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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高县原县长曹文

万宁原市委常委沈春强

涉嫌受贿

涉嫌受贿

被逮捕

被公诉

□记者 畅凯

本报讯 近日，万宁市原市委常委沈春强（副处级）涉嫌
受贿罪一案，
由省检一分院依法向省一中院提起公诉。
省检一分院起诉书指控：2010 年至 2020 年，被告人沈春
强利用担任万宁市农综办主任、万宁市财政局副局长、局长、
万宁市委常委及万城镇党委书记等职务上的便利，在工程承
揽、工程项目推进以及工程款拨付等方面，为他人谋取利益，
非法收受他人财物，数额特别巨大，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
实、充分，
依法应当以受贿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记者 畅凯

本报讯 记者从省检察院获悉，临高县委原副书
记、临高县人民政府原县长曹文（正处级）涉嫌受贿
罪一案，由省监察委员会调查终结，移送检察机关审
查起诉。
近日，省检第二分院依法以涉嫌受贿罪对曹文
作出逮捕决定。该案正在进一步办理中。

海口美兰区统计局原党组书记周德敏

非法收受他人 170 万元

一审获刑
3 年 5 个月

本报讯 海口市美兰区统计局原党组书记周德敏非法收受他人 170 万元。去年 11 月，
海口市美兰法院依
法审理该案，
以被告人周德敏犯受贿罪，
判处其有期徒刑三年五个月，
并处罚金人民币20 万元。 记者 吴佳穗
2010 年 9 月至 2012 年 6 月，被告人周
德敏任海口市美兰区新埠街道工委副书记、
办事处主任；2012 年 6 月至 2014 年 7 月，任
海口市美兰区新埠街道工委书记、委员；
2014 年 8 月至 2019 年 5 月任海口市美兰区
统计局党组书记、局长；2019 年 5 月任海口
市美兰区统计局党组书记。
为建设海口美兰国际机场二期扩建工
程，海口市人民政府发布拆迁通告，拟征收
美兰区灵山镇、演丰镇辖区内 2774.66 亩集
体土地及 10.11 亩国有农用地。2015 年 6
月 2 日，海口市美兰区委区政府发布《美兰
国际机场二期扩建工程项目土地征收工作
方案》，成立美兰国际机场二期扩建工程项

目搬迁工作指挥部（以下简称指挥部），抽调
时任海口市美兰区统计局党组书记、局长周
德敏担任指挥部办公室常务副主任、机场一
期遗留问题处理组副组长，负责具体征地工
作的综合协调、资金管理、文书起草及负责
清理机场一期征地遗留问题，并提出解决遗
留问题的方法和措施等工作。
周德敏在担任海口市美兰区新埠街道
工委书记、办事处主任期间，及在美兰机场
二期项目征收过程中，利用职务之便，在加
快征收补偿协议审批、征收补偿款拨付、协
调处理征收矛盾等方面为林某甲、黎某、吴
某、刘某、林某乙、陈某 6 人提供帮助，收受 6
人好处费共计人民币 170 万元。

谎称能低价兑换美元

海口美兰法院认为，被告人周德敏身为
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之便非法收受他人
170 万元，为他人谋取利益，数额巨大，其行
为已构成受贿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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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
告人周德敏在案发前因他人涉嫌受贿一事
案发，其担心收受林某甲好处费的事情被发
现，遂退回 55 万元给林某甲；周德敏到案
后，如实供述监察机关掌握的收受吴某好处
费 2 万元、收受陈某好处费 40 万元的事实，
主动交代监察机关尚未掌握的收受林某甲、
黎某、吴某、刘某、林某乙等人共计 128 万元
的事实，且退出赃款 115.05 万元。据此，法
院依法作出上述判决。

2 男子骗 82 万余元
均获刑 11 年 8 个月

本报讯 两男子自称是虚假机构“民族资产管理委员会”的工作人员，有能力低价兑换美元，以此为由骗
取他人人民币 82.2 万余元。近日，海口中院依法审理该案，被告人赵某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一年八个
月，并处罚金人民币 20 万元。被告人张某甲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一年八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 20 万
元。责令被告人张某甲、赵某退赔被害人陈某经济损失人民币 828863 元。
记者 吴佳穗

两男子谎称能低价兑换美元，骗 80 余万
2004 年左右，被告人赵某与被告人张
某甲相识。2015 年 3 月初，张某甲与被害
人陈某相识，张某甲自称他和赵某是“民族
资产管理委员会”的工作人员，有能力帮陈
某低价兑换美元，并提供相关债券单及附件
等材料，骗取陈某信任。陈某想要进一步了
解相关事宜，张某甲称要到四川与赵某当面
商谈。
2015 年 4 月 25 日，张某甲以到四川广
元兑换美元需要差旅费为由，骗取陈某在海
口在某银行转账人民币 9 万元至其账户。
当日，张某甲收到 9 万元后，将 4 万元转至赵
某的银行账户。
2015 年 4 月 27 日，张某甲与陈某及其
合作伙伴翁某甲等人在四川省广元市见面，
并联系赵某商谈兑换美元事宜。赵某提供
事先准备好的 10000 美元和“民族资产管理
者”等证明材料。陈某将该 10000 美元交给
合作伙伴带至深圳查验，确定为真钞后，与

赵某约定兑换 100 万元人民币的美元。
2015 年 4 月 30 日，陈某通过银行账户
将 60.8 万元转账到张某甲账户，该笔款项
中有 0.8 万元系因陈某资金不足，由张某甲
将其名下账户中的 0.8 万元转账至陈某账
户。2015 年 5 月 4 日，陈某再次通过银行
账户转账 20 万元到赵某的银行账户，两次
合计转款 80.8 万元。收到转账后，赵某按
张某甲要求，于 2015 年 5 月 7 日将 16 万元
转给张某甲。
因张某甲与赵某所称的“民族资产管理
委员会”为虚假机构，无法帮陈某兑换美元，
多次以各种借口拒绝归还诈骗所得，陈某发
现被骗后到公安机关报案。
2017 年 2 月 21 日，海口市公安局美兰
分局立案，并对张某甲、赵某予以网上追
逃。2017 年 5 月 8 日，张某甲在河南省被民
警抓获。2017 年 11 月 17 日，赵某在四川省
被民警抓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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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省去年税收收入

1050.3亿

□记者 刘兵 通讯员 刘碧波
本报讯 昨日，记者从全省税务工
作会议上获悉，2020 年全省税务系统
共组织国内税收收入 1050.3 亿元，组
织社保费和非税收入 346.1 亿元，办理
出口退税 36.8 亿元，前 11 个月新增减
税降费 175.8 亿元，其中，支持疫情防
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税费优惠政策新增
减税降费 134.1 亿元。

我省一考生公务员
笔试违纪违规

拟取消当科成绩
本报讯 我省 2020 年公开遴选公
务员考试笔试已于今年 1 月 16 日结束，
昨日省考试局发布了笔试违纪违规拟
处理公告，
1 名考生在笔试（综合能力测
验）中，将规定以外的物品带入考场且
未按要求放在指定位置，
被认定为考试
违纪违规行为，省考试局拟对其作出当
次该科目（场次）考试成绩无效的处理
意见。考生如对所认定的违纪违规事
实存在异议，可在公告之日起 5 日内向
海南省考试局社考处陈述和申辩。逾
期未陈述申辩的，省考试局将依法依规
作出正式处理决定。
记者 林文星

法院二审维持原判
一审法院认为，被告人赵某、张某甲
共同虚构事实、隐瞒真相，骗取被害人
828863 元，数额特别巨大，二人的行为
均已构成诈骗罪。犯罪数额的认定以被
害人最后实际损失为准，被害人陈某先
后向二被告人转账 89 万元人民币，但其
从被告人处获得 1 万元美金，该笔美金
折算人民币 61137 元，故本案犯罪数额
应认定为人民币 828863 元。据此，法院
依法作出上述判决。
后被告人赵某、张某甲不服一审判
决，
提起上诉。
海口中院二审认为，上诉人赵某、张
某甲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通过虚构解冻
民族资产，低价兑换美元的事实，骗取他
人 82.8863 万元，其二人的行为均已构
成诈骗罪。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
用法律正确，量刑适当。据此，法院驳回
上诉，
维持原判。

屯昌

放鞭炮庆开业
当事人被罚款 100 元
本报讯 1 月 16 日 9 时，屯昌县综
合行政执法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大队执
法人员在巡查中发现一起违规燃放烟
花爆竹行为。经查，系屯昌县农博城农
博雅苑某便利店为庆祝开业，在店门口
燃放鞭炮。执法人员对当事人杜某鹤
批评教育后，责令其将现场打扫干净，
并将杜某鹤带到屯城镇派出所接受处
罚。屯城镇派出所执法人员依法对当
事人进行了问询和教育，并对其处以
100 元罚款的行政处罚。
通讯员 林小丹 见习记者 林鸿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