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海口市警方破刑事现案数483起，同比

上升 32.7%，侦破 13 命案起，破获盗窃电动

车案189起。
杀人、投毒等“八类”主要案件的立现案

数同比下降 25%，抢夺、诈骗案件同比分别

下降48%、20%

10月24日至11月5日，破获毒品刑事案件42起
（其中，破获部级目标案件 1起），抓获犯罪嫌疑人 51
名，抓获吸毒人员300人，查处涉毒娱乐场所3家。摧

毁涉毒团伙2个，端掉制贩吸毒窝点1个。

缴获海洛因2950.7克和一批“开心果”、摇头丸，毒

资11万余元、仿制手枪4支、子弹10发、管制刀具4把。

共查处赌博案件63起,刑

拘 5 人，治安处罚涉赌人员

138人。查处涉黄案件 13起，

治安处罚51人

今年10月以来

制图/陈海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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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毒，我们在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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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海口11月6日讯（记者良
子 通讯员章鹏彪）海口公安局秀英
分局把加强禁毒工作和维护辖区社
会治安稳定紧密结合起来，通过对娱
乐场所、出租屋和治安复杂场所的检
查，大力推进缉毒攻坚战。10月21
日至11月5日，共破获毒品刑事案件
9起，抓获犯罪嫌疑人9人；抓获吸毒
人员106人，其中强制隔离戒毒52

人，社区戒毒22人，行政拘留30人，
收戒病残吸毒人员2人。

长流派出所积极落实分局党委
的部署要求，加强下半夜辖区巡逻盘
查。11月4日凌晨4时许，民警在海
口市堂善村巡逻时发现一辆轿车长
时间开灯停在路边，随即上前盘查，
当场抓获嫌疑人陈某某（男，西秀镇
人），从其随身携带的包内搜出毒品

海洛因一包，经称量重34.81克；另一
班巡逻民警在海口市长生路抓获一
名吸毒人员吴某某（男，长流镇人）。

11月4日16时30分许，海秀派
出所根据线索，在海口市秀英区长流
镇一栋民宅内抓获6名吸毒人员，并
依法对其行政拘留，其中并处强制隔
离戒毒2人，并处社区戒毒2人。当
天晚上，民警在辖区开展盘查工作
时，在海榆中线新村对面抓获2名吸
毒人员，在永庄村抓获1名吸毒人
员，警方依法对这3人行政拘留，其

中1人并处强制隔离戒毒。
为净化社会治安环境，永兴派

出所进一步加大对吸毒人员的收戒
力度。11月4日7时许，警方通过线
索摸排，在长滨路某烟酒行内当场
查获涉毒人员10名。经现场尿液检
测发现，其中9人呈阳性。在询问
过程中，邝某某等9人均对自己吸
食毒品的违法事实供认不讳。目前
警方已依法对9人做出处罚决定，其
中强制隔离戒毒 1 人、社区戒毒 3
人、行政拘留5人。

拍卖公告
哈尔滨翔鹰拍卖有限公司接受委托依法公开拍卖：海南省陵水黎

族自治县椰林北干道8号“太阳岛.椰林海岸商品房”4号楼（农副产品
批发大楼）在建工程，参考价37，707，685.00元，竞买保证金500万元。

拍卖时间：2016年11月24日10时。拍卖地点：海南省陵水黎族
自治县滨河南路1号乐龄中州国际大饭店四楼三号会议室。展样时间、
地点：自公告之日起，在标的物所在地展示。竞买程序：请在2016年11
月22日15时前持有效证件及保证金缴款凭证到海南省陵水黎族自治
县滨河南路1号乐龄中州国际大饭店四楼三号会议室办理竞买手续，
竞买登记实行实名制，委托他人代交保证金、代办手续的，应在办理竞
买登记时提交委托书。缴纳保证金账号：21540121014000001，户名：
尚志市人民法院，开户行：龙江银行尚志支行，行号：313261021540。
缴纳保证金截止时间：2016年11月21日17时（以银行到账为准）。

拍卖公司电话：13945102798 齐先生
法院监督电话：0451—56757612胡法官

哈尔滨翔鹰拍卖有限公司

拍卖公告
受委托，兹定于2016年11月30日上午9:30时对以下标的

物依法按现状在山西省产权交易中心股份有限公司交易大厅
（太原市迎泽大街388号国际大厦2层）以电子竞价方式进行公
开拍卖，特公告如下：一、拍卖标的：位于海南省三亚市三亚湾
国际养生中心E幢房屋一套。二、特别提示：有意竞买者请于
2016年11月28日17:00前交纳竞买保证金（保证金不计息），
并办理竞买登记手续，保证金数额及交纳方式按本公告所列联
系方式进行咨询。预展时间：2016年11 月7日—2016年11月
28日。预展地点：标的物所在地。

联系方式：13935019499 (孙先生) 15513217626（李先生）
0351-4061051 13623628250（王女士）

忻州市兴业拍卖行有限公司
2016年11月7日

文昌市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局公告
海南宇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我局依法查处的你公司未经许

可，擅自建设银河金座小区D区3#楼、6#楼、7#楼一案，现已查处完
毕，拟对你公司作出如下处罚决定：一、对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
证擅自建设的行为，责令改正，并按房产评估价3#楼3285.59万元、
6#楼1448.47万元及7#楼2790.41万元的9%对海南宇昌房地产开
发有限公司处予罚款，罚款人民币 3#楼 295.7031 万元、6#楼
130.3623万元、7#楼251.1369万元，共计罚款人民币677.2023万
元；二、对未取得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擅自建设的行为，责令改正，
并按房产评估价3#楼 3285.59万元、6#楼 1448.47万元及7#楼
2790.41万元的1.5%对海南宇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处予罚款，罚
款人民币3#楼49.28385万元、6#楼21.72705万元、7#楼41.85615
万元，共计罚款人民币112.8671万元。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我
局文综执告字〔2016〕149号行政处罚告知书，限你公司自公告之日
起10日内来本局领取行政处罚告知书，逾期则视为送达。特此通
告。文昌市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局 二零一六年十一月七日

招标公告
一、项目名称：滨江西带状公园二期（江滩部分）项目（监

理）。二、招标人：海口市园林管理局。三、项目概况：主要建设
内容包括景观绿化工程、土方工程、园路铺装、广场、园林建筑、
雕塑小品、绿化给排水和景观照明工程。招标范围：施工及验收
前的管理养护阶段全过程监理。四、投标人资格要求：须具有市
政公用工程监理甲级或以上资质，项目总监要求为本单位注册
的市政公用工程国家注册监理工程师资格。不接受联合体投
标。其它要求详见网络版招标公告。五、招标文件获取：请于
2016年11月7日起从海口市公共资源交易网下载招标文件。
本招标公告同时在中国采购与招标网、海南省招标投标监管网、
海南日报、海口市公共资源交易网发布。联系人及电话：招标
人：万先生0898-68722530 。招标代理:四川坤林建设项目管
理有限公司，陈先生0898- 68652125。——海南省各市县邮政局上门收订电话

海口市邮政局：65339233 66268809 68662256

东方市邮政局：25522435 文昌市邮政局：63225494

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邮政局：86236185 乐东黎族自治县邮政局：85521070

昌江黎族自治县邮政局：26651372 白沙黎族自治县邮政局：27721120

三亚市邮政局：88268586 儋州市邮政局：23322774

五指山市邮政局：86622456 澄迈县邮政局：67616185

琼海市邮政局：62822783 万宁市邮政局：36222055

定安县邮政局：63825769 临高县邮政局：28260013

屯昌县邮政局：67813583 洋浦经济开发区邮政局：28823020

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邮政局：83669369 陵水黎族自治县邮政局：83322623

全省邮政服务热线：11185咨询电话：66199020 66265476 18689860535

优惠套餐组合活动不与其它优惠活动重复使用

此活动仅限海南地区

一份套餐

二道大菜

参考消息（年价288元）+特区文摘（年价96元）=384元

现在订阅只需350元，优惠34元

+

海南宝恒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
（2016）海中法拍委字第119、120号

经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司法技术处电脑随机选定确认，受海口市中

级人民法院委托，由我司对涉案财产进行公开拍卖：标的1、位于海口市
世贸西路11号惠宝大厦第13层1307房（证号：HK076054号，建筑面

积97.4m2），参考价：45.099万元，竞买保证金：10万元；标的2、位于海口
市海濂路30号永升华府小区B1-703房（房产预告登记：海口市房预海

房字第YG005109号，建筑面积90.29m2），参考价：55万元，竞买保证金

10万元；现将第二次拍卖相关事项公告如下：1、拍卖时间：2016年11月

24日上午10:00；2、拍卖地点：海口市滨海大道123号鸿联商务广场3

层拍卖厅；3、标的展示咨询及办理竞买手续时间：见报之日起至2016年

11月23日17:00止，逾期将不予办理竞买手续；4、收取竞买保证金时
间：以2016年11月22日17:00前到账为准；5、收取竞买保证金单位名
称：海南省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开户行：海口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营业

部 ；标 的 1 账 号 ：1009454890000745；标 的 2 账 号 ：

1009454890000606。6、缴款用途须填明：竞买保证金（如代缴须注明

代某某缴款）；7、特别说明：上述标的按现状拍卖，过户税、费按国家规定

各 自 承 担 。 拍 卖 机 构 电 话 ：0898- 68538825 68538965

18976947136；法院监督电话：0898-66501619

联合拍卖公告
（2016）海中法拍委字第91号

经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司法技术处电脑随机选定确认，受海口市中

级人民法院委托，由我两家公司对以下涉案财产进行公开拍卖：位于澄

迈县老城镇白莲坡脑管区谭城村南侧，面积为38669.68m2的土地使用

权[证号：白莲国用（2000）字第83号]，参考价：1750万元，竞买保证金

500万元。现将第三次拍卖相关事项公告如下：1、拍卖时间：2016年11

月29日10:00；2、拍卖地点：海南省政府会展楼二楼公共资源交易服务

中心土地交易厅；3、标的展示咨询及办理竞买手续时间：见报之日起至

2016年11月25日17:00止，逾期将不予办理竟买手续；4、报名地点：海

口市龙昆北路36号海外大厦十三层、海南省政务中心二楼省公共资源

交易中心22号窗口；5、收取竞买保证金时间：以2016年11月24日17:

00前到帐为准；6、收取竞买保证金单位名称：海南省海口市中级人民法

院 ；开 户 行 ：海 口 市 农 村 信 用 合 作 联 社 营 业 部 ；账 号 ：

1009454890000642；7、缴款用途处须填明：竞买保证金（如代缴须注明

代某某缴款）；8、特别说明：上述标的按现状净价拍卖，过户的税、费由买

受人承担。主拍机构：海南国盟拍卖有限公司；电话：0898-66765286

13158990297。协拍机构：海南天锤拍卖有限公司 电话：0898-

68528518 68528519；法院监督电话：0898-66501619。

海南南海网传媒股份有限公司诚聘
因事业发展需要，海南南海网传媒股份有限公司现面向社会

公开招聘以下人员，诚邀社会各界优秀人士加盟。
一、招聘岗位及要求

二、报名方式
请有意向者登陆南海网（www.hinews.cn）人才专栏，下载填

写《南海网人才报名表》，并发邮件至hinews.cn@qq.com（邮件主
题及文件名格式为：姓名+毕业院校+应聘岗位）。报名截止时间
为2016年11月15日。

三、录用程序
我公司将按报名、资格审查、面试、实操、体检、考核、审批等程

序，择优聘用。
四、联系方式
联系部门：海南南海网传媒股份有限公司管理中心
联系电话：（0898）66810075

岗 位

视频记者

职数

2

岗位素质要求

1、大学本科以上学历，35周岁以下。
2、一年以上视频编摄经验，广电相关专业优先。
3、有较好的文字功底与新闻敏感性，熟悉EDIUS、PS等软件。
4、有良好的栏目创意和策划能力。
5、擅长现场报道，善于发现问题，沟通能力强，有团队合作精神。

海口秀英警方加强娱乐场所、出租屋等地检查力度

半个月“网住”115名涉毒嫌疑人

天降水瓶 游客被砸伤
主持公道 鹿城获点赞

本报三亚11月6日电（记者袁宇）景区游
玩却被意外出现的矿泉水瓶砸伤，始作俑者还
乘坐飞机回到了上海，吉林游客刘先生在三亚
游玩时遇上了倒霉事。对此，三亚市旅游部门
积极协调上海旅游部门，帮他争取到2000元经
济赔偿。日前，刘先生向三亚市旅游质监局送
去锦旗表示感谢。

11月1日，刘先生与家人在三亚千古情景
区的水上乐园游玩时，被意外出现的矿泉水瓶
砸中眼眶，血流满面。通过查看监控录像，景区
找到了扔水瓶的外地游客陶先生。

在监控的佐证下，陶先生承认是自己无心
之失，但不愿承担赔偿责任，并乘飞机离开三亚
前往上海。

在多次与陶先生联系未果的情况下，刘先
生来到三亚市旅游质监局寻求帮助。三亚的工
作人员试图通过电话联系陶先生解决纠纷，对
方起初表示愿意协商，但没多久，电话就无法接
通了。

最后，三亚市旅游部门想方设法，联系上海
旅游部门与陶先生的朋友，最终陶先生同意调
解，并赔偿刘先生2000元，同时千古情景区承
担刘先生在三亚的医疗费。

海口龙华区入室劫杀案告破

嫌疑人称如未被抓
将继续抢劫

本报海口11月6日讯（记者良
子 通讯员张秀辉）近日，海口龙华警
方快速侦破一起入室抢劫杀人案，抓
获嫌疑人杨某。

11月2日晚，龙华区滨海新村某
出租屋的独居女性郭某被人杀害在屋
内，现金财物被洗劫一空。5日凌晨1
时许，警方在红城湖路某小旅馆内将
嫌疑人杨某（男，18岁，海口人）抓获。

据供述，杨某因手头拮据实施抢
劫，受害人反抗，所以随手拿起水果刀
将其杀害。杨某称，如此次未被抓获，
将继续实施抢劫。目前，嫌疑人已被
刑拘。案件正在进一步审理当中。

本报海口11月6日讯（记者良
子 特约记者黄培岳 通讯员陈烽）
记者今天在海口市公安局获悉，针对
年终岁末的治安实际，海口警方多管
齐下强化社会治安打防控力度，落实

“打、防、管、控”各项工作措施，进一步
加大街面警力投放，严厉打击“街面两
抢一盗”“黄赌毒”等各类违法犯罪活
动，有力促进海口治安形势持续向好，
稳步提升市民安全感。

近期，海口警方为落实省委、省政

府的工作部署，强化缉毒破案措施，全
力开展了“岁末缉毒攻坚战”“堵源截流
行动”“大清查、大收戒、大管控行动”

“重点地区、场所整治行动”“易制毒化
学品专项整治”“‘毒驾’和‘酒驾’捆绑
查处”六大行动，以目标案件为抓手，以

“打团伙、破大案、抓毒枭、毁网络、追
毒资”为重点，坚持既破大案又办小
案，强化辖区毒情严重地区和娱乐场
所涉毒问题的整治工作，构筑起打击
毒品犯罪的全方位查缉防控网络。

警方同时加大病残吸毒人员的收
治力度，通过加强收治基础建设，挖潜
扩大监管医院、戒毒的收治容量，实行

“监管医院、戒毒”的两级收治模式，进
一步降低收治“门槛”，努力实现“全员
收治”。

此外，自10月10日起，海口警方
开展了打击整治黄赌违法犯罪专项行
动，切实消除治安隐患。警方从站街
招嫖、淫秽色情表演、聚众赌博、娱乐
场所内吸贩毒等突出问题入手，对“黄

赌毒”坚持“零容忍”，发现一起坚决处
置一起，发现一处取缔一处。

10月11日，美兰分局在某茶艺
馆查处一赌博窝点，治安处罚7人，并
于10月20日、26日分别在辖区查处
一网络赌博窝点和“牌机”赌博窝点，
共抓获12人。10月26日晚，海口市
治安支队联合龙华分局在龙昆北某酒
店养生会所查处一涉黄场所，现场抓
获涉黄人员13人。

平安之路，交通先行。海口警方

按照警力最大化部署开展了交通大整
治工作，各警种、各部门配合交警支队
在全市所有道路和重要交通路口上岗
执勤，主要整治电动车违反“九不准”、
机动车乱停乱放、摩托车违法入市等
交通乱象。

针对年终岁末街面侵财犯罪容易
高发的特点，海口警方加大街面巡防
力度，做到“屯警街面、动中备勤、定点
值守、武装处突”和“见警察、见警车、
见警灯”。

开展肃毒攻坚，专项整治“黄赌”，全警整治交通，做好街面防控

海口警方多拳出击力保岁末平安

一言不合就开车碾人
这男子竟有假军官证
肇事者被判有期徒刑8个月

本报海口11月6日讯（记者丁平 通讯员
梁依）与人发生言语冲突，他竟然用车将对方撞
倒并碾压。警方将其抓获时，竟然还搜出了手
铐、假军官证。今天，记者从海口市美兰区人民
法院获悉，四川男子杨某犯故意伤害罪，被判处
有期徒刑8个月。

3月23日22时30分许，杨某驾车，停在海
口市美兰区一油气站旁。随后，他与被害人龚
某发生口角及肢体冲突。杨某回到车上，开车
从后撞倒龚某，并将其向前推行十几米，随后加
速前进，使小车前后轮均轧过龚某的身体。之
后，杨某驾车逃离现场，凌晨被抓获。警方扣押
了肇事车辆以及假军官证1本、手铐1副等。

经公安司法鉴定，龚某双侧耻骨骨折，左侧
骶骨骨折，损伤属轻伤一级。法院经审理认
为，被告人杨某某的行为已构成故意伤害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