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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万达文化产业集团作为万达集团
转型的支持产业之一，旗下的万达院线在海航
日月广场投资近7000万元兴建的万达电影院
将于今年11月盛大开业。

据悉，海口万达影城海航日月广场店是万
达联手海航集团打造的海南电影院巨无霸，影
城面积近2万平方米，共14个影厅、近2400个
座位。 （鲍讯）

万达联手海航打造
海南影院巨无霸

本报三亚8月16日电（记者孙婧 特约记
者罗佳 通讯员何岸桦）今日凌晨，一名男性旅
客因隐匿携带打火机并在飞机上吸烟，被处以
行政拘留5日、罚款3000元的处罚。

8月16日零时许，在JD5186次从重庆飞
往三亚的航班上，靠近厕所位置的旅客闻到洗
手间传出了烟味，立即报告乘务员。接到举报
后，机组人员通过排查分析，最终锁定吸烟者
为旅客杨某，当即报警，并将其打火机和烟具
没收。

零时30分，航班在三亚着陆后，三亚市公
安局凤凰机场分局候机楼派出所民警立即登机
将该名男子控制并带到派出所接受调查。

经警方调查，原来当事人将打火机藏在行
李中偷带上飞机。在一系列证据面前，杨某承
认了自己隐匿携带打火机并在飞机上吸烟的违
法行为。根据相关规定，机场警方对杨某合并
执行行政拘留5日和罚款3000元的处罚。

据了解，我国民航安全保卫规则规定，目
前所有飞机航班全部禁烟，包括起飞与着落整
个飞行过程均不能吸烟，甚至整个停机坪包括
跑道范围内都是严禁烟火的。

男子飞行航班上吸烟
被拘5天并罚款3000元

本报海口8月16日讯（记者良
子）省交警总队今天曝光近日在海南
环岛高速东线段、西线段、海文高速部
分违法超速车辆。

据介绍，全省高速公路小型载客
汽车起拍值为125公里/小时；其他车
辆最高限速105公里/小时，起拍值为
105公里/小时。违法行为的处罚以
交警部门交通违法处罚系统为准。

部分超速车车牌号

琼A6B130 琼BX6195 琼B9JS38
琼AKQ209 琼B31895 琼AFN876
琼BM2177 琼AMX855 琼D53322
琼AWV282 琼BP7886 琼B71021
琼BQ7000 琼B34065 琼BC8977
琼APM036 琼BA7815 琼AUF669
琼AWJ705 琼A0FX66 琼A0M072
琼B277AA 琼D25606 琼D00451
琼AZL700 琼B32956 琼APK696
琼D73851 琼ALH190

省交警曝光高速路超速车牌号

看看你的车
超速了吗？

本报海口8月16日讯（记者马珂）近日，
记者从省卫计委获悉，我省将建立各级危重孕
产妇和新生儿救治中心，完善危重孕产妇和新
生儿救治网络，提升危重孕产妇和新生儿救治
能力，降低孕产妇和新生儿死亡率。

据了解，我省将建立省级危重孕产妇救治中
心5家，建立省级危重新生儿救治中心5家，承担
全省危重新生儿救治任务。

各市县建立1家市县级危重孕产妇救治中
心和1家危重新生儿救治中心。市县级救治中
心承担本辖区内危重孕产妇和新生儿病情评
估、观察、救治任务，接受省级临床救治专家组
的技术指导，协助转诊。

我省将建立各级
危重孕产妇和新生儿
救治中心

本报海口8月16日讯（记者良
子）近日，在微信朋友圈里传出一条
信息，说是随着9月1日起我省驾培
改革新政策的实施，C1驾考培训费
用要涨至8000元，比原来的4000元
左右上涨了近一倍，这让想学车的群
众有点困惑，这个培训涨价的消息是

真的吗？对此，省道路运输局表示，
这是不良驾校借我省机动车驾驶培
训模式改革之际为高价招揽学员编
造的假消息。

据海口的吴先生反映 ，近几天，
在他的朋友圈里传着一条消息，说是
驾考培训要涨价了，报名费就要
2300元，科目一和科目四（培训）不
收费，科目二18个学时，每个学时
120元，科目三24个学时，每个学时
150元，总共加起来超8000元。

除了吴先生，谢女士也反映了这一
情况。因朋友圈传驾考培训费要在9
月1日后涨价，她马上跑到海口，向一
所驾校了解情况，驾校工作人员告诉
她，驾考培训费涨价的消息是真的，而
且各个驾校都已经知道了这个消息，如
果现在报名的话就算在9月1日之前，
就照原先的培训费4500元收费。

驾考培训费要涨，这消息到底是
不是真的呢？据省道路运输局相关
负责人介绍，从去年开始，省机动车

驾驶员培训收费由企业自行确定。
据介绍，省道路运输局并没有出文
件，说驾考培训的费用要涨。

该负责人表示，9月1日开始，我
省的确要进行机动车驾驶培训模式
改革，但主要针对的是对学员学习驾
驶过程的监管。驾考培训费用要涨
的信息应该是不良驾校或教练，借用
9月1日起我省机动车驾驶培训模式
改革之际为高价招揽学员编造的假
消息，希望广大群众不要上当受骗。

9月1日起，驾考培训费要涨至8000元？
省道路运输局：此为不良驾校为高价招揽学员编造的假消息

本报海口8月16日讯（记者良子 通讯员
袁涛）今天上午9时许，海口市公安局交警支队第
二车辆管理所工作人员邓赛英像往常一样在窗
口为群众办理驾驶证业务。当她受理韦某的驾
驶证换证业务申请时，发现韦某系一名网上在逃
人员。面对该情况，邓赛英保持沉着冷静，以电
脑故障为由将韦某稳住，并立刻上报值班领导。

车管所值班领导闻讯后，迅速组织人员将
韦某控制。经进一步核查，确认韦某因涉嫌诈
骗，于2016年3月15日被海口市公安局美兰
分局海甸派出所网上布控。目前韦某已移交美
兰公安分局海甸派出所进一步调查处理。

在逃疑犯车管所
换驾驶证时被抓

本报海口8月16日讯（记者叶媛
媛）记者从海口市社保局获悉，从今年
9月起，海口市退休公务员和参公人员
退休金将由市社保局通过社会保障卡
发放，发放时间为每月15日之前。

海口市社保局相关负责人提醒，
已经领取社会保障卡但未办理激活
手续的退休公务员和参公人员，应尽
快到海南省农村信用社（农商行、农
合行）各营业网点办理激活。尚未申
领社会保障卡的退休公务员和参公
人员，请到社保卡服务网点申领，详
情可登录海口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
障局门户网站或通过移动智能终端
下载安装“海口人社”APP在线申领。

海口9月起通过
社保卡发公务员
和参公人员退休金

本报海口8月16日讯（记者金昌波）记者
今天从省检察院获悉，琼海市人民法院日前对
琼海市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的陈昌强非法收受
他人财物共计64.5万元一案作出一审判决，判
决被告人陈昌强犯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
缓刑五年。目前，琼海市人民检察院以法院判
决对被告人适用缓刑不当，依法向海南省第一
中级人民法院提出抗诉。

法院审理认为，被告人陈昌强在担任中国
移动澄迈、儋州两地分公司总经理期间，利用职
务上的便利，非法收受他人财物共计64.5万
元，数额巨大，公诉机关指控的犯罪事实清楚，
指控的罪名成立。根据其犯罪性质、情节及悔
罪表现，判决被告人陈昌强犯受贿罪，判处有期
徒刑三年，缓刑五年，并处罚金25万元。

琼海市人民检察院经审查认为，陈昌强不
符合刑法第七十二条第一款中“犯罪情节较轻”
的情形。其情形符合两高《关于办理职务犯罪
案件严格适用缓刑、免予刑事处罚若干问题的
意见》第四条“对于情节恶劣、社会反映强烈的
职务犯罪案件，不得适用缓刑”的规定。

目前，琼海市人民检察院依法向海南省第
一中级人民法院提出抗诉。

一被告受贿被判缓刑
检方依法提出抗诉

本报海口8月16日讯（记者计
思佳）8月15日，海口正式采用高清
智能电子警察监控管理机动车不礼
让行人行为，被抓拍者将被处罚。实
施首日，共有34辆车被抓拍。处罚
仅是手段，遵守交规还需自觉。今
天，海口市委宣传部和海口市文明办
共同发出《致驾驶员朋友的一封信》，

呼吁司机们能够主动文明礼让，礼让
斑马线，让爱先行。

信中提到，整洁畅通、文明有序
的交通环境，是城市文明的窗口，是
每一位市民和所有驾驶人的共同追
求。斑马线前机动车与行人抢道，既
是陋习，也是违法行为。

因此，希望驾驶员们在行车时做

到：行经斑马线时减速行驶，主动避让
行人。尤其是看到老人、儿童和残障
人员穿越斑马线时更要提前减速；遇
到行人正在通过斑马线时停车让行；
如果路上没有红绿灯，也没有斑马线，
遇有行人横过马路时，主动避让。

记者从海口几位交警处了解到，
司机不礼让行人，不仅是一种不文明

行为，并且容易引发交通事故。根据
《道路交通安全法》的有关法规，机动
车过斑马线不礼让行人的交通违法行
为，罚款100元并记3分。虽然现在
有了高清摄像头，但在实际界定中仍
存在一定难度，所以还是呼吁广大驾
驶员能够主动礼让行人，把每一次道
路上的相遇都变成温馨的礼遇。

海口：机动车过斑马线不礼让行人将被罚
被抓拍者将罚款100元记3分

本报海口8月16日讯（记者计
思佳）随着智能手机的普及，路边的
IC卡公共电话亭似乎成了城市孤独
的守望者，基本上无人问津。公共电
话亭是否还有存在的价值？是否应该
全面拆除？今天，海口市政府相关负
责人在调研时表示，公共电话亭不能
简单一拆了之，要进行全面改造升级。

20年前，公共电话亭曾火爆一时，

买一张IC卡便可给远方的亲人报个
平安。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海口陆
续在重要商业区、居民区、旅游点等安
装了5000座 IC卡公共电话亭，为市
民提供了便捷的通讯服务。但随着手
机的普及，大家发现电话亭几乎很少
用，很多已经破损或打不通，并且连IC
卡都很难买到了。

今年1月，在海口市第15届人民代
表大会第7次会议上，曾有代表认为，海
口的不少路段仍有部分失去通讯功能的
IC卡公共电话亭。有的电话亭锈迹斑斑

破损严重，有的亭身被贴满了各种广告，
有的电话机和听筒布满灰尘，电话线也
被扯断。这些IC卡公共电话亭甚至影响
城市形象。因此，建议城市管理部门对
失去实际功能的公共电话亭清理拆除。

据了解，据初步计算，海口街头目
前还有200多个公共电话亭。一旦拆
除，万一市民遇险需要用公共电话拨
打110、119时怎么办？拆还是不拆？
成为了城市管理中一个两难的抉择。

今天上午，海口市政府相关负责人
来到海口汽车东站调研。在汽车站门

口，该负责人拿起公共电话亭里的电话
听筒，发现没有信号。放下电话后，该负
责人和大家讨论了起来。“英国、日本等
国家的公共电话亭历史都比中国悠久，
但现在仍在使用，有的还成为城市文化
的一部分。”该负责人说，海口相关部门
要在充分研究的基础上，制定方案对海
口的公共电话亭进行全面改造升级。

随行的海口各部门相关负责人也
都纷纷发表建议，大家讨论认为，应该
将电话亭打造成便民点，里面安装临
时充电器等设备；配备心脏除颤器等

医疗急救设置，让市民在紧急情况下
第一时间得到救援；设置成封闭的电
话亭，不仅让市民能够避雨，遇险时也
可在里面躲避。

记者了解到，今年7月，曾有相关部
门建议，依托“互联网+”的思维，对海口
公共电话亭进行多媒体信息化改造。
改造后，电话亭除提供免费拨打110、
120等紧急求救电话服务和市话服务，
WiFi无线上网服务外，还要与银行系
统联接，实现随时随地缴纳水费、电费、
交通罚款和有线电视费用等功能。

求真
澄清谬误 明辨是非

16日凌晨3时许，海口市椰岛大
厦小区停车场路面发生塌陷，塌陷区
域内一棵棕榈树“栽”入坑中，两辆小
轿车陷落。据了解，塌陷并未造成人
员伤亡，事故原因还在调查当中。
海报集团全媒体中心记者 杨柳青 摄

扫码看椰岛大厦停车场塌陷
视频拍摄：陈元能
视频剪辑：杨柳青

码上读

海口一小区停车场
发生塌陷

8月15日，在海口市长流镇道盖村神王祖庙，留存了18幅光绪年间壁画，村民在轻轻擦拭壁画表面的灰尘。
据了解，道盖村神王祖庙始建于明代，距今500多年，目前光绪年间绘制的18幅壁画保存较好。每幅长约1.6米、高约1米。记

者发现这些壁画以人物画为主要形式，历史典故和宗族故事为题材内容。原省青年美术家协会秘书长张昌赋说，不论是人物造型、
风格技巧还是设色敷彩，都达到了较高水平，这是海南少有的艺术价值较高、保存较为完整的堂庙壁画。 本报记者 张茂 摄

海口道盖村
发现18幅光绪年间壁画

社会聚焦

海口高峰期曾有5000座公共电话亭，如今仅剩200多座，也几乎失去通讯功能

海口街头电话亭，要留如何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