（记者郭萃 通讯员
林晓婵）记者从海口市菜篮子集团获悉，至6月
29日，该集团平价菜末端网点达276个，此外，
海口市菜篮子集团已在海口市建成3个菜篮子
常年蔬菜保供基地，占地面积1511亩。

据海口市菜篮子集团相关负责人介绍，集
团一方面加快网点拓展布设步伐，调整销售价
格；另一方面搭建多方合作平台，实现社区银
行、快递网点与集团平价菜网点共同投放，拓宽
平价菜销售覆盖范围，打通平价菜“最后一公
里”，切实解决市民买菜难问题，打造“十五分
钟”生活圈。截至6月29日，集团成功签约社
区平价菜店数量达到231家，其中直营店26
家，加盟店6家，其他供货合作店199家，提前
超额完成海口市委、市政府布置上半年完成
230家任务。城区42家农贸市场，市菜篮子集
团已进驻16家，建立起45个“菜篮子”蔬菜直
销摊位。

记者同时了解到，海口市菜篮子集团已在
海口市建成菜篮子常年蔬菜保供基地3个，占
地面积共1511亩。并与15个基地签订供销协
议，面积超过5000亩。

海秀快速路二标段
桥上工作基本完工

本报海口7月4日讯（记者郭萃）
记者从中铁一局广州分公司海秀快速
路项目部获悉，海秀快速路二标段桥上
工作已基本完工，目前正在进行长天路
至长怡路、和谐路至蓝城大道以及永万
路至秀英沟段落的地面道路施工工作。

据了解，中铁一局承建的海秀快速
路二标工程自秀英区五源河东侧起始，至
秀英沟东侧终止，主线线路长4.069公
里，有上下高架桥的匝道桥4对，合计
1.437公里，主线及匝道合计5.506公里。

截至7月3日，二标段桥梁下部
结构已全部完成，防撞墙、中央分隔
墩等附属工程也已全部完成。目前，
地面道路施工队伍已进场，正在进行
长天路至长怡路、和谐路至蓝城大道
以及永万路至秀英沟段落的道路施
工工作。

三亚划3类停车区
实行差别化收费

本报三亚7月4日电（记者黄媛艳）三亚
市政府常务会近日审议通过《三亚市车辆停放
服务收费管理方案（试行）》（下称“方案”），将全
市划为3类区域实行差别化收费，不同时段、不
同停车场、室内外停车等收费标准皆不同，小型
车最高停车收费为10元/小时；免费停放时间
也由10分钟调至30分钟。

三亚将全市停车区域划为3类，第一类区
域涵盖东至临春河路、南至榆亚路、西至河东
路、北至临春河路与河东路交叉路口，东至河
西路、南至港务局码头、西至三亚湾路及胜利
路、北到迎宾路闭合区域，东至解放四路、南
至迎宾路、西至三亚湾、北至金鸡岭街闭合区
域，金鸡岭、月川等地区；第二类区域包括大
东海、下洋田南边海和临春片区，丰兴隆、丹
州片区等；第三类地区为一、二类区域外的其
他区域。

根据《方案》，道路两侧停车场小型车7时
至22时，一类区域10元/首小时，二类区域8
元/小时，三类区域6元/首小时，2元/半小时。
22时至次日7时，一类区域5元/次，二类区域4
元/次，三类区域3元/次。

创新创业展青春

■ 本报记者 王玉洁

周一下午的咖啡馆，有些安静，穿
着白色短袖的杨苑坐在一角，不时地
敲击键盘创作一幅幅漫画，噼里啪啦
的键盘声让人无法不去注意她。

杨苑，海口小岛物语文创工作室
创始人之一。与记者谈话的半个多小
时内，她忙个不停，不是回复微信就是
接电话。

“不好意思，离我们的来趣创意市
集开幕只剩下10天了，事情太多啦！”
圆圆的眼镜后面，她俏皮地眨了眨眼
睛。这个1993年出生的女孩上周刚

刚辞去稳定的工作，继续文创设计、创
办创意市集，“希望越来越多的人通过
市集知道，原来海南岛上还有如此多
有创意和想法的年轻人，以及被创意
表现的海南本土文化。”她说。

回海南办创意市集

创意市集是最为草根也最为新锐
的街头时尚发源地，市集中的摊主在
特定的场地展示、售卖个人原创手工
作品和收藏品。

最初接触创意市集时是在北京，当
时还在北京读大学的杨苑常常被这个平
民艺术的舞台深深吸引。而最受触动的
莫过于她在台湾做交换生的时候，“台湾
的创意市集十分繁盛，那里满满的文艺

气息让我为之迷醉。”杨苑认为凡是在创
意市集上露面的产品都不是批量生产的
商品，而是充满创意的作品。

“海南能不能也有一个如此有趣
的市集呢？”深深爱着海南文化的杨苑
有些遗憾，她常和朋友念叨，“我们回
海南也办一场创意市集吧！”

后来，杨苑做到了。2014年，她
与小伙伴一起在海口成功举办了一场
规模较小的市集，“虽然只有十多个摊
主参加，但已经很出乎我们的意料
了。”回想起那次“试水”，当杨苑看到
有人因市集结缘共同创办了美食平台
的时候，她内心便涌起满满的成就感。

“创办市集，就是想让更多人认识
和了解海南有创意的年轻人、了解他
们的文创产品。”杨苑说他们也希望有

无限创意的年轻人把创意市集当作平
台，在此交友、交流甚至合作。

她是市集创造者也是摊主

7月15日至17日，杨苑参与筹备
的创意市集就要开张了，与第一次不
同，目前已有40多位摊主报名，他们都
是散落在海南各地的创意“才子佳人”，
他们中有创办岛民美食平台的，有创作
海南特色建筑主题绘画的，有喜爱手工
设计的等等，但共同特点都是通过不同
的形式展现海南本土文化与生活。

为了丰富市集的形式，他们还添加
了快闪、音乐会、涂鸦等丰富多彩的活动
形式，希望大家不光是来逛一逛市集，还
可以在市集上与每位摊主交流学习。

杨苑有个双重身份，她不仅是市
集创始者，也是一名“摊主”。印有海
南清补凉、四大名菜等漫画作品的明
信片、衣服、手机壳、杯子等等也会出
现在市集上，通过不同形式讲述海南。

“我刚上大学时，设计出了一幅幅
《岛民图解》，用22张涂鸦图片描绘海
南人的日常生活。”杨苑笑了笑，“当时
班上就我一个海南人，同学们对海南
人的生活十分好奇，索性我就直接画
了出来，没想到点击量还不错。”

擅长把各类想法创造成产品的杨
苑打算在文创产品设计之路上“闯荡
闯荡”，热爱自由的她期待自己可以深
入学习设计，钻研文创产品，趁着年轻
常充电、多学习。

（本报海口7月4日讯）

把有创意的年轻人集中起来，让本土文化“发光”

“创意市集”拼新意谋合作

《〈鸡肋集〉译注》
海口首发

本报海口7月4日讯（记者尤梦瑜）2日上
午，由海南省王佐文化研究会主办的“纪念王佐
诞辰588周年暨《〈鸡肋集〉译注》首发式大会”
在海口举行。会上，来自海南省王佐文化研究
会、省内外高校的多位专家学者围绕王佐的文
学成就、社会贡献等展开交流。

王佐，字汝学，号桐乡，海南省临高县人，明
代学者、文学家，海南四大才子之一。他尤以诗
歌创作见长，被称作“爱国诗人”。《鸡肋集》是王
佐的一部诗文汇集，也是其代表作之一。《鸡肋
集》描绘了海南风土人情与自然风光，反映了明
代海南的社会经济和民间生活，抒发了作者的
抱负与情怀。此次出版发行的《〈鸡肋集〉译注》
是对原作内容的详尽注解。

近日，在屯昌思源实验高级中学食堂里，学生们在干净整洁的餐厅里排队就餐。据介绍，该校食堂因管理规范，卫生良好，环境舒适等被省
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省教育厅正式挂牌“省级食品安全示范学校食堂”。

据介绍，至2020年，我省力争创建100所“海南省食品安全示范学校食堂”，每个市县完成1至2所中小学校安全示范食堂或幼儿园食堂。
本报记者 陈元才 通讯员 邓积钊 余军军 摄

守护学生
“舌尖上的安全”

限制高消费782人次

限制出境81人次

促使41件案件48名被执行人

主动履行债务

共曝光771名失信
被执行人“黑名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