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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海口3月20日讯（记者良子 特约记
者陈世清 通讯员李盛兰）近日，一段一男子在
海口市海秀中路“花拳绣腿秀武功”的视频在微
信朋友圈中流传，网传该男子借着打架在秀武
功。记者从海口市公安局交警支队了解到，视
频内容发生在3月17日上午，其中做出怪异举
动的男子是因为当时“喝高”了，为某物业保安。

记者在视频中看到，一位身穿深色保安
服的男子与一名穿红色上衣的男子站在道
路上“打架”，穿保安服的男子不停地向对方
挑衅，挥拳踢腿，因两人站在道路上，影响了
此路段车辆通行。网友称，穿保安服的男子
则是借着打架在秀武功。

据海口交警介绍，3月 17日上午8时 50
许，一名穿保安服、戴口罩的中年男子在海秀中
路侨中路口胡乱指挥交通，随意在马路中穿梭，
期间，还向行人挑衅，挥拳踢腿，严重影响交通
秩序。海口交警支队龙华大队六中队队员发现
并汇报情况后，相关人员到场对该男子进行劝
离。该男子不听劝阻，恶语相向，身上有浓重的
酒精味。

为了维护保障交通安全，执勤民警将其控
制，并将情况上报值班领导，通知派出所处理。
当天9时许派出所民警赶来，龙华交警大队将
该男子移交大同派出所处理。

据派出所调查，该男子是某物业的保安。
因酒喝多了做了以上荒唐举动。派出所约束其
酒醒后由其单位负责人领回。

醉酒保安街上“秀武功”
“指挥交通”
海口交警已对其进行处理

本报海口3月20日讯（记者良
子）近日有很多人在朋友圈传一条消
息，称微信突然变静音，是骗子将木
马病毒植入手机，银行卡里的钱就会
不翼而飞。对此，海口网警表示，这
是一种新型诈骗手段，骗子将病毒植
入受害人手机会使微信处于静音状
态，以达到操纵受害人手机而进行盗
刷银行卡的目的。

日前，许女士报警称，她人在医
院治疗，银行卡随身携带，但是卡内
的钱莫名其妙地被人转走1.4万元。

许女士对此一头雾水。事后，许女士
回忆，案发当天上午，她发现手机微
信和短信突然变成静音。当时以为
是手机出故障，没有在意。当下午再
看手机时，才发现与银行卡关联的支
付宝有14笔支出，共计上万元。

据海口网警介绍，许女士的手机
微信及短信之所以突然变静音，是因
为许女士的手机中了骗子木马病毒，
骗子利用木马病毒把许女士手机里
的钱转走了。

网警介绍，验证码泄密是网银被

盗刷的主要原因。不法分子想获取
金融机构在用户转账时向其手机发
送的验证码，最常用的手段就是向目
标手机发送木马病毒。

首先是骗子广发打折优惠、假扮
熟人等短信，把链接网址植入木马病
毒。受害人点击安装软件后，木马就
寄生在手机运行。只要受害人手机中
毒，骗子会监控受害人手机，随时掌握
受害人在手机操作过的银行卡信息。
为此，骗子会盗取受害人银行卡号，开
通快捷支付，截获验证码，操纵开通

手机理财服务，把钱从银行卡转走。
海口网警提醒：骗子一般在手机

短信木马病毒链接前加上一句话，诱
导你点开网址链接，诸如“聚餐照
片”、“老同学照片”等等，都是以“熟
人”为切入点。有的还以各种折扣优
惠信息为诱惑，让接收方在不知不觉
中随手点开病毒链接，植入木马病
毒。这种恶意程序，会优先运行，能
盗取手机上一切跟账号、密码有关的
资料，因此，只要是接收到类似短信
要谨慎，切记不点、不回。

微信变静音，卡里的钱竟不翼而飞
警方：系骗子将木马病毒植入被害人手机，从而盗刷银行卡

本报海口3月20日讯（记
者 符 王 润）今 天 是 第 6 个

“12320主题宣传日”。上午，
海南省“12320主题宣传日”活
动在海口市名门广场举行，现
场为市民提供合理膳食和戒烟
方面的咨询和帮助。活动采取
发放海报、折页、资料、现场咨
询等形式，向群众大力宣传
12320卫生热线的服务宗旨和
内容。

12320属于卫生行业政府
公益热线，是卫生系统与社会
和公众沟通的一条通道，是社
会公众举报投诉公共卫生相关
问题的一个平台，也是向公众
传播卫生政策信息和健康防病
知识的一个窗口。

据统计，近年来海南省
12320卫生热线在预约挂号、
卫生计生咨询、戒烟咨询及干
预治疗，投诉建议和举报等便
民服务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
用。

去年全省12320卫生热线
接听总量为20844次。其中咨
询 15986 次，预约挂号 4206
次，投诉598次，举报40次，服
务深入人心。随着12320热线
的宣传力度不断加大，公众知
晓率不断提升，各项业务指标
持续上升。

拨打“12320”
了解合理膳食
预约挂号也可致电

本报海口3月20日讯（记者叶媛
媛 通讯员许嘉 李凡）省气象部门预
计，20日～25日白天，全岛以多云天气
为主；25日夜间～26日，受冷空气影
响，全岛将出现明显降温降雨天气过程。

陆地方面：20日～25日白天，受
偏南气流影响，全岛以多云天气为
主，其中22日～23日，海南岛北部、

西部和中部的局部地区有阵雨；最高
气温28～32℃，最低气温20～23℃。

25日夜间～26日，受冷空气影
响，全岛阴天有小雨，局地可能出现
雷雨大风等短时强对流天气；气温下
降明显，最高气温西北半部地区
21～24℃ ，东 南 半 部 地 区 24～
27℃，全岛最低气温16～20℃。

天气

25日夜间～26日琼岛将降温降雨
最低气温降至16℃

本报海口 3月 20 日讯 （记者
丁平 特约记者陈世清 通讯员李
盛兰）由于驾驶人考试科目三系统
维护及数据调试的原因，海口市公
安局交警支队第二车管所驾驶人
科目三考试于3月 22日至 3月 24
日对所有车型停考3天，3月27日
恢复考试。

原定于这三天考试的学员，考试
时间变更如下：

1、原定于3月22日考试的学员
改为4月1日考试

2、原定于3月23日考试的学员
改为4月5日考试

3、原定于3月24日考试的学员
改为4月6日考试

驾考

22日至24日
第二车管所暂停科目三考试

本报三亚3月20日电（记者袁
宇）“脏差破旧换新貌……琳琅满目异
彩繁……”20日上午，经过为期一个
月的升级改造，三亚第一农贸市场重
新开市营业。看着崭新靓丽的市场，
第一市场内的商户代表陈业武专门写
下诗歌，为三亚农贸市场升级改造工
程点赞。

记者了解到，升级改造后的三

亚第一农贸市场对摊位、排污、排
水、地板、照明、给水等设施进行了
全面重建。重建后的市场摊位全部
换上了崭新的不锈钢与大理石构成
的面板，此前市场顶部网格状的各
类电线等也被统一的天花板所覆
盖，市场内部排水系统加装了不锈
钢过滤板。

“第一市场曾因脏乱差饱受诟

病。”陈业武告诉记者，市场污水横流，
外部车辆乱停乱放，场内蔬肉不分，不
仅经营者“闹心”，消费者也不舒心。
2月15日，该市场停业整顿，在一个
月的时间内进行全方位升级。“改造后
的市场当得起颜值担当。”为此，陈业
武写下《赞巩卫改造一市场》点赞市场
升级改造：“书记市长抓改造，脏差破
旧换新貌。灯光闪耀似群星，火树银

花天不夜。龙虾味美诱游客，菇类佳
肴增美健。蔬菜药测领导管，琳琅满
目异彩繁。”

三亚市有关部门负责人表示，该
市农贸市场升级改造不仅着力于提升
市场环境，更重要的是建立健全农产
品从市场上餐桌之间一系列的监管流
程，打造符合现代化要求的现代农贸
市场。

据了解，为了保障食品安全，促
进农贸市场行业健康发展，三亚于去
年底启动了该市33家农贸市场升级
改造工程，计划于今年6月底前完成
改造全部开业。根据改造方案，三亚
将以“民生性、公益性、社会性”为方
向，预计投入8440余万元。截至目
前，已有部分农贸市场完成升级并重
新营业。

三亚第一农贸市场“颜值担当”再迎客
市场全面升级改造，商户写诗点赞

本报那大3月20日电 （记者易宗平 通
讯员吴万贤 罗凤灵）49岁的东方市男子王某
发财心切，伙同他人利用网站非法经营私彩，
1年多获利400多万元。对此不义之财等待
他的结果是什么？记者今天从海南省第二中
级人民法院获悉，该法院作出维持原判的终审
裁定，以非法经营罪判处王某有期徒刑5年，
并处罚金5万元。

2014年6月至2015年9月，王某伙同冯某
（另案处理）等人，未经政府有关部门批准，在东
方市板桥镇某村家中，以“北京七星彩”为参照，
通过网站非法经营彩票业务。王某先后发展了
多名下线会员向社会公众销售彩票，他则负责
统计每期销售彩票的数额，然后与上线老板冯
某进行结算。经鉴定，王某非法经营所得金额
为407.12万余元。

一审法院认为，王某违反国家规定，伙同他
人非法经营销售私彩，扰乱国家福利彩票经营
管理秩序，非法经营所得金额为407.12万余
元，情节特别严重，其行为已构成非法经营罪，
遂作出上述判决。

一审宣判后，王某不服，提出上诉。
海南省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一

审法院认定上诉人王某犯非法经营罪的事实清
楚，证据确实充分，定罪和适用法律准确，量刑
适当，审判程序合法，遂作出驳回上诉、维持原
判的终审裁定。

东方
网上卖私彩 线下蹲牢狱

一男子非法募资
逾400万获刑5年

本报海口3月20日讯 （记者良子 通讯
员吴海青 翁菖海）一男子为牟利竟利用宠
物店干起倒卖野生动物勾当，非法收购、出
售濒危野生动物高冠变色龙。日前，海口市
森林公安局侦破该案，涉案嫌疑人宋某玉被
依法刑拘。

今年3月初，有市民向海口市森林公安局
反映：有人在海口市海甸岛白沙门附近的某宠
物店内非法出售野生动物。3月14日，民警对
店主宋某玉进行控制，当场从其宠物店内查获
一只变色龙。经国家林业局森林公安局野生动
植物刑事物证鉴定中心鉴定，确认系列入《濒危
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附录二的野生动
物高冠变色龙。

宋某玉因涉嫌非法收购、出售珍贵、濒危野
生动物罪被刑拘，案件正在进一步处理中。

海口

以宠物店为幌子
非法收售高冠变色龙
一男子被刑拘

本报海口3月20日讯（记者叶
媛媛）记者从海口市国土局获悉，由
该局和海口市住建局联合推出的海
口市房产交易大厅，今天正式对外
受理业务。大厅通过设立 36个服
务窗口，推出延时服务活动，将为市
民打造全新的“一站式服务”。另
悉，目前除海口市房产交易大厅外，
海口市政府服务中心、国土大厦的
受理大厅均可办理不动产受理登记

业务。
海口市房产交易大厅位于海口

市怡心路9号，海口市房屋档案综合
大楼2楼。记者在现场看到，目前该
大厅共设36个窗口，其中16个窗口
为住建局和国土局的联合受理窗口，
主要为房产交易备案和不动产登记
业务受理服务。现场还设立了饮水
机和排号机，LED显示屏引导市民办
理具体业务流程。

据了解，海口市房产交易大厅在
工作日期间，上午8点开始办理业
务。同时推出延时服务活动，中午继
续对外受理业务，下午延长下班时
间，方便市民办理业务。此外，住建、
国土、税务等多方技术单位正在协调

“数据共享”问题，为市民打造更好的
一站式服务。

记者了解到，今天市政府服务
中心共办理不动产登记受理 565

件、发证 338 件；国土大厦不动产
受理305件、房地关联415件、不动
产信息查询415件；怡心路房产交
易大厅办理不动产信息查询 306
件、出具房产证明 786 件、不动产
房地关联 160 件、交易登记受理
103件。由于办事群众分流到三个
地点，排队时间缩短，海口市不动
产受理窗口的便民服务已有明显
成效。

海口房产交易大厅“一站式”受理业务
设36个服务窗口，推出延时服务

3月19日2时许，三亚
消防官兵在救援侧翻拖拉机
上的受伤人员。

当天凌晨2时许，三亚
市绕城高速火车站互通出口
处，一辆在工地刚收工的拖
拉机发生侧翻，路边坐着多
名受伤人员，其中驾驶员腿
部受伤，行动不便停留在驾
驶室内。接警后，三亚消防
特勤中队官兵火速到达现
场，立即把受伤人员从驾驶
室中抬出并交给现场120医
务人员，然后用水枪对车辆
漏油进行稀释，并协助现场
医务人员把其余受伤人员抬
上救护车。

本报记者 武威
通讯员 王通彬 摄

三亚一拖拉机侧翻
消防官兵紧急救援伤者

本报临城 3 月 20 日电 （记者
罗安明 特约记者吴孝俊）今天中
午，临高县水务局、和舍镇镇政府
联合对不法分子在临高尧龙水库
偷采水库砂子的行为进行查处。
现场销毁一艘抽砂船，扣押一艘
运砂船，采砂的不法分子逃离了
现场。

和舍镇党委书记黄振告诉记
者，该镇将加大巡查力度，严厉打击
非法采砂行为，确保做到发现一宗
查处一宗。

临高：

查处一宗非法
采砂案

市民可根据
办理事项就近办理

国土大厦受理大厅
办理不动产房地关

联、不动产信息查询，开发
商大宗办件登记

22 怡心路9号海口市房产交易大厅
办理涉税房屋的交易、档案查

询、出具不动产证明、不动产房地关
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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