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如果市民因故无法前来
也可填写委托书请他人代办

代办人需提供委托书和自己的身份证明

办理上牌须提交什么材料？

（注：没有户籍限制，不需要提供居住证或居住证明文件）

可否请人代办上牌？

当天预约短信的
预约号

车辆所有人的
身份证明

车辆的
来历凭证

车辆整车出厂的
合格证明

制
图/

张
昕

惠动椰城2017金秋车展特别报道

■■■■■ ■■■■■ ■■■■■

因系统切换更新

8月25日起海口暂停
受理出入境业务
28日全面恢复

本报海口8月22日讯（记者邓海宁 通讯员
张天坤）记者今天从海口市公安局获悉，海口市公
安机关出入境管理部门将于8月25日0时至8月
28日8时进行出入境管理信息系统切换更新，在
系统切换期间，海口市各出入境窗口将暂停受理
业务，广大市民可提前做好出行安排。

据了解，海口市公安局出入境支队将对 8
月25日前受理的出入境业务日清日结，确保不
受系统暂停影响，同时将组织针对新系统的业
务培训与系统演练，确保全部工作人员尽快熟
悉掌握新系统的操作，新的出入境系统将增加
开放性的便民服务模块，实现出入境业务网上
预约受理，现场微信、支付宝扫码缴费等便民利
民措施。

据悉，海口市公安机关各出入境管理窗口将
于8月28日8时全面恢复业务受理，市民如有疑
问，可拨打各出入境窗口咨询电话咨询。

助力精准扶贫

澄迈长江村镇银行
向岭仑村授信150万元

本报老城8月22日电（通讯员李健）8月21
日下午，澄迈长江村镇银行向澄迈仁兴镇岭仑村
整村授信150万元仪式举行。此次授信的150万
元，将主要用于帮助该村建档立卡贫困户发展种
植养殖项目，助力精准扶贫。

据了解，岭仑村共有建档立卡贫困户30户
141 人，是澄迈长江村镇银行的结对帮扶村。
根据该行已制定的《澄迈长江村镇银行关于岭
仑村贫困户“精准扶贫”项目综合授信方案》，
将采用“人行+村行+企业+村委会+扶贫户”五
合一的精准扶贫模式，由澄迈县人民银行提供
支农再贷款资金，澄迈长江村镇银行负责信贷
资金的投放与管理，进一步解决贫困户创业融
资难的问题，并引入龙头企业为贫困户提供优
质玉米种子、种植技术培训和产品保底回收的
方式，通过村委会有效联结带动该村贫困户发
展种植养殖项目，变“输血”为“造血”，实现精
准脱贫的目标。

据悉，授信当天已有4户贫困户现场进行了
意向登记。

三亚吉阳区667名
随迁子女摇号入小学
将于9月1日前完成报名注册

本报三亚8月22日电 （见习记者陈奕霖）
“孩子被分派到红沙小学，我很满意。”今天上午，
三亚市吉阳区公开摇号，随机分派外来务工随迁
子女入学学位，家长赵鸿程得知结果后松了一口
气。通过摇号，该区将667名符合条件的随迁子
女，妥善安排至辖区18所小学，解决了外来务工
人员担忧的子女入学问题。

“在公证员的监督下进行摇号，对大家都很公
平。”家住三亚港门村片区的焦伟说，虽然孩子没
有被安排到心仪的临春小学，而是三亚市第二小
学，但他同样接受。接下来，焦伟和其他家长需要
根据摇号结果，在8月25日前到所安排学校咨询
办理入学手续，在9月1日前完成报名注册。

吉阳区教科局相关负责人表示，667人参加
摇号，是历年来人数最多的一次，为此，该区教育
部门根据外来务工人员递交的材料中的居住地址
信息，初步划定其子女入学所属区域及学校，并多
次与学校协调学位，“以保证每位适龄随迁子女都
能顺利就学。”

与此同时，三亚市吉阳区组织该区1500余名
中小学教职工，进行为期两天的集中培训。培训
采取理论学习与户外拓展活动相结合的形式，侧
重于如何提升教师的职业素养和教育情怀、户外
素质拓展等主题学习，以此提升校园管理水平和
处理安全突发事故的应急能力，营造安全、稳定的
教育教学秩序。

本报海口8月22日讯（见习记
者曾毓慧）“海报集团金秋车展人气
很旺，商机很大。”昨天，广汽传祺海
南高信4S店（海南高信汽车销售服
务有限公司）总经理陈忠良接受海南
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去年广汽传祺
汽车首次参展，销量十分可观，而且
品牌美誉度也得到了极大提升，这也
更加坚定了广汽传祺把金秋车展当
成长期战略合作伙伴的信心。

陈忠良介绍，位于海口市南海大
道228号汽车大世界内的广汽传祺
海南高信4S店，是海南区域内的广
汽传祺“四位一体”特许经销商，于去
年在海南正式注册成立，销售展厅
及维修服务厂房完全按照广汽传祺
全球统一标准建设，舒适又实用，经
营场地面积达2300平方米。“推广
品牌与提升销量是新公司的头等大
事 ，我们选对了合作伙伴。”陈忠良
说，海报集团金秋车展举办时间是
国内车市的销售旺季，去年金秋车
展上，广汽传祺汽车不仅实实在在
提升了销量，还搜集了众多的意向
客户信息，并攒够足够的人气，为广
汽传祺品牌进一步推广打下了良好
基础。

“今年金秋车展刚启动招商活
动，广汽传祺第一时间就预定了500
平方米的优势展位。”陈忠良推荐了
两款高性价比SUV车型，其中传祺
GS8为 7座 SUV，采用矩阵式LED
前大灯，腰线平直又显得刚劲有力，
整体外观十分硬朗与气派，内饰则舒
适细腻。而GS4车载智能网系统功
能丰富，既能满足年轻群体的需求，
也契合中年人群的品位。更重要的
是，该车性能稳定，自动挡全系标配
陡坡缓降，驾乘体验十分舒适。

值得一提的是，广汽传祺GS7与
GS3这两款全新上市的SUV车型将
首次亮相今年金秋车展。其中，GS7
拥有5座空间，超大尺寸全景天窗，
配有传祺第二代 320T/280T 发动

机，强劲T动能驾控，此前这款车亮
相北美车展得到各方赞誉，在国内的
预售价为 15.58 万元—22.98 万元。
此外，作为广汽传祺旗下小型SUV
车型，GS3内饰极具质感；在动力方
面，拥有1.3T、1.5L两种动力可选，两
车型百公里综合油耗参考值分别为
6.7L和6.9L。据悉，该车预售价为8
万元—12万元，适合年轻情侣以及都
市年轻家庭群体。

“海报集团金秋车展是展示品牌
与冲刺销量的最佳平台，广汽传祺各
种钜惠活动正在精心准备中，到时，
一定会让选购广汽传祺汽车的消费
者不虚此行。”对于将于9月7日盛大
启幕的金秋车展，陈忠良显得信心十
足又充满期待。

广汽传祺海南高信4S店总经理陈忠良：

把金秋车展当成长期战略合作伙伴

■ 本报记者 邓海宁
特约记者 陈世清 通讯员 李盛兰

8月21日起，海口市公安局交警
支队美兰、龙华、秀英、琼山、车管所5
个服务站点开始办理电动自行车上牌
业务，受到社会各界广泛关注。记者
今天跟踪调查发现，各交通服务站点
秩序井然，大多数海口市民在1小时
内即可完成电动车上牌，但也有不少
市民由于材料不符、车辆不达标等个
人原因，导致无法上牌。

据统计，8月21日、22日两天，海
口交警共计发送上牌通知短信2200

条，办理电动自行车上牌1670辆，因
车主未到场及经查验不在法定目录内
未能办理上牌的有530辆。

现场服务引市民点赞

今天9时30分，记者来到位于海口
市渡海路世纪公园北侧的龙华大队交
通管理服务站，收到上牌短信通知并来
到现场的30多名市民正分批在服务窗
口前排队，数名工作人员进行引导分流
并讲解办理流程，现场井然有序。

记者看到，在交通安全教育区、车
架号码拓印拍照区、车辆查验区里都

增加了工作人员接待市民，加速处理
本区域的业务，现场还增设了凉棚、座
椅、饮水机等设施，供市民在办理过程
中随时休息。

“电动车上牌需要递交哪些材
料？”“车辆不在目录内该如何办理？”

“委托他人办理上牌的申请书怎么填
写？”“海南其他市县购买的电动车能
否上牌？”面对市民集中提出的几个重
点问题，记者看到现场不仅安排了工
作人员详细解答，还向市民发放专门
的答疑宣传材料。

“整个过程很顺畅，上牌手续全部
办理完大概用了40多分钟吧。”海口
市民陈艳艳告诉记者，现场有专人指
引答疑，服务贴心细致也很便民。

“目前，海口市的5个交通服务站

点都根据实际承受能力，设定了每天的
受理数量，确保每个接到通知短信过来
的市民能顺利地办完上牌。”海口市公
安局交警支队第一车管所所长李睿说。

为何这些车不能上牌

“你好，递交的上牌材料里少了车
辆合格证。”“你的电动车不在第四批
目录内，无法办理上牌。”……记者在
采访过程中发现，现场也有不少市民
因为材料不齐、标准不符等各种自身
原因而导致无法上牌。

“过来办理上牌必须提交的材料
包括当天预约短信的预约号、车辆所
有人的身份证明、车辆的来历凭证和
车辆整车出厂的合格证明，没有户籍

限制，不需要提供居住证或居住证明
文件。”海口市公安局交警支队龙华大
队教导员吴坤伦说道。

记者在现场还发现，有些市民提
交的车辆合格证虽然在第四批目录
内，但是和车架号并不统一，车型和规
格也对不上。

吴坤伦告诉记者，此类车辆大多为
原有合格证不在第四批目录内，但车主
采取私自更换、修改合格证等办法进入
第四批目录，服务站是不予办理上牌的。

“如果市民新购买的电动车符合
相关规格，但不在第四批目录内，不妨
先耐心等一等，看之后新出的一批目
录内有没有自己的电动车型号，切勿
擅自修改合格证，影响之后上牌。”吴
坤伦建议。 （本报海口8月22日讯）

海口两天共办理电动车上牌1670辆，记者踩点发现各交通服务站点秩序井然

电动车上牌1小时内可搞定

本报海口8月22日讯（记者良
子）海南近期发生8起冒充消防大队
长的诈骗案，8人被骗，涉案金额15
万元。骗子以要订购几十万元烟酒
或以装修工程等为诱饵、再让受害人
垫付采购物资款实施诈骗。

近日，在海口从事烟酒批发生意
的郑某接到一名自称是“消防大队
长”的来电，对方称消防系统近期将
在海口某大酒店开会，想跟郑某订购
价值20多万元的烟酒用于招待，并
让郑某先备齐货。

次日，对方再次联系郑某，称还
想购买一批牛肉罐头，但自己不太
方便出面，想让郑某帮忙购买，并向
郑某提供一个食品店老板的电话。
郑某心想对方这么照顾自己的生
意，不太好意思回绝，便答应下来。
随后郑某便拨通了“食品店老板”的
电话，该老板称店里正在搬迁并没
有太多货，让郑某直接联系某食品
公司的“胡总”。随后，郑某联系到

“胡总”，并在该公司订购了价值
16800元的牛肉罐头。

当郑某按“ 胡总 ”的要求将
10000元订金汇到对方的账户后，却
一直等不到对方的来电，而郑某再次
联系“胡总”时，发现对方电话已关
机，并且此时“消防大队长”和“食品
店老板”也都已联系不上，郑某这才
意识到自己被骗。

同样的遭遇，陵水一位搞家装工
程的小老板近日也被假消防队长诈
骗了3.4万元。

省反诈骗中心相关负责人介绍，
此类诈骗一般是团伙作案，除了假消

防大队长，还有所谓商店的老板或厂
家经营商，骗子先给受害人点甜头，
所谓的订购烟酒或以装修工程为诱
饵，再让受害人垫付采购物资款实施
诈骗。

警方提醒：如接到自称是消防大
队长或军队后勤采购人员打来的电
话，请注意核实对方身份，尤其是对
方要求垫付采购物资款项时，不要与
对方提供的“供应商”联系，切勿轻易
汇款。只要是陌生人打电话让你垫
付采购物资款的都是骗子。

以订购烟酒为诱饵，让受害人垫付采购款实施诈骗

海南近期发生8起假消防大队长诈骗案

8月21日，万宁市万城镇溪边村溪边书屋，孩子们漫步三角梅长廊，欣赏小伙伴的书法作品。据悉，溪边书屋以“红色文化、
乡土文化、耕读文化、时尚文化”等四项内容为主题，不定期举办名家讲堂、书法课堂、绘画比赛等活动，3年来吸引了100多名
小朋友在这里学习。 本报记者 袁琛 通讯员 吴庆川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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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海口电动车上牌

小心看好自己的手机！

万宁一男子借同事手机
开通信用卡盗刷4.38万元

本报万城8月22日电（记者良子 通讯员李
建龙）万宁一男子用两位同事的手机开通了信用
卡盗刷4.38万元，案发后男子外逃。近日，万宁
边防支队做男子家属劝导工作，该男子向警方投
案自首。

万宁东澳镇的刘某清日前在神州半岛某公司
上班期间，获取两名同事的信用卡、身份信息后，
以女朋友不接电话等理由，用对方的手机开通了
信用卡，并绑定在了自己的支付宝、微信支付等支
付平台上，通过支付平台购买油卡，再由油卡进行
套现4.38万元。案发后刘某清逃走。

东澳边防派出所随后对刘某清立案侦查，并
将刘某清列为网上在逃人员，并先后多次到其家
中做好家属劝导工作。在家人的帮助下，最终刘
某清于8月17日到该所投案自首。目前，刘某清
已被依法刑事拘留。

据了解，万宁边防支队结合追逃专项行动部
署安排，对辖区内所有在逃人员进行摸排，重点
做好家属劝导工作，一周内有5名在逃人员在家
属的劝说下投案自首，进一步营造和谐稳定的治
安环境。

万宁溪边书屋：

漫步三角梅长廊 欣赏小伙伴书法

违规套取公积金
3人被行政拘留

本报海口8月22日讯（记者孙
慧 良子 通讯员范杰科）记者今天从
海南省住房公积金管理局获悉，近日省
直公积金局在审核材料时发现了两个
单位的两名职工递交虚假材料套取公
积金，立即向警方报案。经过警方侦查
确定证据，这两名职工和一名房地产中
介因违规套取公积金被行政拘留。

8月15日，海口一名职工蔡某在
省直住房公积金办事大厅使用伪造的
身份证、结婚照、房地产买卖契约和不
动产证书提取16万元个人住房公积
金时，被工作人员发现为虚假材料后
向警方报警。经警方核实证据后，蔡
某因使用伪造的国家机关证明文件被
处以行政拘留10日。

8月21日，省直公积金局工作人
员在审核材料时又发现，某单位员工
程某明递交的提取公积金材料涉嫌虚
假伪造，立即向警方报警，警方立即赶
赴现场，将嫌疑人程某明带到派出所
调查。

经查证，程某明因自己无法通过
合法贷款买房等合法方式一次性全部
提取账户公积金，在不法房产中介的
虚假宣传蛊惑下，同意支付 10%－
20%的高额中介费用，让中介为其提
供了假房产证、假结婚证等虚假材料。

程某明自愿向民警提供其购买假
证地点及卖家信息，在其配合下，民警
将涉嫌买卖伪造证件嫌疑人王某坤抓
获。经询问，王某坤如实陈述其作为
中介在海口市南大桥购买伪造房产
证、结婚证，而后出售给程某明的行
为。目前，二人已经被依法行政拘留
10日，中介王某坤还被处以500元的
罚款。

省住房公积金管理局相关负责人
提醒，通过伪造虚假材料的方式套取
个人公积金还会被列为“黑名单”，被
限制办理公积金相关业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