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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海口9月20日讯（记者丁
平）今天上午，家长张女士向《海南日
报》报料热线966123反映，海口市三
江中学正门旁边10米处的一家小卖
部内设有老虎机，每天都有很多学生
在那里赌博，甚至白天上课时间也有，
中午放学时间人最多。记者在采访中
发现，不仅仅是张女士，前来接学生放
学的家长也纷纷表示担忧：一墙之隔
就有老虎机，孩子是否会受到影响？

今天11时30分，正值三江中学放
学时间，记者观察发现，十几名学生放学
走出校门并没有直接回家，而是选择去
了学校旁边的小卖部。记者随同这些
学生来到了这家没有店名的小卖部，在
二楼，记者看到了3台老虎机，两台显示
在开机状态。老虎机旁边沙发上，坐着
两名正在吸烟的学生，地上满是烟头。

当记者表示要玩老虎机时，二楼
的一位女士说需要到一楼购买游戏

币。一楼的小卖部老板在收钱后，记
者请教他如何玩时，他说：“我也不懂
怎么玩，这些机器是镇上烂仔放在这
里的，并不是我们店的。”

随后，小卖部老板将钱退给记者。
张女士告诉记者，学校旁边的小

卖部大概是在一年前开的，差不多在
开张两三个月后，她就发现里面设有
老虎机，很多学生在中午放学之后都
会在那里玩老虎机。

“将老虎机放在学校周围，让学生
赌博，这种行为简直让人不能容忍。”张
女士说，之前公安机关对这个小卖部进
行过查处，但不知道什么原因，在几周
之后，又有老虎机放在那里。

老虎机就设在学校旁合理吗？记
者将此情况反映给海口市公安局美兰
分局三江镇派出所。随后，派出所的民
警在现场对情况进行了了解，并将这3
台老虎机查扣。该派出所相关负责人

告诉记者，为了维护校园周边的安全，
对于这种行为一定会坚决打击。该负
责人说，之前也断断续续接到过市民的
报警，只要有人举报派出所就会去查
处，他们会展开进一步的调查，传唤房
主，明确这几台老虎机属于谁，是否有
周围的学生参与赌博。

不少前来接孩子的家长也呼吁相关
单位能够加强监督，尽早取缔老虎机，加
大处罚力度，以免类似事情再次发生。

本报海口9月20日讯（记者王
培琳）近日，记者接到市民报料，称海
口市滨江路天上人间小区蛇出没频
繁，甚至有居民在电梯里见到过眼镜
蛇。今天，记者走访该小区发现，很
多居民表示见过蛇，蛇可能与小区旁
边的一片荒草丛生的空地有关。目
前，该小区物业已经投放驱蛇药物和
设置捕蛇笼子，但居民仍望相关部门
进行处理。

据业主张女士介绍，小区外围楼
已经多次发现蛇，尤其是14、15、16栋，

由于一墙之隔的外面是一片荒草丛生
的空地，所以出现蛇的次数比较多。

“有一次，我和一个老阿姨在小
区散步，当靠近草丛时，看到一只灰绿
色的眼镜蛇，我赶紧把阿姨拽离到远
离草丛的地方。”张女士说，由于经常
见到蛇，最近都不敢在小区散步了。

今天，记者在该小区看到，16栋
一楼的业主曾阿姨还在装修房子。
上个月在客厅看到一条不大的眼镜
蛇，曾阿姨被吓坏了，在一楼，每个房
间窗台处都有植物攀爬。由于家里

有小孙子，曾阿姨把每个窗户都做了
严密的防护，生怕日后有蛇爬进房间
咬伤小孩。

随后，记者来到小区外，看到了
围墙外确实有一片空地。据介绍，这
块空地已空置近10年，一直未开发，
目前有的荒草已高达3米。

“蛇都跑进家里了，现在回家心
里都有阴影。”在该小区业主微信群
里，名为“海的女儿”的业主说。该微
信群最近正在热烈讨论着如何解决
蛇出没问题，甚至同意筹钱抓蛇。

“希望相关部门可以清理一下这
片空地。”张女士说。

该小区物业客服部赵部长表示，
最近两年经常有居民反映看到蛇，之
前是外围的14到16栋，最近在小区
的绿化草丛区也有发现，小区最近投
放了驱蛇药。据小区保安部张经理
介绍，去年物业也在每栋楼的入户处
以及公共设施处投放了驱蛇药。近
日，将再次投放驱蛇药，并发动30多
名保安一起动手捕蛇，争取解决小区
蛇出没的问题。

本报文城9月20日电（记者刘
笑非）“石料加工厂就在居民楼对面，
加工噪音和粉尘已经严重影响到了
生活！”日前记者接到群众报料称，一
家开设在文昌市文城镇西延线路口
居民住宅附近的石料建材厂，因为其
严重的噪音及粉尘污染，令周边居民
不堪其扰，只好向媒体求助。

记者随即来到位于文城镇主干
道附近的这片居民区，据附近群众透
露，这家名叫腾祥建材的石料加工
厂，已经在此经营了5年左右，起初
由于附近居民楼兴建较少且住户不
多，因此噪音、粉尘等污染并未引起
重视。记者在现场看到，这家占地面

积约有篮球场大小的加工厂正在进
行石料切割、打磨，噪音甚至掩盖住
了不远处交通主干道上汽车的喇叭
声。

通过走访附近群众记者了解到，
该加工厂早在2008年便开业经营，
但起初规模较小，附近的住宅用地也
基本处于闲置。而随着2011年左右
加工厂越做越大，便租下了附近土地
扩展经营规模，建起了占地面积超过
500平方米的工棚。

同样是在2011年前后，加工厂
附近的住宅用地开始逐步兴建居民
楼，越来越多的居民开始受噪音及粉
尘污染影响，居民怨声载道。

“入秋之后情况好了些，夏季刮
起南风，粉尘全往家里飘，白天根本
不敢开窗。”一位居民告诉记者，加工
厂虽对外称严守每天8时至12时、14
时至18时两个工作时间段，但周边
居民时常在晚间仍遭受噪音“洗礼”。

而文昌市生态环境保护局在得
到报料后，也迅速派出了执法人员赶
赴现场。“工商及经营执照齐全，但就
现场调查的结果来看，加工厂在环保
手续方面还存在不小缺失。”执法人
员表示，加工厂“隐身”在居民楼之
中，若非群众报料的确难以察觉。

此外，执法人员还就噪音、粉尘
污染之外的污水排放问题对加工厂

负责人展开了问询，并从中发现了诸
多环保问题。“生意好的时候，的确延
长过工作时间。”腾祥建材相关负责
人也承认，的确影响到了周边群众的
生活，并表示愿意配合环保部门调
查。

“我们已经对此展开了立案调
查，并要求加工厂提供相关手续。”文
昌市环保局副局长邢谷红表示，待调
查结果出炉，将会勒令其停工进行整
改，并加以处罚。

邢谷红同时也希望群众主动对
此类职能部门不易察觉的噪音、粉
尘污染展开监督，及时向有关部门
反映。

洋浦批捕一起重大
电信诈骗案犯罪嫌疑人
3人非法窃取他人个人信息2万余条

本报洋浦9月20日电（记者金昌波 通讯
员吴睿）近日，洋浦经济开发区检察院依法批准
逮捕了3名涉嫌网络诈骗犯罪嫌疑人，3人通过
网络钓鱼的方法窃取他人个人信息2万余条，
涉案金额7万余元。据悉，儋州市作为电信网
络诈骗“重灾区”，公安部直接挂牌督办该市所
有重大电信诈骗案件，该案就由公安部直接指
定洋浦公安局侦办。

经查明，3名涉案犯罪嫌疑人利用钓鱼网
站后台，获取公民个人信息后，筛选出开通网上
银行的银行账号，通过拦截验证码直接将被害
人卡内资金转走，或采取充值等方式非法侵占
他人银行账户内资金，涉嫌信用卡诈骗罪、盗窃
罪、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等多个罪名。由于案
情复杂，被害人不确定，人数多，分布广，给取证
工作带来一定困难。经认真审查报捕材料后，
洋浦检察院依法批准逮捕了3名犯罪嫌疑人，
同时向洋浦公安机关发出补充侦查提纲，引导
公安机关进一步明确侦查方向，厘清犯罪事实，
固定相关证据。

澄迈一干部
被处分三次

本报金江9月20日电（记者李佳
飞 通讯员王泽江）近日，澄迈县纪委对
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收
受他人财物的澄迈县农业科学研究所
原所长黄彪给予开除党籍和公职处
分。据悉，这已是黄彪第三次被处分。

2009年，澄迈县农业科学研究所
违反规定转让国有划拨农用地，时任澄
迈县农业科学研究所所长黄彪负有直
接责任。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
例》等有关规定，经县委县政府批准，澄
迈县纪委监察局于2015年1月给予黄
彪撤销党内职务、行政撤职处分。

2008年至 2014年 1月期间，澄
迈县农业科学研究所违反财经纪律将
公款外借给他人及违规租赁国有划拨
土地，时任澄迈县农业科学研究所所
长黄彪负有直接责任。依据《中国共
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等有关规定，县纪
委监察局于2015年11月决定给予黄
彪留党察看二年、行政撤职。

2008年上半年至2012年2月期
间，黄彪利用其担任澄迈县农业科学
研究所所长的职务便利，为他人谋取
利益，收受他人财物。依据《中国共产
党纪律处分条例》等有关规定，澄迈县
纪委决定给予黄彪开除党籍处分；由
澄迈县监察局报县政府批准，决定给
予黄彪开除公职处分。其涉嫌犯罪问
题由司法机关继续依法查处。

3名游客被困礁石
三亚多方组织人力成功救援

本报三亚9月20日电（记者孙婧 通讯员戴
传军 王通彬）19日傍晚，三亚受强对流天气影响
出现短时强降雨。当天20时20分，海棠湾区域
有3名游客被困在皇后湾与后海湾之间的礁石
上，不得已报警求助。接警后，三亚组织多方力
量前往救援。23时30分许，被困游客获救上岸。

据悉，19日17时，3名分别来自浙江、重庆
和河南的游客相约在皇后湾礁石上看日落，因
天色渐晚海水涨潮，被困在礁石上无法退出。
险上加险的是，游客在报警后手机电池耗尽，令
前来救援的人员无法第一时间确定被困位置。

三亚公安、消防、边防、海警、海上救援中
心、蓝天救援队以及海棠区等各方救援人员，兵
分两路，从陆地和海上同时展开搜索。23时30
分，被困游客安全抵达码头。

据警方初步了解，3名游客是19日16时
许，从蜈支洲码头海边沿着后海角一路向南游
玩，因地形复杂导致迷路，最后被困在后海角的
礁石悬崖上。

假扮美女，谎称上门提供“特殊服务”

儋州一男子
网络招嫖被抓

本报那大9月20日电（记者易宗平 通讯
员王垚 孙桢）记者今天从儋州市公安局松林边
防派出所获悉，该所经过多天调查，终于抓获假
扮美女，利用网络发布招嫖信息的犯罪嫌疑人
吴某，并收缴一批作案工具。

近段时间，儋州市公安局松林边防派出所在
治安排查中，盯上木棠镇水田村涉嫌从事网络
诈骗的吴某。9月19日傍晚，该派出所警力突
然出现在吴某家门口，吴某很快被控制。经搜
查，警方在吴某卧室发现了一台笔记本电脑和
多部手机，电脑上的QQ向好友发布招嫖信息，
电脑桌面存有多张衣着暴露女子的照片。另外，
吴某电脑上还有用来进行诈骗对话的“脚本”。

吴某交代，从今年2月开始，他在网上通过
QQ和微信发布虚假招嫖信息。在与受害人协
商一致后，要求对方通过QQ转账或者发微信
红包作为保证金，金额在50元至300元不等，
并承诺在“上门服务”后退还保证金。当吴某收
到转账或红包后，立即将对方拉黑。

据初步统计，吴某涉嫌诈骗80余名男子，
涉案金额1万余元。

目前，吴某已被刑事拘留，案件还在进一步
侦办中。

两男子用假币
骗走阿婆钱

本报海口9月20日讯（记者良
子）吴阿婆今年78岁，是海口市红旗
镇桃园村人。几天前，两名陌生男子
找上门，开口就要三百块钱。而后来
发生的事，更是让吴阿婆气愤不已。

据吴阿婆介绍，当天中午家里来
了两名陌生男子，两男子说，他们是

“二哥”的朋友，他们要用新钱换吴阿
婆的旧钱。吴阿婆当时以为两名男子
口中的“二哥”是她的二儿子，所以拿
出自己放钱的手帕，当着两名男子的
面数了三百块钱给他们。

看到吴阿婆的手帕里有1200元，
两名男子说将1200元都换成新钞，吴
阿婆就将钱全部给了那两名男子。那
两名男子又往吴阿婆的床上丢了9张
一百元纸币后离开。后经银行确认这
9张一百元纸币确实是假钞。

当天下午，吴阿婆在家人的陪同
下，到辖区红旗派出所报了案。

石料加工厂“隐身”文昌文城居民区
群众不堪噪音骚扰，环保部门立案调查

“蛇邻居”进了小区 居民吓破胆
物业已投放驱蛇药物，但仍望相关部门进行处理

老虎机开学校旁“咬住”过往学生
海口三江中学旁小卖部内的3台老虎机被查扣，公安机关已介入调查

报警谎称遭持枪抢劫10万元

文昌一男子被刑拘

本报文城9月20日电（记者良子 通讯员
王安谋）日前，文昌一名男子报警称自己在该市
的潭牛镇公路上被几名持枪男子抢劫了10万
元现金。文昌警方接警后立即对涉案车辆展开
追击，然而，最后的调查结果却出乎警方预料。

文昌市公安局日前接到一名男子报案称：
有人在文昌市潭牛镇二公堆路段被几名男子持
枪劫走10万元。

接报后，文昌市公安局立即组织人员赶赴现
场开展调查取证工作，侦查人员沿嫌疑人逃窜方
向追捕嫌疑目标车辆及人员。警方随后在文昌
至海口的公路上追上嫌疑目标车辆。当警方检
查车辆上人员时，未发现有报案人所说的枪支及
被抢的10万元现金。

最后，经文昌警方的大量走访发现，车牌号为
桂A4BXX的车辆上的男子陈某某等人与报案
人郑某某（男，文昌东郊人）的朋友有经济纠纷，
郑某某因此谎报假案情，意图给对方制造麻烦。

迫于警方的压力，嫌疑人郑某某随后向公
安机关投案，同日被警方依法行政拘留7日。9
月7日，因涉嫌诬告陷害罪，犯罪嫌疑人郑某某
被文昌市公安局依法刑事拘留。当前，案件正
在进一步办理中。

9月20日，海口市秀英区长滨
路，“候鸟管家”马逸杰清点“候鸟”
家的钥匙，准备按计划去巡查、清理
房屋。

海南有着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
吸引着越来越多的“候鸟”，并且“候
鸟”人群庞大。但“候鸟”们面临着各
种各样的生活问题，比如留下的空房
子没人管理，经常会出现问题，例如

房子长蘑菇、家电常损坏，台风天房
屋进水等情况时有发生。

马浩楠就是一个被这些问题困
扰多年的“候鸟”。“我从2010年开始
频繁地往返北京海口两地，夏天还
好，冬天就麻烦大了，有一次我冬天
回到海口，一进家门，满地蟑螂，发霉
的味道扑面而来，原本密封的被褥也
发了霉。”他说，他希望像他一样的

“候鸟”来到海南，不论是工作上还是
生活上，都有一个最好的生活状态，
最快的切换，回到内地也安安心心，
即使台风天也不再为海南的房子而
担心。

据了解，“候鸟管家”是一整套大
数据+移动互联的家宅服务，旨在给
各地的候鸟们提供更贴心的舒适生
活，管家巡查、常规清洁、照顾绿植、

文化交流、娱乐等服务都可进行“私
人定制”。

候鸟管家（海南）科技有限公司
相关负责人介绍，“候鸟管家”的需
求较大，今后这种家宅服务的模式
或将成为趋势，远在外地的“候鸟”
可通过互联网下单和查询服务结
果，十分方便。

本报记者 袁琛 摄影报道

海南“候鸟”有了专职管家

为种植益智滥伐林木3211株

五指山一男子被捕

本报五指山9月20日电（记者
周晓梦 通讯员吴海青）近日，五指山
市森林公安局深入开展“七个专项”行
动，严厉打击非法占用林地等涉林违
法犯罪专项行为，破获一宗滥伐林木
种植益智的案件。该案被伐林地面积
为 32.78 亩，被伐倒的幼树为 3211
株，涉案男子王某冲被依法逮捕。

据了解，今年7月6日，五指山市
森林公安局接到群众报警，称该市南
圣镇红峡谷漂流点北侧“什兰岭”有人
毁林种植益智。接报后，该局立即组
织警力展开调查。经现场勘验：均为
规划林地，其中31.19亩为公益林地，
1.59亩为一般林地。

经走访调查，民警锁定王某冲具
有重大作案嫌疑。9月7日，犯罪嫌疑
人王某冲向森林公安机关主动投案，
并如实交代其擅自雇请村民砍伐幼树
的犯罪事实。同日，王某冲被刑事拘
留。9月19日，王某冲被五指山市人
民检察院批准逮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