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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金昌波 通讯员 林玥 陈燕

当你遭遇“碰瓷”，你会怎么处
理？很多时候人们为了节省时间和避
免麻烦，往往糊里糊涂交钱，以此“息
事宁人”，没想到却上了当，让犯罪分
子白白诈取了钱财。近日，我省检察
机关正式对两个“专业碰瓷团伙”予以
批捕。检方指出，这两伙人犯罪手法
如出一辙，均以讹钱为目的，故意制造
交通事故，以此要挟甚至威胁另一方

当事人索要钱财。
据了解，今年6月份以来，海口发

生多起犯罪嫌疑人驾驶车辆故意制造
交通事故，以此向事故另一方当事人索
要钱财的案件。7月17日，海口市公安
局刑事警察支队接到被害人报案，被害
人称其在海口市绕城高速及海口市美
兰区海文高速路段被一辆车牌号为琼
E11599的黑色丰田凯美瑞轿车以“碰
瓷”方式敲诈勒索。当日，海口市公安
局决定对“7·17”敲诈勒索案立案侦查，
7月18日决定对犯罪嫌疑人戴某某、周
某坤刑事拘留。目前，此案告破，海口
市检察院已对戴某某、周某坤涉嫌敲诈
勒索罪批准逮捕。

与此同时，由周某勤、朱某驾驶的

琼AQT977黑色丰田凯美瑞轿车也用
相同手法“碰瓷”作案，且屡屡得手。
今年6月16日，犯罪嫌疑人周某勤、朱
某在海口市秀英区绕城高速公路驾车
尾随被害人张某驾驶的小汽车至永兴
出口处路段，故意驾车碰撞张某驾驶
的汽车，敲诈勒索张某钱财，张某当场
报警，海口市公安局秀英分局立即出
警赶到现场将周某勤、朱某带回调
查。经讯问，犯罪嫌疑人周某勤、朱某
供认了敲诈勒索的犯罪事实。目前，
秀英区检察院已对周某勤和朱某批准
逮捕。

办案民警指出，此类犯罪分子多是
结伙作案，他们常守候在港口、码头、街
道等处，寻找一些刚来到海南岛的外地

车辆作为作案目标，确定目标后，就会
一路尾随，选择在一些电子监控盲点地
区，乘受害人向右行驶时，以左前轮碰
撞前车右后角，然后派1人上去与受害
人争执，用推搡等武力恐吓威胁，其他
人则在一旁好言相劝或推波助澜，促使
对方“就范赔钱”。

检方提醒市民，做到文明规范驾车
是保护自己的最好方法。如若遇到交
通事故，应及时报警或报保险，避免私
下处理，给“碰瓷”犯罪分子敲诈勒索机
会。如怀疑自己已经遭遇“碰瓷”，应当
立即主动报警，有助于公安机关及时收
集违法犯罪证据，打击犯罪，让制造“碰
瓷”的犯罪嫌疑人受到应有的惩罚。

（本报海口10月16日讯）

汽车遭遇“碰瓷”，该怎么办？
检方提醒：遇到交通事故及时报警，切勿私了

10月16日，在万宁市万城镇，该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工作人员，在对街道的
外环境进行喷洒灭蚊的同时，在街头加强环境卫生知识宣传力度。

本报记者 张杰 通讯员 李敏 摄

本报海口10月16日讯（记者邓海
宁）记者今天从海口市运管处获悉，截至
目前，海口已完成全年更新投放出租车
辆总量的90%，剩余车辆的更新投放工
作将在年底前完成。按照工作计划，年
底前海口还将新开通3条公交线路以及
优化调整部分线路。此外，今年海口还
计划新建82座公交候车亭，现已开始组
织实施，预计年底可完成。

据介绍，截至目前，海口已更新投放
出租车辆653辆（不含新增投放的100辆
电召出租车和50辆纯电动出租车），剩余
的74辆更新投放工作将在年底前完成。

“年底前还将新开通3条公交线路，
解决新开辟住宅区、新开通道路以及工
业园区等公交通行问题。”运管处相关负
责人表示。

海口计划建
82座公交候车亭
年底前将新增3条公交线路

海口爆裂水管紧张抢修中

最快今日凌晨
恢复供水

10月 16日，工人们正在龙塘
镇美源村地段供水管爆裂处紧张吊
装钢质水管，代替昨天爆裂的旧水
泥水管。

据悉，损坏的水管系1993年
安装，早已老化，经常爆管出事故。
新装钢水管需要焊接，打接口、粘
合，填埋，预计17日凌晨能够接通，
然后开始送水，排空气，慢慢增压，
明天上午海口全城可望恢复水压。

此外，记者从粤海铁公司获悉，
海口火车东站15日下午起已暂停
日常用水供水。该站有关负责人就
停水给旅客带来的不便表示歉意。

文/本报记者侯小健
图/本报记者苏建强

本报三亚10月16日电（记者符王
润）为杜绝出租车企业利用出租车指标
非法牟利，三亚市今后将采用电脑摇号
的方式选聘合格的出租车驾驶员。昨
日，这套经过大半年开发的出租车号牌
摇号系统正式亮相并进行预演。

据了解，这套系统为单机版系统，系
统通过导入参与摇号驾驶员名单的电子表
格，根据确定招聘的驾驶员岗位数量，随机
抽取导入电子表格名单中的驾驶员。

预演现场，针对系统运作流程以及
监管机制的相关问题，来自出租车企业
以及计算机行业的代表提出了各自的建
议。三亚市交通局相关负责人表示，主
管部门将根据此次预演收集到的意见和
建议，制定出更加完善的监督机制和摇
号流程，让这套摇号系统能够经受住各
种考验，让出租车驾驶员招聘工作做到
真正意义上的公开透明，从源头上杜绝
出租车企业违规收取“茶水费”，利用指
标非法牟利等问题。

为防止利用招聘牟利

三亚电脑摇号
选聘出租车司机

本报海口10月16日讯（记者李关平 通讯员
沈玉华 崔善红）谎称为他人介绍装修项目，屯昌
一男子陈某海诈骗他人11.78万元。记者从海口
市龙华区法院获悉，该院近期以诈骗罪判处陈某
海有期徒刑4年，并处罚金4000元。

2011年9月，被害人唐某梧经人介绍认识了
被告人陈某海（现年52岁，海南屯昌县人）。陈某
海得知唐某梧是做装修工程后，便谎称要将位于
海口市盐灶路八灶村314号海南省艺术研究所职
工的住宅楼介绍给唐某梧装修，后又私刻了海南
省艺术研究所公章和研究所合同专用章，并伪造
了合同书、收据、承诺书、通知等文件。

陈某海以要送给研究所所长和经办人的好处费
为由，骗取被害人唐某梧共计人民币11.78万元。被
告人陈某海将诈骗得来的钱款用于赌博及日常开销。

男子诈骗11万余元
获刑4年

本报海口10月16日讯（记者金昌波）记者今
天从省检察院获悉，海口市秀英区检察院成功调
解一起民事申请抗诉案，促使当事人在一宗缠诉
7年的房屋所有权纠纷案件达成和解协议，从源
头上化解了当事人矛盾，真正实现案结事了。

2007年3月，因王某等10人拖欠海南省建行
按揭贷款本息多期，省建行申请海口市龙华区法
院强制执行保证人海运总公司的财产。2007年
11月，海运总公司向龙华区法院起诉，要求解除
与王某等10人的商品房买卖合同，双方因此形成
了商品房买卖合同诉讼。2011年1月，经二审法
院审理，海口中院判决解除海运总公司与王某等
10人的商品房买卖合同。王某等人不服，向省检
察院提出申诉。

案件交由秀英区检察院办理后，认为海口市
中院的判决并无不当，但10位申诉人多次到省政
府上访，情绪非常激动。原来，二审法院判决解除
合同，房屋的产权属海运总公司，但由于其中7套
商品房已装修入住，并定期交纳物业管理费用，因
此强制执行收回这7套房屋难度非常大。在法院
执行过程中，双方已发生过肢体冲突。

为促成双方当事人和解，秀英区检察院邀请
海口市国资委、海南港航控股（开发商代表）、海南
诚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和10位申诉人共同参加
协调会，就10套争议房产的价格确定方式及其它
交易事项进行协商，最终促成当事双方按照协商
会议纪要对涉案房屋进行评估并重新签订了房屋
买卖合同，目前已有3位申诉人办理了房产证。至
此，这起长达7年的房屋纠纷得到圆满解决。

房屋纠纷案缠诉7年
秀英区检察院成功化解

本报海口10月16日讯（记者李关平）10月
14日，海口南大桥国宾酒店对面的海秀路，一名
拾荒男子被车撞成重伤因抢救无效死亡。今天上
午，涉嫌肇事的车主才到交警部门配合调查。

据悉，10月14日下午2时15分左右，在海口
南大桥国宾酒店对面的海秀路上，一名30多岁的
拾荒男子，在横穿马路的过程中，被一辆轿车撞
倒，随后，轿车驶离现场。

海口交警部门介绍，事故发生之后，受伤男子则
被送去医院抢救。但处理事故交警没有找到目击
者，没有肇事车牌或者车辆型号、颜色等信息。随
后，在一天多的时间里，办案民警通过走访群众，调
取监控全面排查当天同时段通过该路段的所有可疑
车辆。办案民警最终在4部可疑车辆中锁定了肇事
车辆，并初步怀疑是一辆海马牌的银灰色小轿车。

15日下午，办案民警先后两次与涉嫌肇事车
主李某联系，希望他主动到交警部门配合调查，但
李某都拒不承认。16日上午，李某才自行前来配
合调查。而根据李某的交代，交警部门初步判定
李某的行为属于肇事逃逸。

据了解，肇事男子李某，31岁，山西省太原市
人。目前，对于具体的案情，交警部门还在调查当
中，而在事故中被撞的拾荒男子，于今天上午7
点，因伤情过重在医院不幸离世。而由于男子身
上没有任何可以证明身份的物品，警方暂时还没
能联系到他的任何亲属或家人。

海口拾荒男
斑马线上被撞身亡
肇事车主逃逸两天后现身

本报三亚10月16日电（记者张靖超 特约记者
罗佳）近日，三亚警方一举捣毁一聚众赌博窝点，当
场抓获组织和参与赌博的嫌疑人21名，查扣车辆4
辆，经现场初步清点，现金赌资达30余万元，银行卡
35张，同时查获麻将、手机等涉案工具一批。

据了解，去年以来，三亚市公安局按照省公
安厅统一部署，开展了“铁拳禁赌”专项行动。
10月12日，三亚警方接到群众举报有人利用酒
店作掩护，大肆进行聚众赌博的线索后，三亚市
公安局立即成立专案组介入调查。民警通过多
方取证，迅速查明了赌场具体方位及参赌人员等
相关信息。

三亚治安支队相关负责人透露，10月12日
晚，支队组织精干警力，在位于国际饭店6楼605
房、606房的赌博窝点周边进行排查和设伏，并分
组包抄，见抓捕时机成熟，民警迅速出击，将赌博
窝点内组织和参赌人员一举抓获。

经审讯，三亚警方对涉嫌开设赌场及赌博的
杨某平、王某明、崔某桃、但某友等4名主要组织
者依法刑事拘留，对杨某凤等13名参与赌博的人
员依法给予行政拘留和行政罚款的处罚。

据悉，该案是近年来三亚市破获涉案人员最
多、扣押现金赌资最大的一起赌博案件。目前，案
件正在进一步办理中。

三亚警方近日
查处一赌博窝点

本报海口10月16日讯（记者梁振
君 通讯员刘棠琳 汪玮）近日，海南农垦
总局将2013年度大病救助金605.5万
多元拨付至垦区各单位账户，再由各单
位发放到符合救助条件的患病职工手
中。此举共惠及1750名垦区职工。

2013年大病救助金支付比例和起
付点均按照上年度规定办法执行，即救
助金起付点2000元，凡属救助范围的职
工，医疗费用经医保结算后，个人支付部
分（不含自费药）在2000元以上的给予
救助。2013年度职工大病救助共收到
104个单位申请救助材料1812份，符合
条件实际救助1750人，支付比例确定为
30%，发放救助金605.5075万元。

海垦发放大病救助金
600多万元
惠及1750名职工

本报海口10月16日讯（记者马
珂）记者今天从省卫生计生委获悉，海
南省卫生计生委、海南省爱卫会、海南
省教育厅、海南省旅游委、海南省交通
厅、海南省住建厅等多部门将联手进一
步加强重点场所防蚊灭蚊工作。

据了解，截至10月13日，全省已
报告了5例登革热输入性病例，部分市
县媒介密度已超过警戒水平，我省面临
登革热病例输入引发本地爆发流行的
风险仍较高。

各部门近期将集中力量组织开展
一轮针对医院、学校、宾馆酒店、旅游景
区、机场、码头、车站、建筑工地等重点
场所的卫生运动，狠抓环境卫生整治、

防蚊灭蚊和消除蚊虫孳生地等登革热
防控措施落实。动员和统筹部门资源，
形成工作合力，确保10月底前所有重
点场所100%覆盖，切实将蚊媒密度降
低到安全水平以下。

各市县将发动街道、社区、机关、
企事业单位等基层单位广大干部群
众积极参与防蚊灭蚊活动，加强专业
消杀灭蚊队伍和群众参与的协作配
合，形成群防群控工作格局。特别是
重点场所及其周边半径 100 米范围
内，至少在今后两个月内坚持每隔
10-15 天开展一次伊蚊成蚊杀灭工
作，同时采取各种措施消灭伊蚊幼虫
孳生地。

降低学校、车站等重点场所蚊媒密度

我省多部门联手灭蚊

社会聚焦

本报海口10月16日讯（记者邓海
宁）“海南人真好！”13日下午，从海口出
租车驾驶员王世兴手中取回失物的澳
大利亚游客David感激地称赞道。

对在海口开了20年出租车的王世
兴来说，捡到失物后送回被乘客感谢的
例子并不少，在13日下午发生的这起事
件却让王世兴记忆尤为深刻。

当天下午4时 30分左右，驾驶着
琼 A40529 电召出租车的王世兴将
澳大利亚游客 David 从美兰国际机
场送至宝发幸福酒店后，便开车送
另外一名客人前往西海岸。到站
后，王世兴却在出租车后备箱发现

一个行李包。
经确认，这个行李包极有可能是外籍

游客David落下的。考虑到国际友人随
身携带的行李包内肯定有贵重物件，王世
兴立即驱车返回宝发幸福酒店，但因不知
道游客David的房间号，便前往酒店的前
台咨询，刚好遇到正在焦急求助的Da-
vid。看到王世兴将丢失的行李包送回，
David激动地给了他一个大大的拥抱，并
由衷地称赞道：“海南人真好！”

经过现场检查确认，行李包内的
护照、钱包及银行卡均未丢失，包内12
万多元人民币完好。拿回失物的Da-
vid非常兴奋，拿出1万元现金要感谢
王世兴，但最终还是被王世兴婉拒。

“钱我肯定是不能收的，夸我们海南人
真好，就是对我最大的鼓舞。”王世兴
说道。

在将行李包安全送还后，王世兴便
继续开始工作。但让他意外的是，不久

之后便接到公司的电话，说David指明
要他于次日送自己前往机场。按照约
定的时间他来到酒店见到了David，但
David根本不是要去机场，而是想再见
一面表示感谢。

“他真的很有心，我很感动。”王世
兴说道，虽然自己拒绝了David 的现
金酬谢，但David 最后还是找到了他
所在的公司，送去一面拾金不昧的锦
旗表示感谢。

及时送回装有12万多元行李包，获外籍游客由衷称赞

海口好的哥拾金不昧拒万元酬谢
践 行 社 会 主 义 核 心 价 值 观

好好天涯 人人

■ 本报记者 张谯星
通讯员 佘正斌 特约记者 杨瑞明

秋日的海南，迎来了收获，也迎来
了新的绿意。一个多月来，在武警海南
省总队新兵团，300多名90后新兵正经
历着一次人生蜕变。

双胞胎警营争高低
新训一开始，张涛、张强双胞胎兄

弟就成为了二营三连的一道独特的风
景线。哥哥张涛分在1班，弟弟张强
分在8班。有人说，双胞胎什么都很
像，可来自河北石家庄的两兄弟却不

一样。哥哥在新兵连的第一个星期就
因为认真细致成了内务标兵。弟弟心
里暗自较劲，不想输给哥哥：“你在内
务上当标兵，我就在军事上拿第一。”

张强每天训练非常刻苦：别人跑
3000米，他就跑5000米；睡觉前100
个俯卧撑成了家常便饭。在连里第一
次军事会操中，弟弟也如愿以偿成为军
事训练标兵。

女“英杰”圆了军旅梦
1993年出生的一营一连女兵刘英

杰是名副其实的女“英杰”：大学本科
毕业，拥有会计学、艺术设计学双学士

学位。毕业时，多家企业曾向她抛出
高薪橄榄枝，可她却做出了一个让谁
都没想到的决定：携笔从戎，报名参
军。

今年6月14日，她偶然看到国家公
布放宽征兵的身高条件后，激动地跑到
征兵办递上了入伍申请。训练场上，她
总是训练最刻苦的一个。生活中，刘英
杰积极发挥特长参加各项文体活动，在
国庆黑板报比赛中，她精心绘制的板报
一举夺魁，取得了一等奖的好成绩。刘
英杰告诉记者，部队告诉了她什么是团
队，什么是配合，这正是人生最缺的一
课，“参军报国，我无怨无悔”。

减重60斤的“兵老师”
1990年出生的王健在新兵里显得格

外成熟。周末育才课上，他大胆地走上讲
台有声有色地为大家介绍当代文学，让台
下的战友们啧啧称赞。原来，王健在入伍
前是一名持证上岗的语文老师，已经在河
北沧州一家中学教书一年多。

当被问及为什么要来当兵，他毫不犹
豫地告诉记者：“当兵是我的梦想，是我人
生中必须要去完成的任务！”为了达到入
伍的身体条件，王健凭借着惊人的毅力用
了2个月时间硬是把自己的体重从240斤
减到了180斤。（本报海口10月16日讯）

一个多月来，300多名武警部队新兵在大熔炉中历练——

橄榄绿点亮青春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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昌为进一步规范我省税收秩序，

共建和谐税收，海南省地方税务局

欢迎社会各界对税收违法行为进行

检举。我们郑重承诺：严守保密规

定，对重要线索一查到底。检举的

税收违法行为经立案查实处理并依

法将税款收缴入库的，依照相关规

定给予奖励，检举奖金数额最高不

超过10万元。

举报电话：66969110；或12366

转2号键

举报网址：http：//www.tax.

hainan.gov.cn

举报受理部门地址：海口市城西

路18号地税大厦4楼409房

海南省地方税务局

公 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