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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新闻

伪造居住证给汽车上牌

三亚 4 嫌犯涉嫌伪造、买卖国家机关证件罪被拘
夏某成
伪造身份证、居住证、驾
驶证，居住证以每张 120 元卖
给奉某业。

奉某业
通过汽车 4S 店销售顾问
招 揽 办 理 居 住 证 上 牌 的“ 生
意”，每办一张居住证并上牌价
格 6000 到 8500 元不等。

杨某、黄某菲
先后 6 次以 8500 元的价
格向奉某业购买居住证。然后
向购车客户收取 1 万元协助办
居住证，
另收费帮上牌。

□记者 徐一凡 通讯员 罗佳
本报讯 近日，三亚市公安局破获
一起伪造居住证案件。目前，4 名犯罪
嫌疑人因涉嫌伪造、买卖国家机关证件
罪被依法刑事拘留。
据悉，5 月上旬，三亚市公安局治安
支队获得线索：三亚有汽车销售 4S 店
存在违规收费办理居住证的情况。治
安支队立即组织民警对全市的 4S 店进
行摸排，当暗访至吉阳区荔枝沟师部农
场路某汽车销售 4S 店时，店内的销售
经理杨某和销售顾问黄某菲告诉便衣
民警，如果在该店购买汽车，可以协助
办理居住证，价格为 1 万元，上牌费用
另算，同时如果要办理居住证，必须先
交钱订车。
5 月 10 日，治安支队民警依法将杨

海口南沙路坡博路23日计划停电
□记者 沈丽焕

（L6412）、南大支线#1 分接箱开关
（L5712）),5 月 23 日 07:00本报讯 昨日，海口供电局发布 2018 年
19:00 停电。
5 月 23 日-6 月 1 日海口供电线路维护及工
记者了解到，为了确保电
程施工停电线路、时间和主要地段等情况， 网更加安全稳定地运行，供
提醒市民做好相关准备，避免停
电部门会提前安排计划停
电对生活造成不便。
电，进行供电线路改造升级、
其中，海口南沙路、东
设备消缺维护。同时，为
沙路、坡博路等一带 10kV
了使停电公告信息更加
盘南#2 线南大支线开
准确，减少临时停电对
关（D11)、10kV 大
用户的 影 响 ，供 电
英#4 线盘南#2 线
部门将停电公告按
联 络 开 关
每周一次的频
（D7364L)、坡 博
率公布。请市
村分支线开关
民及时关注
（D6442）、盘
停电信息，做
南#2 线银湖分
好生产生
支线开关
活准备。

某和黄某菲传唤至公安机关。经查，上
述 2 人 从 今 年 4 月 至 今 ，先 后 6 次 以
8500 元的价格向奉某业购买居住证用
于给购车客户上牌。
5 月 11 日 22 时许，三亚警方在陵
水警方的大力协助下，在陵水将奉某业
抓获，查扣作案车辆一辆，在车内查扣
伪造居住证 31 张，复印件 8 份。
据奉某业供述，自今年 4 月初开始
先后通过多家汽车销售 4S 店的销售顾
问招揽办理居住证上牌的“生意”，每办
理一个居住证并上牌的价格从 6000 到
8500 元不等。
招揽到办理居住证的“生意”后，奉
某业以每张 120 元的价格向一名绰号
叫“夏哥”的男子购买伪造的居住证，再
给购车客户办理上牌。据统计，奉某业
共办理伪造居住证 39 张，办理上牌车

辆 30 余辆，累计非法获利 10 万余元。
民警根据进一步侦查，迅速锁定了
“夏哥”真实姓名叫夏某成。5 月 12 日
17 时许，夏某成在吉阳区月川村川东二
巷落网，警方从其住所查获一批办理假
证的工具和半成品。
经查，夏某成于 2017 年 5 月开始从
事伪造身份证、居住证、驾驶证等证件
的违法犯罪活动，其中假身份证的售价
为每张 60 元，驾驶证售价为每张 80 元，
居住证售价为每张 120 元。截至目前，
警方发现其伪造居住证数量达到 113
张，
获利 13000 余元。
目前，犯罪嫌疑人杨某（女、33 岁）、
黄某菲（女、27 岁）、奉某业（男、36 岁）、
夏某成（男、50 岁）因涉嫌伪造、买卖国
家机关证件罪被三亚市公安局依法刑
事拘留，
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好不容易签了个逾十万的生意合同

动车上打个瞌睡，丢了
幸得儋州民警相助找了回来
□记者 沈丽焕 通讯员 李博
本报讯“我把公文包落动车上了，里
面有我刚签好的重要合同！”5 月 13 日 22
时许，刚从海口站回到儋州的王先生，一脸
焦急地向白马井站派出所执勤民警求助。
原来当天，
家住儋州白马井镇的王先生前往
海口某公司签合同，
然后乘最晚一班从海口
返回儋州的动车。因为奔波了一整天，
王先
生有些疲惫，
他将装有合同的公文包放在前
排座椅背后的网袋内，
便打起了瞌睡。到站

下车后，
半梦半醒的王先生走出白马井高铁
站出站口，
才发现公文包丢了。
执勤民警接到王先生的求助后，立即
联系动车队。依据王先生票面的车次和座
位信息，在已入动车库的列车上找到了公
文包，里面所有物品并未出现遗失。5 月
14 日上午 10 时许，民警将公文包物归原
主。王先生激动地向民警表示感谢：
“这年
头做小本生意不容易，好不容易签了笔逾
十万的大单，多亏了民警帮我找回合同，真
是太感谢啦！”

涉嫌组织、领导传销犯罪活动
我省开展打击和防范经济犯罪宣传活动
□记者 畅凯
本报讯 昨日是第九个全国公安机关打击
和防范经济犯罪宣传日，省公安厅统筹组织全
省各级公安机关会同工商、税务、银监、食药监、
烟草等行政执法部门，在全省范围大力开展集
中宣传日活动。
省公安厅首次采用“互联网+”、自媒体等
形式向全省推送宣传预告片，发布启用“5·15”

宣传日专用标志，以非法集资、加盟类合同诈
骗、银行卡、知识产权、传销、假币、证券等七类
群众关切的热点经济犯罪为宣传重点，分类揭
露常见作案手法和伎俩。昨日上午，省公安厅
经侦总队会同海口市公安局经侦支队在海口明
珠广场设立主宣传点，通过悬挂宣传标语、展示
宣传展板、滚动播放“5.·15”宣传预告片、讲解
剖析典型案例、设立经济犯罪咨询举报台等多
种形式联合开展集中宣传。

海口开展仓储场所消防安全专项整治
□通讯员 杨宇鑫 记者 钟起的
本报讯 记者昨日从海口消防部门获悉，为
深入全市推进火灾防控工作，海口市政府决定
从即日起至 9 月 20 日在全市范围内开展仓储场
所消防安全专项整治行动。
此次专项整治范围包括全市各类仓储场
所，其中物流产业园区、大型物流公司的货物
仓库（堆场）等场所为此次整治行动的重点。
整治内容包括是否依法通过消防行政许可或

消防备案抽查；建筑物或场所使用情况是否与
消防验收或者竣工验收消防备案时的使用性
质相符；消防安全布局、防火间距、消防车通道
等是否符合消防技术标准要求；建筑物是否按
照消防技术标准设置防火分区和疏散设施，疏
散通道和安全出口是否保持畅通；建筑消防设
施的设置是否符合国家工程建设消防技术标
准，并保持完好有效；电器设备安装使用和线
路敷设是否符合相关技术标准要求，用火用电
管理是否到位等内容。

网逃海口坐动车，抓了
□记者 沈丽焕 通讯员 汪楚雯
本报讯“云联惠”
特大网络传销犯罪团
伙成立广东云联惠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并依
托该公司
“云联商城”
，
以
“消费全返”
等为幌
子，
采取拉人头、交纳会费、积分返利等方式
引诱人员加入骗取财物，涉嫌组织、领导传
销活动犯罪。5 月 14 日，
该团伙一名湖南籍
涉案男子在海口火车东站落网。

当日 18 时，海口东车站派出所民警在
海口东站进站口巡逻时，通过身份信息比
对系统抓获网上在逃人员刘某，警方将其
控制并带回派出所。经查，今年 68 岁的刘
某系湖南长沙人，其在“云联惠”特大网络
传销犯罪团伙中发展下线人数 17 人，涉嫌
组织、领导传销犯罪活动，今年 5 月 9 日被
网上通缉。目前，刘某将移交立案警方做
进一步侦查处理。

省国土资源厅部署下一步重点工作

坚决防范炒房炒地投机行为
□记者 韩建东
本报讯 昨日，省国土资源厅召开全省
国土资源系统学习贯彻省委七届四次全会
精神，部署下一步重点工作。省国土资源
厅厅长巴特尔提出，要守底线，防风险，锲
而不舍抓好房地产市场调控。各市县及有
关部门要从服务海南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
和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建设、维护房地产

和金融市场稳定的高度，坚决贯彻落实房
地产调控政策，积极主动做好存量商品住
宅用地分类处置工作，引导和鼓励存量商
品住宅用地转型利用，维护房地产市场健
康稳定，有效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加强
监测预警和监控，对企业将其他用途土地
改变商品住宅用地，擅自提高商品住宅用
地容积率等违法违规行为，要严肃查处和
依法打击，
坚决防范炒房炒地投机行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