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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 !!月 !"日 #$版刊发的!便宜二手车
"市场#疑是网站骗局$一文%对海口子虚乌
有的&骏威龙艾普二手车市场#进行了披露'

今天%工商部门认为该二手车市场涉嫌经济
诈骗(海口市公安局网监处已查出网站 %&&'(

))*+**,"!!--./01)在美国弗吉尼亚州注册%

估计是在国外租赁空间后上挂的'

今天下午% 海口市西庙工商所负责人
就昨天记者向 !,-!2反映海口 &骏威龙艾
普#并不存在%却在网站上发布低价二手车
信息一事% 专门来电答复)&在没有实体店
的情况下% 利用虚拟的网站提供虚假的商

业信息% 这样的举动已经不是简单的商业
欺诈行为% 而是涉嫌性质恶劣的经济诈骗
行为%属于刑事案件范畴' #

记者随即向海口市公安局网监处报
案' 该处一位姓杜的网络技术人员%很快就
查出网站 %&&'())*+**,"3!--./01)是在美国
弗吉尼亚州登记注册的' 据他推断%有人可
能是在国外租赁网络空间后% 上传这些虚
假信息的'

当记者问到公安部门下一步是否屏蔽
该网站%或监控网站上所留的手机号码时%

杜警官表示%此事将请示上级后%再做进一
步行动'

记者在网络搜索时还发现% 这家所谓
的 &骏威龙艾普二手车市场#% 除了 %&&'())

*+**,"!!--./01)这个网站外% 还有另外一
个网站 %&&'())444.5''2**./01)%二者的内容
毫无二致(而在一些网络论坛上%已有人披
露自己曾经上当%甚至还汇出 !666元的订
金%结果了无音讯'

这个涉嫌诈骗的网站还在网上解释
交定金的理由)&因为以前有很多客户都
让我们先送车过去% 送车工作人员辛辛
苦苦的把车子送过去% 联系不到他人或
联系到了不来接车% 我们也不可能再派
人过去找他' 这样的话我们送一趟车下

来就要损失来回的费用' 所以现在不管
是新客户还是老客户% 需要我们送车的
话订金都要先交' #

今天中午% 三亚市的程先生看过报道后
致电记者%认为以低价&出售#二手车吸引消
费者上当受骗的网络事件固然很多% 除了骗
子用本身自有的网站行骗外% 一些知名网站
提供免费的信息发布平台% 无疑也起到了推
波助澜的作用%因此%网管人员应及时清理这
类虚假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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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后”校园暴力亟待重视
本报记者 %&' ()

本报 !!月 !7日 #2版 ! 因生活琐事
被记恨 琼海一初中女生遭室友群殴 ***

&+6后#如何学会宽容谅解成市民关注话题
$报道见报后%连日来%在读者中引起强烈
反响+ 许多读者在给记者的来电中纷纷表
达了同样的担忧)校园暴力%已成为一种不
可忽视的社会现象' "+6后,的心理发育与
健康%亟需引起有关各方面的进一步重视'

他们普遍认为%&+6后, 的校园暴力与
心理健康问题%已绝不是个别的-简单的普
通个案%而是具有复杂背景的社会现象%应
当引起全社会的广泛关注与重视+

bcdefghi

琼海市万泉中学小陈被打一事见报
后% 一些学校的老师在接受记者采访时甚
至认为% 小孩发生摩擦在宿舍里吵嘴打架
很正常%很多学校都有这样的现象+

海口市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有关人

士认为%"+6后, 孩子的心理发育与教育辅
导及其大环境有关%与学校老师-家长和社
会对校园暴力的危害普遍认识不到位有关+

海南大学心理学教授汪浩认为% 校园
暴力通常会有一些早期的警告信号+ 例如
孩子最近很反常%经常闹情绪%说同学"坏
话,+ 老师-家长-社会不能放任%发生一起
要追究一起%将校园暴力扑灭在萌芽中+

>jklmnopqrgX

海南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行政管
理系主任黄崇利教授向记者分析% 校园暴
力反映了步入青春期孩子们在心理发育方
面存在着或大或小的问题%比如自私自利-

不会与人相处-盲目从众-自我控制能力差
等等+

一些家长在网上留言% 自家的孩子从
小没离过家% 上学住校后经常为如何处理
与舍友关系困扰+

黄崇利建议%"+6后, 孩子在集体生活
中首先当然应当多一份宽容心% 友好对待
同学%要懂得包容%在遇到矛盾的情况下%

也不妨大胆提出%与他人分析状况-分享想
法+ 这是一种向善的相处之道+

其次% 学校应经常性的多方面开展快
乐团体活动%多创造一些集体活动的机会%

帮助同学之间建立友谊% 在愉悦气氛中开
导学生释放心中的烦闷情绪% 逐渐度过这
个适应期+

stnuvwxyz{|

海南医学院人文社科部心理系教授岳
筱雯则认为% 家庭暴力也是造成学生心理
出现问题的根源之一+

家庭暴力有两种方式)一种是显性的%

即 "棍棒式的强制,( 另一种是隐性的%即
"温柔的强制,%父母爱你%你就应该这样不
应该那样+ 它们都会给孩子带来心理压力

和扭曲+ 为此他们往往通过欺凌弱小来释
放压抑%获取一种心理上的平衡+

"近年出现的越来越多的女生群殴事
件%其深层次的原因是性别的中性化+ ,海
南省心理干预研究会副会长何欢宝认为%

很多女生倾向于模仿男生% 以身体力量的
博弈来解决问题+ 而学校-家庭-甚至整个
社会% 都缺乏一种有针对性的温良贤淑的
女性化教育+

黄崇利说)"很多青少年暴力事件%与
长期接触网上暴力游戏- 暴力小说有一定
关系+ ,他认为%如今在网络暴力方面的界
定还很宽泛%海南目前正打造动漫产业%建
议开发更多积极的网络产品+

何欢宝建议%家长应加强对孩子"真善
美,的人格教育%更多地重视孩子的心理健
康+ 学校老师们与家长都要言传身教%以
"无言的教育,感化学生%同时社会各界也
要共同努力% 营造有利于青少年身心健康
发展的大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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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里常有警匪飞车追逐火爆场面%今
天早晨% 琼海市街头就上演了这么相似的
一幕+ ,名涉嫌多起飞车抢夺的疑犯发现
被琼海市警方跟踪后%迅速逃窜+警方紧追
不舍%最终将疑犯擒获+

近期% 在琼海市嘉积中心市场附近连
续发生 -起飞车抢夺金项链案件% 在社会
上造成恶劣影响+ 犯罪嫌疑人是两名年轻
男子%骑一辆红色 !,2两轮摩托车+

针对此案%!!月 !2日% 嘉积派出所成
立了专案组+今天上午 *点半%便衣行动小
组两名成员在嘉积镇东风路中心市场对面
路口执行任务时% 发现了两名青年男子驾
驶着涉案摩托车%便立即进行跟踪+ 然而%

狡猾的嫌疑人感觉情况异常后% 突然调转

车头开足马力往嘉积大桥方向逃窜+ 两名
民警立即跳上摩托车追赶% 并通过对讲机
呼叫其他队员进行堵截+

在温泉派出所民警的配合下%警方将犯
罪嫌疑人追赶至温泉镇一加油站时%由于转
弯过急%嫌疑人驾乘的摩托车摔倒在地+ 其
中一名嫌疑人逃至附近一间空屋内躲藏%被
随后赶到的便衣民警抓获+另一名嫌疑人则
逃进路边一处草丛%和民警"捉迷藏,+

警方立即发动周边群众% 对嫌疑人可
能藏身的地方开展地毯式搜查% 藏身于草
丛中的犯罪嫌疑人最终被擒获+

根据犯罪嫌疑人交待% 警方在一出租
屋的空调机后挡板处% 起获涉案赃物金项
链等+ 据悉%两名犯罪嫌疑人均为广西人%

作案前都会事先踩点%并设计好逃跑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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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今天%定安县龙门镇大
山村"妇女之家,挂牌成立+ 据悉%这是定
安县首个挂牌成立的"妇女之家,%同时也
拉开全省"妇女之家,创建工作序幕+

据了解%"妇女之家,是宣传政策的阵
地-传授知识的课堂-传递信息的纽带-联
系和服务妇女群众的窗口%同时也是展示

妇女风采的平台+

省妇联负责人告诉记者%建设村-社
区"妇女之家,是实施强基固本工程-开
展"示范,创建活动的重要内容%是把妇
联组织建设成为"坚强阵地,和"温暖之
家,的重要举措%今年年底前在全省所有
村级组织和社区活动场所都要建立 "妇
女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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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用花什么钱% 就有了这套新房%这
多亏农场的大力帮扶+ ,近日%在自家刚搬进
的新房前%白沙黎族自治县国营龙江农场金
波分场归难侨二队 2*岁的职工张锦荣深情
地感慨+

据悉%龙江农场共有归难侨编制单位 2

个%总人口 +7"人%共 ,28户+ 由于种种原
因%金波分场和卫星分场的归难侨职工住房
问题一直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66+年农场
改革重组后%龙江农场党委非常重视侨务工
作%把归难侨的稳定工作列为维稳工作的重
点%把归难侨职工保障性住房列为农场民生
工程的重中之重来抓+

该场邀请省农垦总局侨联的相关领
导% 到各个难侨队召开职工代表座谈会%

组织基建科-场侨联-分场等部门单位多
次到归难侨队进行逐户走访% 倾听民意%

耐心向他们解释国家-农垦的保障性住房
政策+

金波分场 *6岁的何宗源原来一直反对
家人报名建房%是住房问题的老上访户+ 为
了做通他的思想工作%队长曾国强天天上他
的家门%尽管如此%老何还是想不通+最后曾
国强想到先把政策讲给与他同龄的陈真仰
老人%又让陈真仰老人去给他做解释动员工

作+ 通过走"迂回路线,% 何宗源一家终于报
名建房了+

在归难侨职工保障性住房的实施方
案上该场重在减轻职工经济负担%他们在
全额享受国家和省农垦总局资金补贴的
基础上%农场再补贴部分资金%作为 "三
通一平,配套工程的费用%并根据归难侨
职工个人经济能力%分别采取新建-改建
和扩建等方式+

在建房过程中%龙江农场千方百计把服
务落实到位+首先由基建科做好规划设计服
务%满足职工对不同户型的要求%力求美观-

经济-实惠%向职工公开户型-造价和各项技
术要求%施工单位由农场侨联选择或职工自
行选择%农场职能部门全程做好工程质量监
督+ 其次针对卫星-金波分场归难侨队营区
土地有限%不能满足归难侨职工危房改造建
房用地的问题%该场致函海胶集团龙江分公
司协商%要求使用营区旁边橡胶林段部分土
地建设职工保障性住房%解决了归难侨职工
保障性住房用地问题+

据了解%该场今年改造的 !,*套归难侨
职工保障性住房建设计划%已在 "月底全部
开工建设%目前全面竣工的达 *2套%竣工率
7"9+ 预计到 3:月底将全部竣工%3:*户侨
胞有望在春节前全部迁居入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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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月 37日中午 3:时许%昌
江黎族自治县一男子因购车信息泄露%被
诈骗分子误导% 按对方要求在昌江某邮政
储蓄的 #;<机上操作% 卡内 "3$*元全部
被盗取+

该王姓男子前不久刚刚结婚% 亲戚以
其名义在昌江某车行购买了一辆下乡补贴
的摩托车%并做为结婚礼物送给他+今天中
午 3:点多%他接到一个电话%对方声称要
将他购买摩托车的下乡补贴以转账的形式
转给他%需要他在 #;<机上提供自己的账
号%并按他们的步骤进行操作+

王某说)"因为对方知道我的姓名%联
系电话%并且知道我在哪个车行买车%对我
的情况非常熟悉%所以我当时深信不疑+没
想到所谓的补贴领不到% 反而自己卡上的
所有金额全部被盗取+ ,

当旁人告诉他%购买下乡补贴产品时%

其补贴部分是在购买产品时现场兑现的%

不存在转账一事+该男子苦笑道%自己读书
少%不知道这么多+

据该邮政储蓄有关工作人员证实%王
某卡内的金额是在今天上午 3:点多以转
账的形式转到了一个外省账号上+目前%警
方已经介入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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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DEF"昨天下午%洋浦公安局在
新英湾派出所举行了系列空调盗窃案返赃
大会%将追回的 :6部被盗空调外机发还给
失主+

今年 *月份以来% 洋浦开发区内接连
发生系列空调外机被盗案件% 严重影响了
居民和单位的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社会反
响强烈+为消除影响%洋浦公安局新英湾派

出所组织精干警力全力破案+ 36月 "日凌
晨 3时许% 犯罪嫌疑人李某某携带螺丝刀
等工具窜至洋浦海岸华庭小区外盗窃空调
外机时%被守候民警当场抓获+ 经突审%李
某- 周某对流窜洋浦区内盗窃空调外机的
事实供认不讳+民警乘胜追击%立即到各销
赃地点%全力追缴涉案空调机%追回被盗空
调外机 :6台%内机 =台%电视机 3台%一举
破获盗窃案件 32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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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5HI"今天%记者从今天海口市公安
局秀英分局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获悉%该
分局日前成功摧毁一个儋州籍特大入室盗
窃犯罪团伙%抓获犯罪嫌疑人 2名%破获系
列入室盗窃案件 22起% 追回金银首饰-珍
贵木雕-手表-手机-数码相机等价值 36万
余万元的财物+

今年 *月的一天%家住昌茂花园小区的
宋先生起床后发现放在家里价值 +万元的
劳力士手表不翼而飞% 皮包等物品被杂乱
地丢在门口+他急忙清点家中的财物%发现
除了手表外% 家里的笔记本电脑-:部手机
和 3万多元的现金全都没了% 被盗财物价
值 36余万元+

"当时屋里有 2个人睡觉%我们都不知
道什么时候贼进家里的+ ,宋先生说%被盗
后他还特别查看了家里的房门和窗户%没
有发现一点被撬动的痕迹% 可见窃贼是开
锁进屋%而且动作相当娴熟%以至于没有什
么声响+

通过对现场勘查-调查走访%秀英刑
警初步锁定了犯罪嫌疑人羊某+ 今年 +

月%秀英刑警获悉羊某居住在海口香港城
大酒店后%及时跟踪%发现与羊某同居的
一伙人行迹极为可疑%通常在凌晨三四点
出入酒店+

+月 "日 33时许% 秀英公安分局刑警
大队刑警在香港城大酒店将正在睡梦中的
羊某-郭某强-胡某-李某-王某等 2 人抓
获% 当场从房间内缴获 =把自制开锁钥匙
和 =张开门卡片等作案工具% 分别从 2人

身上缴获名牌手表-手机等贵重物品+

经审讯% 犯罪嫌疑人羊某等 2人对自今
年 :月以来%先后在海口-琼海-儋州等地实
施入室盗窃 26余起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

"这个盗窃团伙作案时间通常选择在
后半夜% 即在被害人熟睡时潜入居民家
中% 作案地点则选择繁华地段居民楼或
较为偏僻的城中村%作案前不踩点%随机
性强+ ,办案刑警朱警官介绍+ 他认为这
伙窃贼通过自制的仿防盗门钥匙或硬塑
料卡片等作案工具% 在很短时间内将被
害人房门直接打开%甚至不用一分钟+ 由
于技术含量高-隐蔽性强%通常让被害人
很难防范+

这个盗窃团伙入室后% 主要选择盗窃
现金及手机-笔记本电脑-摄像机-照相机-

金银首饰等贵重物品下手% 如果没有发现
贵重物品% 他们会潜入卧室翻掏衣物口袋
寻找钱包+一经得手立刻潜逃%作案十分猖
獗%有时一晚连续作案数起+

有一回% 这个盗窃团伙发现丘海大道
一住户家中存放有十多箱洋酒-红酒后%倾
巢而出连开三道门% 将屋内价值 7万多元
的红酒-洋酒一箱箱搬运到海秀路后%再用
农用三轮车运走+ 朱警官说%虽然这个盗窃
团伙有 *人%但是像盗窃红酒这样共同作案
的情况很少%较多的则是二三人一组%分头
作案且分工明确%有人负责开锁%有人负责
放风-掩护%有人负责进入房间盗取财物+

此外%在盗窃过程中%发现某个居民楼
或某个住户比较好偷的话% 他们会互相通
气%重复实施盗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