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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标公示
文昌市翁田镇博文基本农田建设项目施工、监理招标于2016年3

月15日已按照招标文件的评标办法和有关法规要求完成了开评标

工作，经评标委员会推荐并进行公示：文昌市翁田镇博文基本农田建

设项目施工招标第一中标候选人：海南第六建设工程有限公司；第二

中标候选人：吉林省水利水电工程局；第三中标候选人：海南建设工

程机械施工有限公司；文昌市翁田镇博文基本农田建设项目监理招

标第一中标候选人：河南宏业建设管理有限公司；第二中标候选人：

海南柏鑫项目管理咨询有限公司；第三中标候选人：海南君诚工程监

理有限公司。公示期：2016年3月17日至2016年3月21日，如有异

议请在公示期内向文昌市招投标办公室投诉，投诉电话：0898-

63330265和向文昌市土地开发整理储备交易中心投诉，投诉电话：

0898-63330685。招标代理：江西银信工程造价咨询有限公司

海口市美兰区国家税务局
公 告

海南伟泉实业有限公司（纳税人识别号：460100098704224）:
请你单位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派员到我局领取《税务事项

通知书》（美兰三局国税通【2016】311号）。逾期不领取，根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实施细则》第一百零六条的规定，
视为文书已送达，届时将依法作出处理。

特此公告！
海口市美兰区国家税务局
二O一六年三月十七日

联系地址：海口市海甸二东路国税大厦14楼
联系人：吴波、郑联国 联系电话：66150036

招标公告
我单位现有柴油发电机组采购（额定功率≥

1000KW，0.4KV，）及高压设备改造项目工程（含设计、

安装）向社会公开招标，工程位于海口市。报名企业资

质要求：具备相应的营业范围、资质及经验。请符合条

件并有意竞标的单位于2016年3月25日前来报名，报

名时请携带介绍信（法人授权委托书）、营业执照、资质

证明（验原件收加盖公章复印件）。

联系人：余先生66810882、13976320981

李先生66810882、13086098001

海南冠亚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
(第20160405期)

经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司法技术处电脑随机选定确认,受三亚市中级人
民法院委托,定于2016年4月5日15:30在三亚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庭（金
鸡岭路383号）按现状净值公开拍卖：海南省三亚市河东区鹿岭路鹿回头半
岛半山半岛双海湾区高层4栋505房[产权证号：三土房（2011）字第01261
号，建筑面积：184.17m2],拍卖参考价：436万元，竞买保证金80万元。特
别说明：1、拍卖标的已装修；2、房屋建筑面积以房产管理部门颁发的产权证
为准，过户税、费由买受人自行承担。报名及展示时间：自见报之日起至
2016年4月1日。有意竞买者请于2016年4月1日17时前以转账方式将
竞买保证金转入海南省三亚市中级人民法院账户，开户行：光大银行三亚支
行；账号：78990188000105830（以款到账为准）。并凭法院确认的保证金
收据到我公司（海口市国贸大道48号新达商务大厦2803室）了解详情及办
理竞买手续。缴款用途处须填明：竞买半山半岛双海湾区4栋505房保证金
（如代缴必须注明代某某缴款）。联系电话：0898- 68539322
18976435423许先生法院监督电话：0898-88866960

■ 本报记者 计思佳

如同电影《求求你表扬我》中的主人
公杨红旗，69岁的海口老人邓振奎这几
天找了海南多家报社的记者，希望登报
表扬他4个月前在海口新埠岛为救人被
歹徒砍伤的事迹。“为了救人我被砍了3
刀，但周围人却嘲笑我傻，我心里很委
屈。”邓振奎说，希望相关部门认定他的
见义勇为行为给自己正名。

今天上午，在邓振奎以及被他救下的
黄魁文陪同下，记者找到了事发地——新
埠岛海新桥附近的横沟河。邓振奎酷爱
钓鱼，在横沟河钓鱼已有十多年。他清楚
记得事发的时间：2015年12月1日晚
8时50分许。邓振奎说，那天在河边待了
两个小时一条鱼也没钓到，便准备收杆回
家。“我拎着鱼竿往右走了50米，准备和
钓友黄魁文告别，却发现黄魁文被一个一
米八的壮汉拿刀挟持。”

“那个歹徒过来就往我左肩上捅了一
刀，然后把刀架在我脖子上，说乱叫就把我
扔河里。”今年72岁的黄魁文回忆，当时那
个男子正把他往河里拽，邓振奎过来看到

后便大声呵斥该男子：“干什么，赶快放人！”
“你这么横，那就换你跳。”听了邓振

奎的话，歹徒将黄魁文放了，将目标转移
到邓振奎身上。“他当时拿刀扑过来往我
胸口捅，我双手护身，左胳膊还是挨了一
刀。”邓振奎说，自己摔倒后，歹徒又扑了
上来，自己左肩和右胳膊又各挨一刀。

邓振奎右胳膊动脉被割破，鲜血喷
涌而出，溅了歹徒一脸。“他惊了一下，爬
起来逃走，后来被民警当场抓获，我被送
到医院抢救。”

事发地附近是一个工地，现场一位
姓谢的工地负责人告诉记者，当晚他回
到工地时，看到很多工人把一个铁皮房
团团围住，才听说有个歹徒拿刀捅了人
后逃到铁皮房。“我亲眼看到民警把歹徒
抓了出来，当时那个老人躺在地上，流了
一大滩血，最后能抢救过来也是命大。”

记者从美兰公安分局刑警大队了解
到，当晚持刀伤人的歹徒郑某现年23岁，
灵山人。郑某交待称，当晚在酒席上喝多
了，所以做出不理智的行为。“回到分局后，
我们给他做酒精测试，他体内的酒精含量
高达147这毫克/100毫升，我们等了两个

小时他才算基本清醒。”民警告诉记者，从
邓振奎、黄魁文、郑某的笔录上来看，邓振
奎给记者讲述的情况基本属实，郑某也说
邓振奎当时确实有阻止他行凶的行为，公
安部门认定邓振奎受伤程度为轻伤。

据了解，郑某目前已被刑拘，检察机
关近日将向法院提起公诉。

虽然事实已调查清楚，但邓振奎的
心里一直很委屈。“我在医院住了11天，
手术费、医药费加起来一共2.8万元，但行
凶者家属只掏了2000元。”除了自己垫了
医疗费，更让邓振奎伤心的是周围人的议
论。“开始医生护士对我态度冷淡，因为他
们以为我是和人打架被捅的。听说我是
为救人受伤后，他们又说‘这么大年纪还
见义勇为，没见过这么傻的！’；我老伴也
埋怨我管闲事，我的儿女开始说‘老爸很
勇敢’，后来看到我这么痛苦，也说不值
得；老同学来看望我说：‘现在这种事大家
躲都来不及，你怎么会主动往上撞呢？’”
邓振奎一边说一边叹气。

为何会奋不顾身救人？邓振奎说，
当时也没多想，只是觉得既然自己看到
了肯定要帮忙，但没想到会被大家嘲

讽。“这段时间我因为伤口疼痛寝食难
安，吃饭都要靠老伴喂，听到大家的评论
心里就更难受了。我从小受的教育就是
做好事不留名，但我这次就是要通过申
请认定见义勇为给自己讨个说法。”

黄魁文也非常支持邓振奎的做法。
“当时很多年轻工人看到歹徒胁迫我，但
是躲在楼上从窗户里看热闹，只有老邓敢
救我。后来我给他送了6000元医疗费，
他说我家里也困难，就拒绝了。他是个好
人，社会应该给他荣誉。”

今天下午，记者联系了美兰区综治
办，该部门一位陈姓负责人告诉记者，邓振
奎可简要写明当日的情况，传真至美兰区
综治办。工作人员会联系黄魁文了解情
况，并到当时出警的派出所进行调查、取证，
从而认定邓振奎的行为是否属于见义勇
为。“我们形成报告后报送至海口市综治办，
市综治办再上报至海口市见义勇为基金
会。如果最终被认定为见义勇为，除了荣
誉外，还会获得1万元至2万元现金奖励。”

告别时，记者问邓振奎下次再遇到这
种事还会出手相救吗？他迟疑了一下说：

“会，我不后悔！”（本报海口3月16日讯）

六旬老人阻止歹徒行凶被砍3刀，不堪受讥讽“求表扬”为己正名

“我挺委屈，但我不后悔！”

做好事不留名是一种美德，做好
事“求表扬”也是一种正当利益诉
求。也许有人会觉得“求表扬”的邓
振奎是在哗众取宠，但这一纸证书对
他来说，并不仅仅意味着荣誉，更多
的是一种社会认同。作为一个69岁
高龄的老人，老邓在关键时刻仍能像
个侠客一样呵斥歹徒，刀下救人，这
一身正气确实令很多年轻人惭愧。
采访中，美兰区综治办相关负责人告
诉记者，认定见义勇为的时间短则2
个月，长则1年。并且由于每年申请
见义勇为的人太少，见义勇为基金会
每1到2年才会进行一次集体表彰。
其实无论能否评上，只希望相关部门
能快点给老邓一个结果，让他心安。

万宁市住建局原局长
莫儒钊严重违纪被“双开”

本报海口3月16日讯（记者张谯星）记者今天
从海南廉政网获悉，万宁市纪委日前对洋浦经济开
发区人民检察院移送的万宁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原
局长莫儒钊的严重违纪问题进行了纪律审查。

经查，莫儒钊严重违反廉洁纪律，在担任万宁市
林业局局长和万宁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局长期间，
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并收受财物。

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和《行政机
关公务员处分条例》等有关规定，万宁市纪委、市
监察局审议，并报市委、市政府批准，决定给予莫
儒钊开除党籍、行政开除处分。莫儒钊涉嫌犯罪
问题由司法机关继续依法查处。

儋州一渔船沉没2人失踪
已发现一名船员遗体

本报那大3月16日电（记者邓海宁 通讯员
张琳）记者3月16日从儋州市政府获悉，搜救琼儋
渔11118号渔船的船只于15日下午发现一名船员
遗体。死者羊某，45岁，其身份已得到家属确认。

3月14日凌晨6时，琼儋渔11118号渔船在海
上沉没，船上5名船员有3人获救，2人失踪。据获
救船员回忆，事故原因系渔船漏水导致沉船。目
前，相关部门还在全力搜救另一名失踪船员。

大雾天气酿车祸
椰海大道四车追尾

本报海口3月16日讯（见习记者丁平）今日
早上7时许，海口椰海大道和海马一路交叉口，一
辆吊车追尾一辆正在等红灯的出租车，导致出租
车的车头撞进前面等红灯的货车车底，因为巨大
的冲击力，货车又撞到该车前面一辆货车。事故
造成出租车司机及车上一名乘客受轻伤，均无生
命危险，已被送往医院。

据吊车驾驶员称，因为雾太大，视线不好，才
撞到前面的出租车，引发四车追尾事故。现场处
理事故的交警称，事故原因还在调查中，初步认定
吊车司机负全责。

目前，具体事故原因仍在调查当中。

市政施工挖断光缆海口部分地
区网络中断

目前仍在全力抢修
本报海口3月16日讯（见习记者丁平）由于

海口市政施工挖断中国电信海南分公司光缆，海
口市都市森林小区、顺发、新村等地的宽带使用受
到影响。

昨天，在海秀路、南沙路等地工作人员正在进
行通信抢修。“目前情况比较复杂，海秀路等地网
络已经在陆续恢复中，已有部分用户可以正常上
网，其他地区工作人员还在抢修中。”16日20时
左右，中国电信海南分公司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全
部地区网络恢复时间还不确定。

■ 本报记者 王玉洁 金昌波

冒充公路局工作人员拦截大货车，
以查处超载、超高为由“罚款”，向货车
司机索要钱财。2014年6月4日凌晨，
两名无业青年罗某川和吴某阳正作案
时被公安民警逮个正着。

1989年出生的海口男子罗某川和
1994年出生的吴某阳都没有工作，因此萌
生了“冒充路政人员在路上拦截货车进行罚

款”这一“谋生”的法子。2014年5月30日
凌晨罗某川、吴某阳两人驾驶小轿车到海
口秀英区粤海大道富力盈溪谷路段，穿着
仿制式服装，手举闪光停车示意牌，冒充公
路局路政工作人员拦截大货车，以查处超
载、超高为由罚款，向过路的货车司机索要
钱财，连续三日骗得1200元。同年6月4
日凌晨零时许，罗某川、吴某阳再次来到
同一路段，当两人正以同样的手段骗取
司机李某某200元时，被接到报警赶来
的公安民警抓获。

海口市秀英区检察院依法提起公

诉。海口市秀英区法院认为，秀英区检察
院的指控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罪名
成立，应予支持。法院判决被告人罗某
川、吴某阳犯招摇撞骗罪，分别判处有期
徒刑十个月，缓刑一年。

检察官说法
执法人员不能收取现金

本案被告人罗某川、吴某阳自称公路
局路政工作人员，向过路的货车司机索要
钱财。这种冒充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实施诈

骗的行为，不仅侵犯了货车司机的财产权
益，还损害了国家机关的威信和公信力，影
响了国家机关的正常执法活动，对国家机
关工作人员的声誉与形象造成极大损毁。

检察官提醒，行政人员在执法过程
中，市民可要求其出示相关工作证件，
制服上的编号和证件上的编号必须一
致。此外，交通执法人员在路面上执法
只能开具罚单，不能收取现金，罚款由
车主通过银行缴纳。请广大司机朋友
增强自我保护意识，提高警惕。

（本报海口3月16日讯）

俩伪路政人员“收罚金”分别获刑十个月
检察官：交通执法人员开罚单后不能收取现金

槟榔谷景区构建“安全网”

半小时找回游客
遗失的万元现金

本报保城3月16日电（记者易建阳
通讯员潘达强）“完了，背包丢了，包里有
一万多元现金呀，肯定没了。”昨天下午4
时许，结束海南槟榔谷黎苗文化旅游区游
览后，吉林游客徐云秋正准备取车钥匙开
车门，发现装钥匙的黑色双肩背包不见
了，便拽着丈夫大惊失色喊道。但是没想
的是，景区工作人员在半个小时内就将他
们丢失的背包找到并还给了他们。

当天下午，槟榔谷景区员工岩坎正在
百鸟园巡场，在园中的栏杆上发现一个黑
色双肩背包，人来人往却没有人取走。岩
坎说，等了很久还没见游客来寻找，便打
开背包发现包里塞着一沓现金。岩坎赶
紧电话联系主管领导陈建军，他们现场粗
略清点发现有一万多元，还有车钥匙、身
份证、银行卡等贵重的物品。

4时17分，景区工作人员陈海刚一
路小跑赶回景区意见站，同时根据失主
的身份信息，通过广播站发出失物招领
通知。“太不可思议了！”徐云秋夫妇听到广
播后急忙去认领，“我们都觉得肯定找不回
来了，没想到你们半个小时就找到，太感谢
你们了。”

据介绍，槟榔谷景区在景区各个区域
安装600多个监控探头，广播系统连接的
200多个音响设备覆盖到景区的每个角
落。同时，通过微信、微博等新兴网络平
台，及时有效地为游客提供全方位服务，
构建起空中、地面无缝对接“安全网”。

新闻 追踪

“求表扬”
也是正当诉求

本报海口3月16日讯（记者宗兆
宣 通讯员王英超）家庭轿车的普及极
大方便了群众生活，但随之带来的消费
纠纷也逐日增多。记者从海口市工商
12315调处中心获悉，在2015年消费

者投诉热点中，交通工具排名第一，其
中有关汽车的投诉占交通工具类的
70.85%，汽车及其零部件类消费投诉
667件，该中心全年为消费者挽回经济
损失138.65万元。

海口市工商局提醒，汽车消费时有
四点注意事项。一是提前了解意向车
型信息。购车最好货比三家，不要轻信
销售人员的口头介绍与承诺，购车时最

好找懂汽车常识的朋友陪同。
二是签订合同不草率。无论是交

“订金”或“定金”预订车辆，还是贷款或
全款购车，都要签订正规的书面合同，
把双方商定的价格、车型、配置、违约责
任、交车时间及赠送礼品种类、数量等
在合同中一一列清。签订合同前切忌
未经核实条款而盲目签字。

三是提车时细心检查核对。消费者要

仔细检查提车交接表是否与购车合同内容
一致，并对提车交接表中所列的内容逐项进
行确认。若存在问题，应及时告知经营者。

四是保留好相关凭证。购车发票在
拿到后第一时间要核对与合同上的金额
是否一致、保修维修单在拿到后的第一
时间要核对与合同规定的相关内容是否
一致，购车合同、保修凭证、发票等要妥
善保存，以备为日后维权提供证据。

去年海口涉车消费投诉667件
工商部门发布四点消费提示

关注

以案 法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