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丘海大道和滨海大道交叉口
2、丘海大道与南海大道交叉口

美兰区

1、海甸岛人民大道和海甸三东路交叉口
2、国兴大道大润发斜对面（省图书馆旁）
3、国兴大道省府西红绿灯路口（新海航
大厦对面）
4、海府路和平天桥下（二十五小旁）
5、白龙路省武警总队红绿灯路口

1、红城湖路与琼州大道交叉口
2、琼州大道与高登东街交叉口
3、龙昆南路与南海大道交叉口
4、龙昆南路与凤翔路交叉口

琼山区

龙华区

1、海秀路彩虹天桥下
2、龙昆南路与南沙路交叉口
3、海秀中路侨中隧道路口
4、滨海大道与玉兰路交叉口
5、长堤路与龙华路交叉口

秀英区

16个交警岗增设预约点
为进一步方便市民，自8月15日9时起，海口市区

16个交警岗亭也将增设电动自行车预约上牌服务点，
在路面一线直接受理电动自行车预约服务，服务时间
和服务站一样，满足市民的需要。

■■■■■ ■■■■■ ■■■■■

本报海口8月14日讯（记者良
子 特约记者宋洪涛 通讯员 陈炜森）
记者今天从海南省公安厅了解到，近
日，按照公安部统一部署，我省公安机
关依法对“善心汇”非法传销组织主要
成员王某、祝某莉、李某、黄某等4人
涉嫌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等犯罪问题
进行查处。王某、祝某莉、李某、黄某
等4名犯罪嫌疑人已被依法采取刑事
拘留强制措施。目前案件还在进一步
侦办中。

2016年底，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
公安局发现深圳善心汇文化传播有限
公司涉嫌经济犯罪线索。海南省公安
厅多次召开会议听取案侦工作汇报，
具体部署、指导案侦工作，要求严格依
法办案，把不良影响和群众损失降到
最低。海南省公安厅经侦总队立即联
合保亭公安局开展调查。

经查，2013年5月，张天明（男，
42岁，该案组织者、策划者）在深圳市
注册成立深圳善心汇文化传播有限公

司。2016年5月27日，张天明等人在
保亭注册成立海南善心汇文化传播有
限公司，自2016年5月28日起，张天
明等人打着“扶贫济困、均富共生”的
口号，借助互联网平台对外虚假宣传，
冒用保亭扶贫办、共青团保亭县委名
义，收取注册费，以高额静态收益和动
态收益为诱饵大肆发展会员，涉及人
数众多、资金量巨大，涉嫌组织、领导
传销活动犯罪。

2017年7月18日凌晨5时，按照

公安部部署，省公安厅经侦总队连夜组
织相关警种和保亭公安局共计30名警
力，对我省善心汇公司主要人员开展抓
捕。目前，被抓获犯罪嫌疑人对参与

“善心汇”涉嫌组织、领导传销的犯罪事
实供认不讳。案件在进一步侦办中。

下一阶段，海南警方将按照公安
部要求，加大对犯罪嫌疑人的抓捕力
度，查清全部犯罪事实，收集固定犯罪
证据，依法查封、冻结涉案赃款，适时
开展延伸打击。

海南公安破获“善心汇”传销案
30名警力抓捕，4名主要成员落网

三亚两条热线7月共受理工单逾3万件

“12301”为市民游客
争取赔偿金9.77万元

本报三亚8月14日电（记者袁宇）记者今天
从三亚市热线办获悉，7月份三亚市政府服务热
线12345、三亚市旅游服务热线12301两条热线
共受理工单3.2879万件，其中在线办结2.3367万
件，办结率100.00%。12301热线为市民游客争
取赔偿金额9.7743万元。

据统计，7月份三亚12345、12301两条热线
受理的工单中，热线语音受理29612件（接通率
99.86%，占线未接41件均已及时回拨市民），微
信受理2274件，短信受理723件，网站受理195
件，邮件受理 69 件，网络舆情受理 6 件，办结
31604件，办结率96.12%。其中前台在线办结
23367件，办结率100.00%；派发职能单位工单
9512件，办结8237件，办结率86.95%，正在处理
1275件。

7月，三亚市民游客诉求热点主要集中在停
电、噪音扰民、住房保障、停车管理、停水、树木倒
塌、通讯故障以及旅游业等问题。

海口12345热线
办结率满意率提高

本报海口8月14日讯（记者叶媛媛 见习记
者梁君穷）记者今天从海口市纪委获悉，7月份，
海口12345热线共受理办件7.8549万件，较六月
份87253件减少8704件。经持续督办，有效办件
办结率达99.03%，较上月提高2.4%；群众满意率
达92%，较上月提高4.56%。

海口市纪委相关负责人表示，虽然上月
12345热线办结率及群众满意率均有所增长，但
仍存在部分干部不及时处理办件的情况。海口
市纪委近期发布通报，7月份，该纪委对热线成
员单位“不按时处理办件或对诉求人态度恶劣”
等情况进行重点督办29件，运用监督执纪第一
种形态处理问题11件19人次。其中，谈话提醒
12人次、责令书面检查4人次、诫勉谈话2人、调
离工作岗位1人次，1个单位被通报批评。因“投
诉举报失实、责任人主动承担责任、纠正过错行
为并及时消除不良影响”被免予或不予追究责任
的18件。

中职学校招生计划
及联系方式公布
大部分市县所辖学校
已实行“四免一补”

本报海口8月14日讯（记者陈蔚林）省中招
办日前公布了我省2017年中等职业学校秋季招
生指导计划明细表及各校招生联系电话，鼓励考
生入校就读。具体招生计划和联系方式可登录海
南省中招信息网查看。

值得一提的是，我省中职资助政策十分丰厚：
首先对所有正式学籍全日制在校生实行全免学费
资助，对民办中职学校符合免学费条件的学生，按
照当地相同类型同专业公办中等职业学校免学费
标准给予补助。此外，中职学校全日制正式学籍
涉农专业一、二年级在校生，均免除住宿费和教材
费。当前，我省大部分市县所辖中职学校已实行

“四免一补”（免学费、住宿费、教材费、作业本费，
补助生活费）政策。

我省中职学生还可以申请国家助学金和海
南省中等职业学校优秀学生奖学金。其中，助学
金资助对象为全日制正式学籍一、二年级在校涉
农专业学生和非涉农专业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
助标准生均每年2000元；奖学金每年奖励1500
名二年级以上（含二年级）在校优秀学生，每人
每年2000元。

本报海口8月14日讯（记者良
子 特约记者周平虎）新能源汽车将拥
有专属“身份证”了！记者今天在海
南省公安厅交警总队了解到，按照
公安部统一安排，2017 年 12 月底
前，除海口市外，我省至少有1至 2
个城市启用新能源汽车新号牌；
2018年上半年，全省所有城市全面
启用新号牌。新登记的新能源汽车

全部核发新号牌，计算机随机选号
实行“50选1”，为方便群众申领、安
装新号牌，我省交警部门还提供“网
上预约换牌服务”。

据了解，新能源汽车主要包括纯
电动汽车、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和燃
料电池汽车。据省交警总队相关负责
人介绍，新号牌式样体现“绿色、环保、
科技”寓意，以绿色为主色调，增加了

专用标识，采用新的防伪技术。新号
牌制作应用全国统一的生产管理系
统，实现号牌唯一性和可溯源性，提升
查处假牌假证信息化、精准化能力；号
牌发放应用全国统一的选号系统，所
有号牌号码统一监管、统一发放，保证
公开公正发放。

“与普通汽车号牌相比，新能源汽
车专用号牌号码增加一位，由5位升

为6位，号牌号码容量增大、资源更加
丰富，编码规则更加科学合理，可以满
足少使用字母、多使用数字的编排需
要。”该负责人介绍，新能源汽车专用
号牌工本费不变，仍执行现行国家规
定的普通汽车号牌收费标准，每副号
牌100元。对已登记的新能源汽车，
按照“自愿换领”原则，由车主自主选
择是否换领新号牌。

本报海口8月14日讯（记者邓
海宁 特约记者陈世清 通讯员钟玲）
今天是海口无牌电动自行车恢复注
册上牌限期内的第一天，大量市民前
往海口交警美兰大队交通管理服务
站、海口交警秀英大队交通管理服务
站给车辆上牌。为缓解上牌高峰期
市民扎堆办理排队时间长等问题，目
前，海口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已经紧急
出台电动自行车上牌简易预约、增设
预约上牌服务站等措施。

“你好，请提供您的身份证和购

车凭证复印件，之后会通知您具体时
间来办理上牌。请下一位……”今天
10时许，记者在位于南海大道的海
口交警秀英大队交通管理服务站看
到，前来注册上牌的市民和电动车，
早已排起了长龙，交警一边进行疏
导、一边耐心地解答市民的各钟疑
问。而在位于白沙门公园附近的海
口交警美兰大队交通管理服务站，前
来上牌的市民也是按交警拉设的警
戒线排队到了服务大厅外。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排队时间较

长、天气太热、排队没有遮阳设施，服
务点太少、上牌工作效率太低……是
市民关注较多的问题。

今天下午，海口市交警支队针对
现阶段出现的问题，通过在原有两个
上牌服务站的基础上，增加三个电动
自行车预约上牌服务站；自8月15
日9时起，海口市区16个交警岗亭
也将增设电动自行车预约上牌服务
点；除了现场预约，海口市交警支队
今天也推出了和椰城交警APP预约
上牌等措施服务电动车上牌。

路面查控措施方面，海口交警
表示对无牌电动自行车，凭预约凭
证可正常上路行驶。遇到交警检
查，驾驶人可以出示预约凭证（含纸
件、椰城交警APP预约界面），交警
部门将不按无牌车查处。但是，驾
驶人如有闯红灯、逆行、在机动车道
行驶等交通违法行为，交警部门将
依法查处。

此外，海口市交警支队对无牌
电动自行车上路行驶违法行为予以
查扣期限由原定的8月21日延长至

9月1日。在此之前，一律予以口头
警告教育。有关海口市电动自行车
管理措施，海口市交警支队将及时
通过“椰城交警”自媒体平台发布，
请市民予以关注，并以交警部门发
布信息为准。

据悉，8月14日全天共预约上牌
成功12933辆，其中通过五个服务站
现场预约上牌电动自行车10013辆，
通过椰城交警APP线上预约上牌电
动自行车2920辆，缓解了市民排队
等候时间长的问题。

海口无牌电动车恢复上牌首日，交警推出多项便民措施

手机APP可预约上牌

各电动自行车预约上牌服务站一律延长工作时
间，每天9时上班，下班时间为直到接待完最后一名
办事群众，周末无休

新增3个预约上牌服务站
海口交警美兰大队交通管理服务站
海口交警秀英大队交通管理服务站

原有

■位于世纪公园渡海路的
海口交警龙华大队交通管理服务站
■位于椰海大道与学院路交叉路口的
海口交警琼山大队交通管理服务站
■位于灵山镇灵桂大道106号第一
车辆管理所业务大厅（5号楼）的
海口交警车管所服务大厅

新增

每个上牌服务站都设有椰城交警APP二维码公布栏，市
民可以现场微信扫描，通过APP预约

市民可通过椰城交警APP“便
民服务”功能栏里的“电车上牌”功
能预约上牌

预约后，车辆具体上牌时间、上牌地点、所需材料以
海口市交警支队短信通知为准

通过椰城交警APP预约后，可
通过预约界面右上角的记录查看
预约信息，并且在交警查处无牌电
动车时，出示此预约信息

填写完相关信息后点击提交即
可。需要说明的是车辆品牌必须在
第四批目录中才符合要求

高职（专科）批征集
志愿平行投档
分数线划定

本报海口 8 月 14 日讯 （记者陈蔚林 通
讯员高春燕）2017 年海南省普通高校招生高
职（专科）批征集志愿平行投档分数线今天上
午已经划定。

其中，文史类最高分为长沙南方职业学
院 574分，理工类最高分为湖南医药学院 517
分，体育（理）类最高分为琼台师范学院 418
分。投档成绩相同的考生，按同分排序的规
则投档。

武汉大学海南校友会
向困难新生发放助学金

本报海口8月14日讯（记者洪宝光）昨天下
午，武汉大学海南校友会举行第二届助学奖学基
金颁发仪式暨2017级新生见面会，并向3名困难
新生发放助学金2万元，奖励3名优秀在校生共
3000元。

今年的活动得到武汉大学海南校友们的积极
支持。为了使新生加快融入大学生活，加深老校
友与新生的情谊，45位热心校友与45名新生结
对，帮助他们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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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中招高招

本报海口8月14日讯（海报
集团全 媒 体 记 者 何 慧 蓉 通 讯
员 马润娇 邱甜）8 月 14 日上
午，海南一中院公开开庭审理了
海南省发展控股有限公司原董
事长兼总经理刘明贵受贿一
案。省检察院第一分院指控刘
明贵收受他人财物计人民币
1085.7 万元、130 万港币、1.5 万
美元和一对花梨木椅。

检察机关指控称：2005年至
2015年间，刘明贵在担任海南省
电子工业总公司总经理、海南兴
业聚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海
南钢铁公司总经理、海南省发展
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长等职务期
间，利用职务之便，为他人谋取利
益，非法收受庄某添、李某钟、林
某喜、姜某时等人财物共计人民
币1085.7万元、130万港币、1.5万
美元和一对花梨木椅。

公诉机关在庭审现场出示
了刘明贵受贿的相关材料与证
据。被告人刘明贵对指控的犯
罪事实没有异议，并当庭表示认
罪服罚、真心悔过，请求法庭从
轻判处。

据悉，本案将择期宣判。

举措
1

椰城交警APP可预约上牌

市民须提供车辆所有人的联系电
话，并凭身份证明、车辆来历凭证办理
预约（不需要原件，仅需各复印两份，
因岗点无复印机，请市民自行准备）

预约上牌
携带证件

APP预约操作流程为

我省将启用新能源汽车专用号牌
随机选号实行“50选1”，可网上预约换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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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贿千万余元

海南发展控股有限公司
原董事长刘明贵受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