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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海口9月13日讯（记者良
子）眼看中秋将至，很多人想通过网
购月饼传递祝福、通过短信等方式
发送祝福，这不，诈骗分子又盯上了
中秋节，冒充朋友、亲戚发送祝福短
信实施诈骗，稍有不慎就会造成个
人财产损失。为此，省公安厅提醒
广大群众，提高个人安全防范意识，
谨防诈骗。

祝福短信链接病毒软件

12 日上午，家住海口市海甸岛
的马先生收到同事钱女士发来的短
信，短信上写着“马某某，在中秋节
到来之际，送你一个祝福”，并附有
一个网络链接地址。马先生点开链
接，手机立即提示“是否要下载并安

装一个应用软件”，马先生点击同
意，结果因该软件跟苹果手机系统
不匹配，并没有安装成功。不久，马
先生另一部安卓系统的手机也收到
类似短信，马先生警觉起来，难道是
病毒链接。

为搞清楚是怎么回事，马先生
给钱女士打去电话，钱女士称并没
有给马先生发短信。钱女士告诉
马先生，当天，她也接到一个祝福
短信，短信也附有一个网络链接地

址，她点击了链接，手机被装了莫
名其妙的软件，她的话费也少了
100多元。

警方分析，中秋节期间，一些犯罪
分子会冒充朋友、亲戚发送祝福短信，
在短信中隐藏木马，大肆传播木马程
序。当感染木马病毒后，用户的个人
网上银行信息就会泄露，资金受到严
重威胁。

警方提醒，接到祝福短信上有链
接地址的，不要点击，立即删除，遇到

陌生短信、邮件切勿随意点击、访问。
如系熟人提出要求，需以电话或其他
方式与对方进行核实。

冒充快递员“送月饼”

中秋将至，诈骗分子会冒充快递
人员送“月饼”，以骗取“快递费”。
中秋节网上销售月饼成为各大卖家
的营销手段之一，相对于传统的实
体商店买卖，网购月饼价格更便宜，

种类更多，且方便快捷。因此，不少
人选择网购月饼送给远在他乡的亲
人朋友。诈骗分子冒充快递人员，
送“货”上门，并索取“快递费”。不
明就里的市民以为是亲人朋友邮寄
的月饼，付完“快递费”，打开包裹发
现是空纸盒。

警方提示：在收到货物后，收件人
一定要先验货，再付款，且要仔细检查
快递的寄件人是谁，如果确实是亲友，
要与亲友取得联系，确认事实。

省公安厅提醒慎防诈骗——

骗子盯上中秋节 祝福短信藏病毒

本报海口9月13日讯（记者王黎刚）由海
南中粮可口可乐饮料有限公司、海南省红十字
会、海口市公安消防支队龙华区大队以及海口
山高学校等多家单位联合举办的2016海南中
粮可口可乐“平安校园”启动仪式暨“消防安全”
主题活动今天在海口山高学校举行。

据悉，“平安校园”项目是中粮可口可乐公
司在全国推广的大型公益活动，旨在通过安全
知识的分享和演练，帮助在校学生在遇到突发
重大灾害时提升自我保护意识和能力。迄今为
止，此项目已在海南、山东、湖南、甘肃、湛江、北
京等地近百所校园开展，惠及学生人数约10万
名。2016年，海南中粮可口可乐“平安校园”活
动结合时下校园热点安全隐患问题，涉及消防
安全、防溺水安全、交通安全、应急救援安全、自
我保护五大主题，预计从9月到11月，走进山高
小学、景山小学、十一小、美舍小学、秀峰小学持
续开展，旨在提高孩子的自我防护意识及技能。

海南中粮可口可乐
“平安校园”公益活动启动

本报海口 9 月 13 日讯 （记
者良子）近期，海口秀英区假日
海滩、西秀海滩发生 6 宗持刀抢
劫年轻情侣案件。海口市公安
局秀英分局周密部署抓获抢劫
团伙的 3 名犯罪嫌疑人，追缴被
抢手机3部，项链一条。

据办案民警介绍，警方发现近
期秀英辖区发生多起抢劫年轻情
侣案件，作案手段类似，被害人描
述嫌疑人特征相似。经过缜密侦
查，警方确定主要嫌疑人秦某的身
份信息，并于9月3日中午12时许
在秀英区向荣路某网吧将秦某抓
获。

经突审，秦某如实交代了其
伙同他人抢劫的事实，并提供同
伙宁某涛的落脚地。当晚 22 时
许，警方在秀英区永万路一洗车
店将宁某涛抓获。根据宁某涛交
代，9月6日12时许，第三名抢劫
犯罪嫌疑人廖某在海口市秀英区
丽晶花园小区一水吧被抓获。至
此，该抢劫犯罪团伙被摧毁。

经审讯，秦某（21岁，定安人）、
宁某涛（21岁，广东人）、廖某（18
岁，广东人）不仅交代了其多次在海
口西秀海滩、假日海滩持刀抢劫年
轻情侣的犯罪事实，还交代了在校
园周边地区对学生实施抢劫的犯罪
事实。同时，深挖带破6宗持刀抢
劫案件，追缴手机3部，项链一条。

据了解，今年7月18日凌晨3
点，一对20岁左右的年轻情侣在
西秀海滩的海边看海，这时秦某
骑电动车载着宁某涛到该处寻找
作案目标，看见这对情侣四周没
有人，宁某涛冲上去一手掐住男
生的脖子，另外一手则拿出小刀
威胁说：“把钱交出来，不然我动
刀了。”这对情侣见状，害怕地把
身上的零钱和手机都交给了对
方。宁某涛见男生脖子上的银项
链好看，便扯了下来拿走。同时，
他们还把这对情侣的电动车也给
抢走了。

据警方介绍，该团伙作案时
间是晚上12点至凌晨3点，一般
选择男生或女生把包放在一旁
的下手，抢劫起来比较顺手，如
果被抢对象要追，就拿出小刀来
威胁。

抢劫团伙瞄上
年轻情侣
作案6宗，3名嫌犯落网

本报三亚9月13日电（记者孙婧 通讯员
黄梅）从疯狂盗窃耕牛，到偷车，又顺路打劫过
路女子，甚至轮奸幼女……这个平均年龄28岁
的6人团伙，4年内在海南犯下17宗罪，涉案金
额超30万元。日前，三亚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
审判这起团伙盗窃系列案。

据三亚市中级人民法院刑庭庭长何艳介
绍，在2011年1月至2015年2月期间，该团伙
制造了17起案件，其中5名被告人先后盗窃作
案15起，偷盗耕牛14头，汽车7部，另1名被告
人还参与轮奸2次，涉及幼女。

据悉，开庭第一天，犯盗窃罪的5名被告人
对部分犯罪事实当庭翻供，拒不认罪，令原计划
一天结束的庭审进行了两天。庭后，法官与合
议庭经过多次合议，对公诉机关提起的18起犯
罪事实，认定了17起。根据被告人犯罪情节轻
重及其悔罪立功表现，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
法》相关规定，法院于9月2日一审公开宣判这
起案件。其中被告人罗某皇犯强奸罪、盗窃罪，
被判处有期徒刑20年，剥夺政治权利5年，并
处罚金5万元；其余被告人被判处有期徒刑6
个月至12年7个月不等，并剥夺相应政治权利
和处相应罚金。

6人团伙犯下17宗罪
偷牛偷车还轮奸幼女

分别被三亚中院判处有期徒刑，
最高获刑20年

本报海口9月13日讯（记者丁平 通讯员
王禄文）2014年6月至2015年12月期间，男子
洪某某隐瞒自己的真实身份，虚构台湾“富二
代”身份，以“洪晓意”的假名与被害人丽丽（化
名）谈恋爱，并向其借款挥霍。日前，海口美兰
区法院以诈骗罪，判处洪某某有期徒刑五年八
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6000元。

洪某某以做生意需要资金等理由，多次向
丽丽“借款”共计15万元，所得款项被其挥霍。

2015年6月下旬，丽丽怀孕，丽丽的母亲
从老家赶来海口，要求洪某某和丽丽回台湾结
婚。洪某某又虚构了自己的父亲“洪俊逸”和姐
姐“洪丽娜”出来，并使用两个不常用的微信号
冒充“洪俊逸”、“洪丽娜”与丽丽的母亲微信聊
天。“他们”说，暂时不能结婚，因为洪某某的母
亲非常强势，讲究门当户对，还不同意这门婚
事。最终欺骗丽丽做了人流手术。2015年12
月初，丽丽发现洪某某可能系福建人。经到相
关部门查询后，才知道自己被骗。

2015年12月8日，丽丽到公安机关报案，
公安民警在丽丽的住处将洪某某抓获。

男子冒充“富二代”
骗财骗色获刑

■ 本报记者 丁平 通讯员 杨秋梅

不少市民喜欢呼朋唤友、聚餐喝
酒。然而，喜欢喝酒的市民得注意了，
如果不适当、无节制，很容易引起酒精
中毒，严重的会危及生命。

9月10日，文昌市文城镇维嘉酒
店举行一场婚礼，伴娘杨某因酒精中
毒，导致呕吐物堵塞呼吸道窒息身
亡。该事件引起市民们热议。

近日，记者从解放军第一八七中
心医院了解到，一直以来，该院频繁接
诊醉酒患者。“平均每晚至少有两至三
名醉酒者来我院就诊。”解放军第一八

七中心医院相关负责人介绍。
在海口工作年仅26岁的小张，

因公司聚餐时喝酒过多，被同事送
到附近酒店入住，因无人照料，呕吐
物卡住他的喉咙、鼻腔导致窒息。
像小张一样，因喝酒过度进医院的
不在少数。

喝酒过度的另一危害就是让人失
去理智，从而做出一些非理智行为。
近日，海口某男醉酒后一路狂奔，几个
大汉都按不住，路上见到障碍物就砸，
结果被砸掉的玻璃划伤自己的腿，幸
好有人送往医院，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对于醉酒患者，如何进行正确救

助？解放军第一八七中心医院急诊科
副主任医师邓国星告诉记者，所有的
醉酒者，一定要有家人或朋友陪护，及
时帮助醉酒者清理呕吐物，并拍背，防
止呕吐物被呼吸道误吸。如果醉酒者
鼻腔、口腔无呕吐物，而醉酒者的呼吸
突然变慢或变深，一定及时送医，以免
延误救治时机。

此外，建议醉酒者酒后不要立刻
睡觉，因为酒精靠肝消化，酒后立即睡
觉会减缓新陈代谢，容易得酒精肝。
特别是饮酒过量的醉酒者，不能立即
入睡，家人除了上述帮助醉酒者清理
呕吐物，陪伴在侧观察呼吸外，最好每

隔两小时给醉酒者喂点白开水或蜂蜜
水，直到醉酒者完全酒醒为止。

近年来，海南过度饮酒、劝酒事件
频发，记者在采访中发现，遭劝酒的市
民不在少数。针对“28岁伴娘文昌参
加婚礼狂饮白酒中毒导致死亡”一事，
南海网在线调查的结果显示：有
80.3%的网友表示在宴席上被灌过
酒。很多网友表示：“希望大家能文明
饮酒，喝酒劝酒都要适度。”

医生提醒，有心血管疾病的患者
一定要戒酒。身体正常的，喝酒也要
量力而行。

（本报海口9月13日讯）

文昌伴娘过度饮酒身亡引热议

饮酒需有量 劝酒要适度

商场出入口处：
因车辆变道掉头、出入口小、流量大等原因，海秀东路的望海国际广场出入口、DC城出入口、明珠广场出

入口、南宝路口、金龙路的上邦百汇城出入口等处，容易出现车辆滞留影响交通。

本报海口 9 月
13 日讯 （记 者 良
子 通讯员袁涛） 9
月15日至9月17日
为中秋节小长假，市
民有家人团聚、共赏
明月等民俗活动，交
警部门为了维护良
好的交通秩序，方便
市民交通出行，发布
出行预警。

海口交警发布出行预警

中秋出行，不想堵车快看这里

届时市区龙昆北路—南大桥—龙昆南路—迎宾大道双
向、国兴大道—琼州大桥双向、长堤路—滨江路、滨海大道、海
府路—琼州大道等进出市区主干道交通流量集中，通行缓慢

龙昆南路南往西前往海秀快速路车辆，上南大桥—海秀中路—海南军区匝道—海
秀快速路

前往滨海大道东往西方向车辆可绕行龙华路（龙昆北）—国贸区域、海秀
路、南海大道、海秀快速路

西往东方向返程车辆可选择粤海大道、长滨路、长彤路往南绕行海秀快速
路、南海大道、椰海大道返回市区

可从以下道路上滨江路进出城：文明东路、海府一横路延长
线、美祥东路、美祥横路

走椰海大道—迎宾大道前往东线高速
走丘海延长线或滨海西延线—长彤路—火山口大道（绿色

长廊）上绕城高速与西线高速
新东大桥西连新埠岛海新大桥，东连琼山大道，建议驾驶员

可取道海甸岛、新东大桥往东行驶前往琼山大道或白驹大道，避
开琼州大桥交通高峰时段

出城、返城高峰期路段

预计9月14日下午、9月15日上午与9月17日下午市
区将出现车辆出城、返城高峰期

请广大驾驶人错峰出行，尽量避开高峰时段
（9月14日17：00—19：00、9月15日8：30—10：00）

如以上道路流量大，建议视情况择道进出城

海秀快速路金垦匝道、海南军区匝道均已开通，为减轻海秀快速路国兴
大道匝道西往东压力，驾驶人可选择以下路线绕行：

路线一 海秀快速路西往东去龙昆北路车辆，下金垦匝道—海秀中路—南大桥—龙昆北路

海秀
快速路

路线二

滨海大道假日海滩路段 9月15日中秋节有赏月的风俗习惯，届时将有
许多市民前往假日海滩赏月

请驾驶员注意：滨海大道、万绿园及滨海西延线假日海滩、观海台路段交通流量会增多

购物商业广场路段预警 节假日市民外出购物集中，大型商场周边路段交通流量将明显增
加，如上邦百汇城、京华城、东方广场、名门广场、望海国际广场等

建议驾驶人服从路口交警指挥，不要强行变道右转弯，影响交通

制图/王凤龙

9月13日，海南口岸突发性生物涉恐事件应急处置演练在洋浦举行，此次演练为海南首次举行。演练内容为：洋浦
出入境检验检疫局检疫人员在洋浦港集装箱区的一集装箱内发现一个装有白色粉末的塑料袋，上面印有生物危险标志
且已破损。应急处置小组赶到现场，对各区域进行排查核实、卫生消毒、现场布控等。

据了解，此次演练，对进一步提高海南口岸突发性生物恐怖袭击的应急处置能力，修正和完善有关应急预案，及时
控制和消除突发生物恐怖袭击事件风险及其危害等都有积极意义。 本报记者 袁琛 摄

我省首次举行生物
涉恐事件应急演练

本报定城9月13日电 （记者刘梦晓）近
日，定安县龙门镇双塘村委会部分村民向记者
反映，村里的水塔早在2010年的时候就建好
了，到现在却只有10来户村民能用上塔里的
水，这究竟是怎么回事？今天下午，记者来到了
双塘村，对村民反映的情况进行了了解。

双塘村委会白水塘村党支部书记王光华
说，水塔2010年就建好了。如今水井里的水量
不仅不能够满足所有村民的用水量，在能接到
水的村民家里，也只有十几户村民敢喝井水里
的水：“不少村民反映，水井里的水有红色的铁
锈，村民都担心水质有问题。”

对于村民反映的情况，定安县龙门镇政府
宣传委员莫饶说，定安县卫生部门曾在2012年
对井水做过检测，检测结果符合饮用标准。而
水量不足，则是因为在供水设备修建初期，村民
之间发生了争执，导致现在的出水点与最佳出
水点有了百余米的偏差，造成供水不足。

接下来，对于村民质疑的水质问题，定安县
水务局局长莫宏雄表示，将再一次对水质进行
检验，如水质检验符合饮用标准，就在现在的水
井旁再打一口井，增加出水量；如水质测试不符
合饮用标准，则将引导村民用龙门镇上的井水。

群众反映饮水难问题
定安水务局表示将尽快解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