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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报集团2015金秋车展中奖名单
一等奖：iphone 6

姓名
谢朝琼
于 参
喻美华
余进军
柯 冬
郑园园
程 遥
庄 欣

手机号码
138xxxx6361
139xxxx3986
136xxxx4779
136xxxx2808
155xxxx8997
157xxxx8700
136xxxx9118
138xxxx9213

姓名
赵 璐
陈奕波
吴淑和
马振娥
陈献友
施朝兰
刘 昆
梁安波
朱桂蓉
刘尚霞
孙义辉
王宏勇
王建洲
蒋 琮
陈卓远
曹念东
周 超
陈启民
黄明宗
常英卓

手机号码
139xxxx0900
155xxxx6666
138xxxx3026
138xxxx9213
188xxxx8115
137xxxx5709
130xxxx4888
137xxxx0276
189xxxx6708
139xxxx1823
135xxxx3901
139xxxx1912
138xxxx9335
189xxxx1398
186xxxx8558
155xxxx2999
186xxxx2092
182xxxx6856
150xxxx5152
189xxxx5777

二等奖：
海尔1.5匹变频空调

旅游1等奖
陈丽娜
刘思麟
黄远强
王 夏

186xxxx8703
189xxxx3779
131xxxx5827
152xxxx5817

惊喜大奖

旅游4等奖
庄 欣
冯 程
陈天然
刘良金

1387xxxx213
1888xxxx069
1387xxxx396
1878xxxx600

范业君
施朝兰
任月新
黄建华

186xxxx3009
137xxxx5709
138xxxx1342
188xxxx7681

旅游3等奖

旅游2等奖

138xxxx2000
189xxxx4208
131xxxx1850
138xxxx6326

吉奕柔
黄秋萍
何 月
冉房红

幸运大奖（音响改装）

姓名
赵浦钦
刘 潇
刘乃钢
杨全程
马小勇
周 超
劳学明
王献辉

手机号码
186xxxx0473
137xxxx2987
151xxxx1014
137xxxx9105
187xxxx9963
186xxxx2092
131xxxx3666
139xxxx4088

五等奖：聚蓝牌便携式净水器

姓名
冯 程
吴丽琼
李汶桓
毕 卉
赵浦钦
潘甫德
毕 卉
符天元
谭来富
符国才
冯先生
陈志学
林莉莉
陈文雄
周 志
李汶桓
王咸锋
陈 功
谢健勇
孙太满
黄循师
李汶桓
琚 磊
许国云
冯亚月
李汶桓
卓少萍
王建国
吴 彬
林巧璐
何海东
杨得功
黄 刚
陈各冰
王 龙

姓名
冯先生
毕 卉
马志山
陈明德
刘 冬
毕 卉
林明岳
吴多财
毕 卉
毕 卉
毕 卉
詹雪雨
郑文山
马志山
丁素珍
李和旧
陈道群
罗 晨
吴基贵
陈道群
陈道群
陈道群
罗 晨
罗 晨
罗 晨
刘钦洲
杜冰洁
罗 晨
罗 晨
罗 晨
宁海燕
符祥冰
林明岳
尹柏恩

姓名
陈茂森
陈伟秦
王乃交
邓华军
钟锁英
张显鹏
莫德成
严慧慧
廖青青
林曼茹
杨仲青
黄芬芬
王 伟
陈 凯
吕冬冷
张琼芬
王大理
冯先生
罗 磊
符诗权
符瑜能
林莉莉
张英财
刘建丽
杨 艳
杨 龙
邓传毅
邢海文
曹仁玲
陈 丹
盛凡夫
余进军
吴淑林
吴圣标
袁 兰

姓名
丁素珍
宋 鹏
刘 昆
郑孟友
宋 鹏
程艳飞
谢竹芳
宋 鹏
廖炳有
张 元
林巧璐
袁成富
陈 坤
杜丽娟
冯军栋
张海鹰
郑少东
金林生
刘思思
徐？雄
徐其文
曾可任
李汶桓
宋 鹏
郑傈尹
王 英
喻卫军
王淑杰
陈子鹏
陈贤旺
何丹妮
杨婷婷
叶 坚
冯先生

手机号码
188xxxx6069
139xxxx1352
155xxxx9919
138xxxx0606
186xxxx0473
131xxxx9399
138xxxx0606
138xxxx6088
139xxxx3733
130xxxx6471
139xxxx0033
139xxxx5541
138xxxx6886
139xxxx8082
131xxxx7983
155xxxx9919
138xxxx6575
131xxxx9989
188xxxx3533
135xxxx6166
138xxxx9147
155xxxx9919
138xxxx0606
138xxxx5205
158xxxx3058
155xxxx9919
139xxxx8068
187xxxx9997
139xxxx0080
130xxxx6180
139xxxx8003
186xxxx8055
139xxxx6313
138xxxx8221
186xxxx3186

手机号码
158xxxx6278
136xxxx3612
133xxxx9066
138xxxx5897
139xxxx5968
183xxxx9505
133xxxx0056
139xxxx6646
151xxxx1320
130xxxx3897
138xxxx0026
186xxxx7980
188xxxx8397
156xxxx8559
130xxxx5659
182xxxx3288
139xxxx4848
139xxxx0033
139xxxx5859
131xxxx9568
186xxxx4288
138xxxx6886
180xxxx7201
139xxxx2066
136xxxx6576
187xxxx1619
130xxxx6181
153xxxx0000
139xxxx8555
138xxxx6966
180xxxx0006
136xxxx2808
136xxxx8765
139xxxx2465
187xxxx5015

手机号码
135xxxx3386
133xxxx8448
130xxxx4888
137xxxx6218
133xxxx8448
189xxxx8629
183xxxx2090
133xxxx8448
151xxxx1537
131xxxx883
130xxxx6180
138xxxx6387
136xxxx1877
189xxxx0858
188xxxx7881
130xxxx8031
152xxxx6658
139xxxx1200
139xxxx6541
187xxxx0904
133xxxx8591
183xxxx9937
155xxxx9919
133xxxx8448
135xxxx4470
139xxxx1611
189xxxx6359
182xxxx8661
136xxxx9198
186xxxx8955
186xxxx3789
186xxxx8620
130xxxx0609
139xxxx0033

手机号码
139xxxx0033
138xxxx0606
135xxxx2660
135xxxx0880
185xxxx5865
138xxxx0606
151xxxx5678
130xxxx9565
138xxxx0606
138xxxx0606
138xxxx0606
131xxxx6212
139xxxx9277
135xxxx2660
135xxxx3386
133xxxx8336
137xxxx0222
186xxxx6695
139xxxx4963
137xxxx0222
137xxxx0222
137xxxx0222
186xxxx6695
186xxxx6695
186xxxx6695
186xxxx7868
187xxxx1077
186xxxx6695
186xxxx6695
186xxxx6695
138xxxx1316
186xxxx0795
151xxxx5678
138xxxx2678

姓名
番思羽
刘梦丽
李浩愚
冯先生
林 哨
赵应吉
羊卓才
王雪玲
权赫磊
王其密
郑坚强
黄文钰
王 健
王康生
陈奕发
谢丽荣
冯先生
郑力豪
黄秋芳
陈冠群
何新长
王 倩
刘晓旭
吴 宁
毕 卉
卢传文
祝先生
蔡 孟
陈土金
王小伟
赵 曼
罗 晨
罗 晨
唐惠重

姓名
刘 榉
赵 曼
阮琼甸
戴梅兰
陈道群
陈道群
陈道群
陈道群
周 超
周 超
冯增释
兰 涛
刘 康
王国民
郑 鸿
李鹄庆
叶春林
李春强
陈家精
羊才进
叶 坚
林丽转
李其孝
？梅花
符天翔
范彩炼
张 晴
冯先生
梁其博
李小姐
王龙英
蔡 琳
王兆颖
陈 雄

姓名
陈 宇
苏庆高
蔡 琳
陈国荣
王 倩
吴翼德
兰 涛
符 倩
然 净
梁晓涵
王 军
于振瀛
符永敏
何聪海
钟敦标
陈道群
周方芳
罗 晨
刘 潇
陈道群
陈道群
陈道群
陈道群
张先生
丁素珍
王义飞
向元波
王丽平
符诗权
卢玉萍
陈禹潭
柳世烨
张睿轶
陈禹潭

手机号码
135xxxx0011
188xxxx4913
133xxxx2238
139xxxx0033
188xxxx1321
188xxxx3953
133xxxx0880
133xxxx3093
189xxxx5002
139xxxx4676
187xxxx9385
152xxxx1988
152xxxx8099
180xxxx2276
130xxxx3897
138xxxx4033
139xxxx0033
137xxxx1051
133xxxx2020
189xxxx9499
183xxxx2811
186xxxx8033
150xxxx2577
130xxxx5006
138xxxx0606
188xxxx8893
186xxxx8658
139xxxx2320
138xxxx9382
188xxxx8156
152xxxx9475
186xxxx6695
186xxxx6695
138xxxx3385

手机号码
155xxxx1056
152xxxx9475
138xxxx2971
187xxxx7663
137xxxx0222
137xxxx0222
137xxxx0222
137xxxx0222
183xxxx8011
183xxxx8011
139xxxx3306
183xxxx8286
156xxxx4534
138xxxx8881
138xxxx6658
186xxxx2273
136xxxx1489
139xxxx8989
139xxxx9386
187xxxx2762
130xxxx0609
151xxxx8066
135xxxx9981
182xxxx7522
186xxxx1151
183xxxx5265
139xxxx0033
139xxxx0033
139xxxx6518
188xxxx1336
133xxxx5112
136xxxx2626
130xxxx2522
188xxxx7252

手机号码
186xxxx8625
186xxxx2626
136xxxx2626
187xxxx4220
151xxxx5487
137xxxx0290
183xxxx8286
131xxxx5827
153xxxx8563
137xxxx1901
139xxxx2064
186xxxx4969
138xxxx8211
151xxxx8409
133xxxx6829
137xxxx0222
188xxxx6616
186xxxx6695
137xxxx2987
137xxxx0222
137xxxx0222
137xxxx0222
137xxxx0222
138xxxx2516
135xxxx3386
139xxxx3866
139xxxx5516
151xxxx2306
131xxxx9568
188xxxx7791
136xxxx9108
137xxxx2155
130xxxx4888
136xxxx9108

手机号码
186xxxx8186
136xxxx7678
182xxxx8777
186xxxx8703
151xxxx6495
130xxxx3179
133xxxx1919
135xxxx0722
155xxxx2999
138xxxx2000
187xxxx1716
133xxxx2275
188xxxx8376
139xxxx2084
135xxxx9207
138xxxx1983
189xxxx8786
135xxxx8798
187xxxx8604
131xxxx7789
139xxxx0263
186xxxx6695
139xxxx7111
136xxxx9108

姓名
王晶晶
伍书峰
黄玺达
陈丽娜
雷翔云
杨国海
王业俊
林道富
曹念东
吉奕柔
周克军
邓燕萍
许露洁
王 丽
曲 锋
李秋波
吴宏育
韩 林
陈 武
杨化育
程建平
罗 晨
李金国
陈禹潭

三等奖：ipad mini2 四等奖：
三星手机G5308W

姓名
高章军
陈奕波
郑剑平
庄 欣
赵锡波
范业君
林 放
陈炫羽
毕 卉
曾昭萍
刘理强
谌红莉
臧新安
冯先生
周永定
尹栖远
符玉龙
邓彩玲
许文军
林鸿羽
刘钦洲
莫海燕
梁生敏
宋艺超
陈荣明
李苗叶
卢雅楠
张海鹰
姚通才
柳世烨
冯先生
何桂因

手机号码
131xxxx2023
155xxxx6666
139xxxx5320
138xxxx9213
137xxxx1526
186xxxx3009
138xxxx9424
130xxxx1306
138xxxx0606
139xxxx4088
139xxxx1677
137xxxx7749
139xxxx3536
139xxxx0033
138xxxx2066
183xxxx8217
138xxxx8115
186xxxx5552
139xxxx9978
186xxxx1899
186xxxx7868
136xxxx2185
150xxxx4163
133xxxx6630
150xxxx2816
186xxxx6850
186xxxx1227
130xxxx8031
181xxxx9139
137xxxx2155
139xxxx0033
137xxxx7227

炫酷大奖

注：以上中奖者请持身
份证及手机号于 2015
年9月30日前在工作日
上班时间到海南日报报
业集团新闻大厦一楼兑
奖，逾期视为自动弃奖。
联系电话：66810276

本报八所9月21日电（记者徐一
豪 通讯员代龙超 曾群飞）9月17日，
东方边防支队成功破获一起特大贩毒
案，抓获1名女性贩毒嫌疑人、7名吸毒
人员，缴获毒品一批。贩毒嫌疑人陈某
案发时已有数月身孕。

据悉，今年8月初，侦查人员通过
前期开展的大量工作发现，贩毒嫌疑人
陈某（女，汉族，29岁）在八所城区频繁

从事贩卖毒品活动，且贩卖的毒品数量
较大。经过一个多月的连续摸排，侦查
人员掌握了陈某的活动线索和规律。

9月17日，侦查人员得知陈某将于
当日凌晨在八所镇某宾馆附近贩卖毒
品，抓捕时机已成熟。0时45分，办案
民警成功将正在实施毒品交易的陈某
和吸毒人员吉某（男，汉族，27岁）当场
抓获。随后顺藤摸瓜相继在八所镇某

“水吧”和出租屋内抓获陈某华、唐某
雄、朱某、唐某燕、杨某、唐某云等6名
吸毒人员。

期间，民警依法对涉案人员及其车
辆、家庭住处、出租屋、酒店房间等进行搜
查，共缴获冰毒49克、海洛因3.2克、麻古
0.8克，以及吸贩毒工具等涉案物品一
批。其中3.2克海洛因和大部分冰毒是民
警对陈某审讯后，陈某从其下体取出。

经审讯，贩毒嫌疑人陈某对其贩卖
毒品、吸毒违法犯罪事实供认不讳，吸
毒人员吉某等7人也如实供述了其吸
毒违法行为。

目前，贩毒嫌疑人陈某因怀孕已被
依法取保候审；朱某、陈某华被强制隔
离戒毒两年；唐某雄被行政拘留5日，
社区戒毒3年；吉某、唐某燕、唐某云被
行政拘留15日，社区戒毒3年。

东方边防破获一起特大贩毒案

本报海口9月21日讯（记者侯小
健 通讯员李婷婷）今天上午，一渔船在
海口假日海滩人工岛附近海域作业时
出现机械故障，两名渔民被困船上。南
海救助局海口基地派遣“华英383”救助
船及时施救，2名被困渔民获救。

今天上午10时28分，南海救助局
海口基地值班室接到来电称：一艘名为

“琼临渔W02162”的渔船在海口假日海
滩人工岛附近海域作业时出现机械故
障，渔船已无法航行，船上有2人被困。
根据气象预报，很快将出现雷雨天气，
急需救助。

接报后，海口基地立即派遣“华英
383”艇前往救助。“华英383”艇于10时
40分备机出动，于11时14分抵达遇险
现场。经过对现场海况和遇险渔船的
情况进行分析和评估，“华英383”艇艇
员对遇险渔船进行了接拖，并于11时
55分将遇险渔船顺利拖带至陆军码头，
遇险渔民安全获救。

海口两被困渔民获救

本报海口9月21日讯 （记者张谯星 易建
阳 通讯员王升）记者今天从海南廉政网获悉，五指
山市纪委常委会审议，并报市委和省委批准，决定
给予该市市委委员、教育局原局长陈飞开除党籍
处分；经五指山市监察局研究并报市政府批准，决
定给予陈飞开除公职处分；将其涉嫌犯罪问题及线
索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

经查，陈飞在担任五指山市卫生局党组书记、局
长，市防疫站站长期间，在集中采购农村饮用水消毒
药械以及农村卫生室等项目建设的过程中，利用职
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收受他人贿赂，并造成
财政资金重大损失。其受贿问题已涉嫌违法犯罪。

五指山市教育局
原局长陈飞被“双开”

本报椰林9月21日电（记者程范淦 通讯员
黄艳艳 陈伟）近日，陵水黎族自治县对今年以来
查处的3起涉及公款吃喝、违规发放津补贴等顶
风违纪问题进行通报，并对相关责任人进行处理。

陵水县纪委监察局对本号初级中学校长、党支
部书记汪世军违规公款吃喝、发放津补贴的违纪问
题，给予开除党籍、行政撤职处分，并调离教育系统；
对三才镇农场党支部书记郑竟光、农场负责人杨建
芳违规公款吃喝问题，给予郑竟光开除党籍、行政撤
职处分，给予杨建芳留党察看一年处分，并建议三才
镇按有关规定免去杨建芳三才农场负责人职务；对
三才镇乐安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王留跃违规
公款吃喝问题，给予开除党籍处分。

陵水通报3起公款
吃喝违规典型

本报海口9月21日讯（记者金昌波 通讯员黄
绮娴 陈晓萍 实习生李丹）1989年出生的曾某是
屯昌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一名出纳员，因赌博
成瘾，遂产生利用职务之便挪用公司钱款的贪念，
最终锒铛入狱。近日，屯昌县人民法院以被告人曾
某犯挪用资金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缓刑5年。

据了解，2013年11月至2014年3月任职期
间，赌博上瘾的曾某为了填补赌博和购买彩票方
面的亏空，从该公司某别墅3楼财务管理室的保
险柜中偷拿其管理的库存现金1万余元，此外3
次开具现金支票领取现金19万元，先后共计挪用
该公司20余万元。

屯昌一女出纳赌博成瘾

挪用公款20万买彩
被判缓刑

本报海口9月21日讯（记者张谯星 通讯员
黄云平）记者今天从海南廉政网获悉，文昌市纪委
今天发出通报，对未按要求完成任务的符洁超、彭
建军、陈东明等3名领导干部进行全市通报批评。

据了解，8月7日，文昌市组织四套班子成员
及各单位、各部门负责人，到海南省暨海口市警示
教育基地参加警示教育活动。活动后，文昌市要
求科级以上领导干部每人写一篇警示教育观后
感，8月30日前交至该市纪委。

经查，该市外事侨务办主任符洁超、市物价局
局长彭建军、龙楼镇镇长陈东明等3名领导干部
未按要求报送警示教育观后感，未向市纪委说明
原因，造成不良影响。

未按要求完成警示教育观后感

文昌3单位负责人
被通报批评

本报屯城9月21日电（记者王培
琳 通讯员邓积钊）今天，记者从屯昌县
工商局获悉，该局近日接到洋浦海马贡
酒厂有限公司工作人员投诉，查处了屯
昌山河酒庄销售侵犯洋浦海马贡酒厂

“海马贡”注册商标专用权酒，并当场扣
押17箱（每箱40瓶）“海马贡”酒。

据悉，屯昌县工商局接到投诉后，
执法人员便即刻赶赴昌志路对“屯昌山
河酒庄”实施检查，检查发现该酒庄苏
某经营的“海马贡”酒包装（包括酒瓶、
瓶贴、外包装，采用的字体及颜色）和瓶
盖、瓶身上的“椰子”图案标志与洋浦海
马贡酒厂有限公司注册的商标“挡不
住”、“椰风”和“cocowind”相类似，屯
昌工商局执法人员当场扣押了苏某涉
嫌经营的商标侵权“海马贡”酒17箱（每
箱40瓶）。

据屯昌工商局商标广告室负责人
介绍，该“海马贡”酒有生产厂家但没有
正规商标，厂家显示为广东湛江。

目前，屯昌工商局已对苏某涉嫌商
标侵权的违法行为进行立案调查。

同时，屯昌工商局提醒广大消费
者，在购买海马贡酒以及别的商品时，
要仔细辨认生产厂家和商品商标，以免
买到非正规产品。

屯昌县工商局查处
“海马贡”酒侵权案

本报海口9月21日讯（记者梁振
君 通讯员贺澜起）我省食药监系统将
加大水果批发市场监管力度，进入市场
的所有水果“逢进必检”。

日前，省食药监局在海口市南北通水
果批发市场查封了3吨非法添加糖精钠、
甜蜜素和苯甲酸钠的“糖精枣”，并及时追
根溯源，一举端掉了位于广东雷州市加工

“糖精枣”的黑窝点。省食药监局举一反
三，多举措加大水果批发市场监管力度。

省食药监局要求各市县局要紧紧监
管住辖区内的粮油、蔬菜、水果、海鲜等食
品批发市场，今后凡辖区内食品批发市场
长期存在问题的，将追究责任人员责任；
同时建立水果批发市场长效监管机制。
目前，省食药监局正制订水果批发市场

“必做清单”和“禁做清单”，要求市场开办
者落实食品生产经营者第一责任人责任，
督促经营户建立和完善进销货台账，把好
进货关，确保进、销货情况有据可查。

此外，省食药监局将加强检测，进入
市场批发销售的水果“逢进必检”。将
建立批发市场必检水果品种（草莓、杨
梅、桃子、青枣、芒果等）目录、随机抽检

水果品种和增加糖精钠等检测项目。
目前检测设备已到位，实行进入市场的
所有水果必须检测，对不合格的水果要
及时依法查处，并进行源头追溯，查明
原因，坚决打击生鲜水果非法添加有毒
有害物质的行为。

与此同时，省食药监局将利用水果批
发市场检测室、市食品快速检测中心和省

食品检测中心三级检测机构实行联动检
测。水果批发市场检测室负责对进入批
发市场水果的检测，把好水果进入摊位和
零售上市前的第一关；市食品检测中心进
行日常抽检并对初检不合格水果快速复
检，严格把住水果销售的第二关；省食品
检测中心统一制定检测工作计划并进行
综合检测，确保不留检测死角。

食药监部门加大水果批发市场监管力度

水果入市海南逢进必检

9月19日，在海口市
滨江西路和风江岸小区东
门以北，工人们正在给在
建的过街天桥安装防护玻
璃。该天桥完工后，将大
大方便道路两侧居民通
行，以及公交站的乘客出
行换乘。据了解，滨江西
路是海口沿江景观路，但
路宽车多，市民要想越过
滨江西路，前往南渡江岸
观景并不容易。

本报记者 张杰 摄

本报海口9月21日讯（海南日报
客户端见习记者李萌）9月20日下午，
由海南日报新媒体部主办的“瓦要上封
面”大型活动火爆启动，报名和投票同
时进行。截至今晚10时，已有近160
名萌宝报名，投票数达3.5万人次，页面
点击数达18万次。

据悉，“瓦要上封面”投票时间截至
11月1日零时前，只要是海南日报客户
端用户家中6岁以下宝贝，均可报名参
加（超龄儿童家长亦可凭孩子幼时图片

参加活动）。
根据规则，票数最高家庭，将直接获

得6份特别大奖：1、一部iPhone 6S手
机；2、三亚湾红树林度假世界两天两晚
免费入住券；3、萌宝照片在海南日报客
户端开机封面连上3天；4、乐高教育提供
的价值4320元的乐高两个季度课程包；
5、海口Hello Baby儿童影像馆提供的
价值1790元的儿童摄影套照；6、浣熊
baby提供的价值998元玩具全年套餐。

除此之外，得票数前30名家庭，也

将获得儿童摄影套照、乐高课程、浣熊
BABY玩具全年套餐等丰厚奖品。

参与活动很简单，只要下载海南日
报客户端，用手机号注册成为用户，点
击“活动”页面，上传提交您的宝贝近期
靓照、姓名（昵称）、年龄等信息即可完
成报名。根据规则，海南日报客户端用
户，一部手机一天可投3票；关注海南
日报微信公众号，一位手机用户一天可
投1票。如上传照片一段时间后，报名
仍不成功，可通过活动官方邮箱报名，

邮箱地址：hnrbmengbao@163.com。
苹果系统手

机用户可直接到
“APP STORE”
中搜索“海南日
报”下载安装；
安卓系统手机
用户可到各大
手机应用商店
搜 索“ 海 南 日
报”下载安装。

“瓦要上封面”活动掀起“晒娃潮”
上线一天超150名萌宝报名 首日活动页面点击量近20万次

人行天桥
连接滨江美景

扫一扫，下载
海南日报客户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