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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金大盗”偷走153万元首饰
3男子
“全副伪装”撬开乐东黄流镇一家金店防盗门盗窃，其中两人分别获刑13年和14年
戴着帽子、口罩
本报讯 身穿雨衣，
和手套，贵州籍男子卢某、黄某等 3 人
“全副伪装”，撬开乐东黄流镇一家金
店的防盗门，将价值 153 万余元的首饰
盗走。近日，海南省第二中级人民法
院审结该案，以盗窃罪判处黄某有期
徒刑 14 年，并处罚金 10 万元；判处卢某
有期徒刑 13 年，并处罚金 8 万元。
记者 吴兴 通讯员 罗凤灵 王天琳 柯光辉

3人凌晨撬开金店防盗门偷走大量首饰
2015 年，卢某在乐东黎族自治县黄流镇
打工期间，发现一家金店的商品夜间留存于
柜台，且无人看守，遂产生盗窃之意。2016
年春节期间，卢某回到贵州省铜仁市，将该
金店存在安全疏漏之事告知黄某。之后，卢
某邀黄某一同前往黄流镇查看金店的情况，
认为时机不成熟并未下手，然后返回贵州。
2016 年 6 月，卢某再次找黄某商量盗窃一
事，在黄某的推荐下，吴某（另案处理）加入，
并一起商议了分工等具体细节。
2016 年 6 月 17 日，卢某、黄某与吴某等
3 人携带作案工具从贵州省铜仁市来到乐东
利国镇。当晚，3 人携带作案工具乘坐客运

三轮车来到黄流镇，在该镇上的舞厅喝酒，
等待时机作案。次日凌晨 1 时许，3 人步行
到金店后门，经过“全副伪装”后，由卢某望
风，黄某、吴某使用作案工具撬开金店的防
盗门，进入金店撬开柜台，将柜台中的手镯、
项链、戒指等首饰装入袋子中。随后，卢某
也到店内帮忙一起盗走首饰。3 人得手后逃
离现场，分别携带赃物分头回到贵州省，在
铜仁市汇合后进行分赃。
经清点及价格鉴定，
被盗的首饰中，
千足
金 4863.35 克，价值 1400644.80 元；足金 340
克，
价值 96220 元；
铂金 88.31 克，
价值 26493
元；
彩金项链10 条，
销售价格8480 元。

其中两名男子分别获刑13年和14年
2016 年 7 月 20 日、8 月 5 日，公安民警在
贵州省铜仁市分别将卢某、黄某抓获。卢某
到案后，带领民警起获重约 1215 克的赃物，
并于 2016 年 12 月 6 日将部分赃物返还被害
人涂某。
经查，2006 年 9 月 19 日，黄某因犯抢劫
罪、盗窃罪被浙江省乐清市人民法院判处有
期徒刑 13 年，2015 年 7 月 25 日刑满释放。
2004 年 4 月 5 日，卢某因犯故意伤害罪被浙
江省永嘉县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 11 年，

2013 年 5 月 12 日刑满释放。
海南二中院一审认为，卢某、黄某以非
法占有为目的，伙同他人采取秘密的手段盗
窃公私财物，价值共计 1531837.8 元，数额特
别巨大，其行为均已构成盗窃罪。卢某、黄
某在刑罚执行完毕后 5 年内再犯，系累犯，应
当从重处罚。海南二中院经过审理，依法作
出上述判决。
一审宣判后，卢某、黄某均表示服判，不
上诉，
目前该案判决已生效。

男子犯下命案“漂白”身份潜逃21年
从安徽逃来三亚，改名换姓后在某水果批发市场工作；
前日被琼皖警方联手抓获
□记者 徐一凡 通讯员 罗佳 熊鹰
本报讯 近日，三亚市公安局吉阳分局经精
心部署，科学研判，在连续蹲守 2 昼夜后，协助
安徽警方成功抓获漂白身份潜逃 21 年的涉枪
命案逃犯谢某拴。
10 月 5 日上午，安徽省淮南警方向三亚市
公安局吉阳分局通报了一条命案逃犯谢某拴的
线索：谢某拴伙曾于 1996 年伙同 3 名手持猎枪

的青年将站在酒店门口等车的杨某银追至店内
并开枪击中杨的头部致死，后谢某拴逃亡。现
发现命案逃犯谢某拴（男，47 岁）可能已漂白身
份，改名为孟某（男，46 岁），且极有可能在三亚
吉阳区活动。
接到此线索后，三亚市公安局吉阳分局立
即组织刑警大队和红沙边防派出所警力在辖区
内进行调查。经查，民警发现谢某拴的踪迹。
10 月 9 日，安徽省淮南警方获此线索以后，迅速

派员赶到三亚协助调查。
10 月 11 日下午，吉阳警方会同淮南警方对
谢某拴的 3 处可能居住的地区进行布控，经过
两昼夜的连续蹲守，民警发现谢某拴在吉阳区
某水果批发市场工作。11 日 22 时许，警方在该
水果批发市场将谢某拴抓获。
经突审，谢某拴如实交代了其 1996 年伙同
他人故意杀人后，为逃避打击，将原来的姓名谢
某拴
“漂白”为孟某后潜逃 21 年的犯罪事实。

“碰瓷”团伙制造事故勒索酒驾司机
4 名团伙成员分别获刑 1 年 2 个月至 11 个月不等
□记者 吴兴 通讯员 赵庆春
本报讯 近日，海口美兰区法院审结一宗共
有 2 起犯罪事实的“碰瓷”团伙敲诈勒索案件。
被告人吴某周等 4 人以机动车辆为作案目标，
故意制造交通事故，
勒索酒驾司机钱财。
2015 年 12 月中旬某日及 2016 年 7 月 1
日，被告人吴某周等人驾驶轿车到海口南海大
道琼菜王南海大道店停车场伺机作案，他们分

工明确，有人负责到酒店内寻找喝酒的作案对
象，有人在车上接应。在确定作案对象后，吴
某周等人驾车尾随被害人，待至路口处被害人
车辆转弯时，吴某周等人加速开向被害人的
车，造成两车刮损，而后，以“被害人酒后开车”
欲报警相威胁，勒索被害人钱财。该团伙两次
分别在琼山区丁村路口处、美兰区海府路彩票
中心附近以故意与被害人车辆相撞的方式勒
索 被 害 人 杜 某 渠 、王 某 禄 人 民 币 4500 元 、

4000 元。2016 年 10 月 14 日，该“碰瓷”团伙
被警方捣毁。
美兰区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吴某周、岑
某林、程某锦、杨某耿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以威
胁的方法强行索取他人财物，数额较大，其行为
均已构成敲诈勒索罪。公诉机关指控的犯罪事
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指控罪名成立，故依法
分别判处被告人吴某周等 4 人有期徒刑一年二
个月至十一个月不等。

男子持枪打鸟无果
失手射中同伴致死
被澄迈法院判处有期徒刑 2 年
□记者 吴兴 通讯员 聂秀锋 姜慧娇

本报讯 未成年男子侯某某持改制枪
支与老乡兼工友熊某（17 岁）到树林中打
鸟，鸟没打到却失手射中熊某致其死亡。
近日，澄迈法院审理了该起案件，被告人
侯某某因过失致人死亡罪被判处有期徒
刑 2 年。
2016 年 12 月 23 日 17 时许，被告人侯
某某和被害人熊某携带杨某某（另案处理）
拿来的一支改制枪支，到两人打工的金江
镇某农场一菠萝种植地附近的树林中打
鸟。由于没有打到鸟，侯某某便拿着已经
装有弹药并上膛的改制枪支和熊某走回宿
舍。侯某某双肩扛着枪支，左手握着枪把，
右手握着枪管，枪管正对着在其右侧行走
的熊某。两人并肩在菠萝种植地玩闹时，
枪从侯某某肩上滑落下去，侯某某见状就
用手抓枪把，不小心碰到枪的扳机，致枪支
走火射中熊某头部，造成熊某当场死亡。
12 月 26 日，被告人侯某某在父母的陪同
下到公安局投案自首。
据了解，侯某某 14 岁辍学后跟随父母
从云南老家来到澄迈金江一菠萝种植地打
工，其间结识了与他同龄又同乡的熊某，两
人同吃同睡，关系很好。侯某某因为法律
意识淡薄，非法使用枪支打鸟，疏忽大意使
枪支走火，
造成了熊某死亡。
澄迈法院经过审理，认定被告人侯某
某构成过失致人死亡罪，依法判处其有期
徒刑二年。判处被告人侯某某及其法定监
护人共同赔偿人民币 31486.5 元给附带民
事诉讼的被害人父母。

信用卡诈骗29万元
男子海口火车东站乘车时落网
□记者 沈丽焕 通讯员 汪楚雯

本报讯 10 月 11 日，因信用卡诈骗被
湖南警方网上追逃的湖南籍男子黄某峰，
在海口火车东站乘车时，被铁警当场抓获。
据了解，10 月 11 日 21 时许，海口火车
东站派出所民警在工作中获得线索，因信
用卡诈骗被湖南省华容县公安局网上通缉
的犯罪嫌疑人黄某峰将从海口火车东站乘
车前往三亚。距离犯罪嫌疑人乘车时间仅
剩 15 分钟，派出所立即组织警力，对进站
口、候车室及站台进行拉网式排查。10 分
钟后，民警在站台将准备乘车的黄某峰成
功抓获。
经查，今年 42 岁的黄某峰系湖南省岳
阳市人。据其交代，2012 年其在湖南省华
容县某银行办理了一张信用卡。2012 年
至 2014 年期间，黄某峰陆续从信用卡中套
现 29 万元用于项目资金周转，但未按时还
款，后信用卡被银行冻结。银行多次催黄
某峰还款，
他却置之不理。

美兰区成立海口市首家计划生育志愿服务站 海口推出首家共享珠宝，大钻戒可以便宜租回家

海口市美兰区人口计生委、计生协为了更
好的服务广大计生家庭，经过一个月的筹建，美
兰区计划生育志愿服务站于 9 月 30 日在区人口
和家庭公共服务中心正式挂牌成立。区政府副
区长李爱国，区人口计生委主任杜丕彰，副主任
符惠芬、孙学军，共青团区委副书记韩昌豪，区
计生协专职副会长梁奇，区志愿服务联合会副
会长李金龙，区人口和家庭公共服务全体干部
职工，镇（街道）计生协秘书长，志愿者代表和部
分计生特殊困难家庭参加了揭牌仪式。
仪式上，李爱国副区长表示，区计划生育志
愿服务站是区人口计生委、区计生协探索人口
计生服务转型的一个很有重要意义的尝试，希
望能够很好的利用志愿服务站的资源，推动人
口计生工作的开展。

杜丕彰主任表示，区计划生育服务站的成
立，为广大各界人士提供了一个爱心传递和志
愿服务平台。下一步，将继续深入推进“圆梦女
孩”、
“ 爱心关怀”等人口计生志愿服务活动，建
章立制，完善相关设施，不断扩展服务，团结、动
员更多的群众自愿参与和支持人口计生工作，
推动全区人口计生工作更上一层楼。
区志愿服务联合会副会长李金龙、志愿者
代表也逐一进行了发言。
据介绍，美兰区计划生育志愿服务站为海
口市首家计划生育志愿服务站，该志愿服务站
通过组织社会各界志愿者，特别是高校志愿者
为辖区内人口计生服务对象群体，提供送温
暖、献爱心、主题服务活动、需求讲座等志愿
服务。
（通讯员 李金龙）

珠宝首饰等奢侈品也可以共享啦！日前，
海口综合保税区企业海口安基实业发展有限公
司旗下珠宝品牌钻禧汇启动了“珠宝租赁”业
务，海量珠宝首饰出租。这是海南首个主打“珠
宝租赁”
的品牌。
10 月 12 日下午，王女士在海口明珠广场 1
楼的钻禧汇珠宝专柜租了 1 件价值 10160 元的
钻戒。王女士表示，她平时就很喜欢佩戴首饰，
但是珠宝首饰价格不菲，
她仅买了几件。现在海
口有了共享珠宝，她只要花很少的钱，就能佩戴
各式各样的珠宝首饰，
大大满足她的爱美之心。
海口综保区负责人表示，钻石珠宝加工及
贸易将充分利用钻石一体化通关政策，通过免
税店以及电商销售等渠道，扩大销售，形成钻石

珠宝加工、展示、销售、租赁等产业链，推动全省
钻石珠宝行业发展。
据介绍，钻禧汇珠宝新推出的“珠宝租赁”
业务，收租方式为先全额付款作为押金，待产品
退还后，再扣除相应的租金，剩余的押金当场退
回，1 万以上产品每月仅收取 2%的租金，1 万
元以下产品每月仅收取 2.5%的租金。每件退
租的产品都将重回工厂，经过打磨抛光、电金翻
新、消毒处理后再次进店出租，确保出租的每一
件产品焕彩如新。
“销售产品和出租产品是有严格分类的，所
有销售产品是不做出租的，出租的产品也不出
售。如果客人看中了出租的产品，想购买，我们
也提供专属定制服务。”钻禧汇负责人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