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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口市网状线违停抓拍路段（共30处）

海口市黄色禁停标线自动抓拍路段（共3处）制图/张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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驾驶人在电子眼有效监控范围内仍选择违停主要有以下四种原因

部分驾驶人对自己的违停行
为抱有侥幸心理，认为自己偶尔的
违停，不会被电子抓拍系统拍到。

此外，部分驾驶人更将车紧紧违停在前方
违停车辆后方，试图躲避电子眼抓拍角度。

交警提示：电子抓拍系统可以不
间断地对辖区内包括违停在内的交
通违法进行全程监控与摄录，请驾驶
人不要存有侥幸心理。

部分驾驶人任性违停，不
怕罚款处罚。

交警提示：根据规定，施划禁
止停车标线的路段禁止停车和禁

止临时停车（含装卸货物、上下人员等）。
在设有黄色实线的地点违法停车或在设有
黄色虚线的地点长时间违法停车的，皆可
认定为“机动车违反禁止标线指示”行为，
处以罚款100元的处罚，并记3分。

部分驾驶人对严管区
域不熟悉，忽略对周边禁
止标线、标志的观察产生

违停，或是盲目跟从他人车辆违
停。

交警提示：重点街路已完善施
划禁停标志、标线，广大驾驶人停车
前应注意观察瞭望，杜绝违停行为
发生。

不少驾驶人在严管区域
违停时依然存在只要“人不
离车”就不属于违停的错误

认识。
交警表示：对于设有禁停标志、标

线的严管区域，电子眼抓拍系统会根
据车辆的违停状态而进行实时抓拍，
不论驾驶人是否在车内或现场，一旦
选择违停就会面临相应违法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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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万城9月5日电（见习记者
张期望 通讯员卢裕元）记者今天从
万宁市海洋与渔业局获悉，8月31日
上午5时许，在万宁神州半岛海域，
当地渔船（琼万宁 01113）在捕鱼时，
一条鲸鲨误入渔网，船主吴育芳不惜
将渔网割破，将一条重达600公斤重
的鲸鲨放生。当天下午4时，在同一
海域，一只受伤且重达50公斤海龟
被当地渔民陈存承发现，陈存承立刻
和船上渔民将海龟抬上岸救治。

“由于鲸鲨太大，我们不得不将渔
网割破。”吴育芳介绍，8月31日凌晨，
他和10多名渔民驾驶船只出海捕鱼，
清晨5时许收网时发现，一条鲸鲨入
网。随后吴育芳立刻将船上的小船放

下，然后大家一同协作将鲸鲨尾部绑
住，将鲸鲨拖出渔网放生。放生过程
持续了1个多小时，由于渔网被割破，
吴育芳鱼网内200多斤鱼也跑掉了。

当天下午4时许，万宁渔民陈存承
乘船出海，在神州半岛海域洲仔岛附
近，发现了一只受伤的海龟。当时海
龟在海里游动，但行动迟缓，陈存承立
刻和船上五六名渔民合力将海龟救上
船。受伤的海龟如磨盘般大小，背部
龟甲腐蚀、脱落严重，有血渍渗出，海
龟的前肢挂着一块铭牌，刻有“放生”
两字。随后，陈存承立即通知了万宁
市海洋与渔业局工作人员前往现场救
治，并将海龟运回到岸边，不停地给海
龟浇淋海水，等待专业救治人员到来。

目前，这只海龟已经被送往陵水
黎族自治县分界洲岛旅游区海洋馆
救治。海龟长81公分，宽77公分，约
50公斤左右。经鉴定，受伤海龟为绿
海龟，属国家二级保护动物。为表彰
吴育芳和陈存承爱护海洋生物的行
为，万宁市海洋和渔业局分别奖励两
人500元和 1000元。据介绍，陈存
承并不是第一次救助海龟，早在前几
年，他在神州半岛海域附近撒网作业
时，也捕到一只海龟并及时放生。

屯昌县纪委通报2起群众身边不正
之风和腐败问题

3人受党纪处分
本报屯城9月5日电（记者邓钰 见习记者

唐咪咪 通讯员李境津）记者今天从屯昌县纪委了
解到，近日，屯昌县纪委通报2起群众身边的不正
之风和腐败问题，3人受到党纪处分。

其中第一件为，南坤镇南电村原党支部书记、
村委会主任王运江等人违反农村集体“三资”管理规
定的问题。2001年9月至2016年7月，王运江和南
坤镇南电村委会委员兼报账员王运兴，未按照村级
财务管理规定将收到的集体资产承包金11402元
入账，直接用于村委会的各项工作开支。2017年5
月，王运江、王运兴均受到党内警告处分。

另一件为，屯昌县南坤镇炉村党支部委员、村委
会副主任唐南东违规使用村建设经费问题。2016
年，唐南东先后两次使用村建设经费支付个人开支，
合计2346.47元。2017年4月，唐南东将违纪款退
回村委会账户；5月，其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处分。

本报海口9月 5日讯 （记者罗
霞 邓海宁 实习生庞诗雅 通讯员贺
澜起 张余武 陈德文）记者今天从海
南省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了解到，该院
近日一审审结一宗走私疫区冻牛肉
案，3名广西籍男子受他人雇请，从越
南走私国家明令禁止进口的冻牛肉到
海南文昌，构成走私国家禁止进出口
的货物、物品罪，被依法判处一年六个
月至三年有期徒刑，并处罚金。3名

被告人表示认罪服判、不上诉。
据悉，2016年7月29日，被告人

苏某、刘某受他人雇请，驾驶铁壳船
从广西北海码头进入越南境内四屯
海域附近装运冻牛肉。当天，苏某、
刘某二人驾驶该船从越南返航，该船
途经琼州海峡将上述冻品运至海南
文昌五龙港卸货，曾某受他人雇请，
负责在岸边接应并清点走私冻品。
在卸货过程中，文昌市公安局冯坡边

防派出所当场查获了铁壳船及
153.611吨冻牛肉等物品。经海南出
入境检验检疫局检疫，该批冻牛肉来
自疫区，属国家禁止进口货物。

2016年10月29日，民警在广西
防城港市防城区公安局交警大队门
口将苏某抓获，在广东省徐闻县海安
新港公安检查站将刘某抓获，在广西
防城港市某宾馆将曾某抓获。

海南一中院审理认为，被告人苏

某、刘某、曾某明知他人违反国家法律
法规，逃避海关监管，走私国家禁止进
出口的货物、物品入境，仍帮助他人走
私153.611吨冻牛肉，其行为均已构成
走私国家禁止进出口的货物、物品罪。
鉴于被告人苏某、刘某、曾某在共同走
私犯罪过程中，起次要、辅助作用，是从
犯，依法可减轻处罚；3名被告人归案
后如实供述自己的犯罪事实，在庭审中
自愿认罪，属坦白，依法可从轻处罚。

一乘客突发哮喘
航班紧急滑回机坪

本报海口9月5日讯（记者邵长春 通讯员温
家权 符鑫）9月3日，海南空管分局成功保障一架
机上乘客突发哮喘的航班紧急滑回，确保了旅客的
生命安全。

3日21时52分，正值美兰国际机场晚间进出
港高峰，深圳航空一架在机场跑道头等待起飞的离
港航班突然向海南空管分局机场塔台管制室报告，
机上有一位旅客突发哮喘，需要尽快接受紧急救
助，机组申请紧急滑回机坪。塔台管制室收到信息
后迅速启动应急处置程序，各值班席位紧急联动。
地面席管制员负责调控出港航班秩序，协调席管制
员立即通报机场相关保障单位协调医疗紧急援助，
管制席管制员根据当时的地面航班分布情况规划
最优的滑回路线和时机，第一时间给出滑行指令，
并及时将医疗救助保障准备情况通报机组。

经过多方协调与配合，最终该航班沿最短的
滑行路线滑回停机坪，急症病人得到了及时治疗。

省秦文化教育基金
资助92名学子

本报海口9月5日讯（见习记者陈卓斌 通
讯员秦人飞）记者今天从海南省秦文化教育基金
委员会了解到，日前，海南省秦文化教育基金颁奖
仪式在海口举行。今年，该教育基金委员会经过
精心组织，共筹得捐助资金约21万元，这笔资金
均用于资助来自东方、临高、定安、海口、三亚等多
个市县的92名秦氏学子。

记者了解到，省秦文化教育基金成立10年以
来，已多次发动海南省秦氏宗亲向秦氏学子进行
捐款，目前共筹获教育基金逾300万元，为超过
500名在各类升学考试中取得好成绩的秦氏子弟
提供了资助，其中不乏来自清华大学、南开大学、
国防科技大学等名校的学生。

割网放生600公斤鲸鲨，合力救治50公斤海龟

万宁两渔民保护海洋动物受奖励

本报海口9月5日讯（记者邓海
宁 实习生庞诗雅 特约记者陈世清
通讯员李盛兰）记者今天从海口市公
安局交警支队获悉，为规范海口市区
道路通行秩序，提高通行效率，解决
主要道路违法停车特别是“因停致
堵”的突出问题，海口交警将借助电
子监控抓拍系统“高清、远距离、实
时”等效能，加大对海口市区重点区
域内违停行为的治理力度。

据介绍，随着海口市机动车保有

量的逐年大幅增加，主干街路的交
通压力日益增大，对区域微循环的
疏解分流需求也更加凸显。但是，
由于部分驾驶人随意停放机动车，
导致单行道内经常出现两侧停车的
现象，极大地降低了沿线的通行效
率，不仅使得微循环道路未起到为
主干街路分流减压的作用，还使得
区域路网时常因一个路段的“梗塞”
波及到整个区域。

随着开学季的到来，同时近期海

府路、广场路和蓝天路等21条城市
道路将进行改造提升，对沿线道路通
行造成一定影响。对此，海口交警在
保障日常道路顺畅的同时，将利用海
口全市300个监控点进行自动或手
动抓拍，加大对沿线违停、连续变道、
压线等交通违法的治理管控。

海口交警提醒，黄色网状线内同
样不允许停车。黄色网状线是公安
交管部门设置在道路上的一种禁止
性标线，表示严格禁止一切车辆长时

或临时停车，防止交通阻塞。当黄色
网状线前方有车辆停驶时，后车必须
在黄色网状线外等候，直到确认黄色
网状线前方有足够空间停驶本车时，
方可驶过黄色网状线。黄色网状线
施划在重要国家机关、军队、大型企
事业单位、学校大门前和公交枢纽门
前等处，是确保车辆进出时不致被门
前拥堵车辆堵住的措施。网状线是
黄色线，停车时禁止占用，违者将予
以处罚100元。

海口300个监控点抓拍违停一男子骑摩托
上高速被处罚

本报海口 9月 5日讯 （记者良
子 特约记者周平虎 通讯员陈孝文）
记者今天从省交警总队了解到，今天
15时许，一男子骑摩托在海南G98高
速公路占用快速车道狂奔并在车流中
来回穿梭，不仅对高速公路车辆正常
通行秩序造成极大影响，而且严重影
响交通安全。

接到群众举报后，省公安厅交
警总队指挥中心迅速调取有关路
段的实时监控，并指令辖区琼海交
警进行拦截。15 时 40 分许，琼海
交警在高速公路出口处成功对其
进行拦截。

记者从警方提供的视频中看
到，一辆车牌号为川 SAM899 的摩
托车在东线高速公路上飞奔，该摩
托车还占用快速车道，且在几辆车
中穿梭。

根据规定，机动车违反禁令标志
指示的，扣3分，罚款100元。交警依
法对该摩托车驾驶人作出了上述处
罚。交警提示，针对我省高速公路的
特殊通行环境，严禁摩托车上高速公
路行驶。

海口一货车
与电动车相撞
电动车司机被卷入车下当
场死亡

本报海口9月5日讯（记者计思
佳 见习记者梁君穷 通讯员王咪）今
天10时25分，海口市美兰区灵山镇绿
地城接待中心附近的三叉路口处发生
一起车祸，一辆货车与一辆电动车发
生碰撞，电动车男驾驶员被卷入大货
车车轮下，当场身亡。

据货车司机讲述，当时车辆在事
发路段行驶，正要转弯，并未注意到有
人从车前经过。目前事故情况交警部
门正在进一步处理当中。

我省排查整改
秋冬季森林火灾隐患

本报海口9月5日讯（记者孙慧 通讯员罗
轶奇）省森林防火指挥部、省林业厅近日组织开展
秋冬季森林火灾隐患排查整改行动，重点排查林
区范围内的厂矿、国道、林内坟地等区域的森林火
灾风险点存在的隐患。

此次排查隐患重点加强对林区范围内的厂
矿、油（气）站、易燃易爆物品仓库和电力、电信线
路、石油天然气管道、垃圾焚烧厂以及铁路、高速
公路、国道、省道林缘两边可燃物、军事设施、林内
坟地、林缘林内庙宇（寺）及田林交界处等区域的
森林火灾风险点开展隐患排查。针对森林火灾隐
患排查出的问题进行详细登记，建立信息档案和
动态监管台账。对排查存在森林火灾隐患的事项
和风险点要及时下达整改通知书，明确整改主体
责任和监管责任，并监督其限期整改，及时消除森
林火灾隐患。

各市县加强森林防火宣传教育，充分利用新
闻媒体、手机微信、宣传车、电子显示屏等多种形
式广泛深入开展森林防火宣传教育，积极营造全
社会爱林防火的宣传教育氛围。

9月5日上午10时许，三亚
市荔枝沟路与金鸡岭路的交叉
口处，一辆液化天然气槽罐车与
一辆货车相撞，导致气体泄漏。
三亚消防迅速出动多辆消防车
到场处置，交警部门也对事故路
段实施交通管制。消防官兵经
过设置水枪、水炮阵地稀释，疏
散周边小区居民及在校师生，并
组织技术人员对现场进行泄漏
气体检测等紧急处置。目前，事
故现场已经清理完毕，具体情况
正在调查当中，该路段已在当天
下午3时解除管制。

文/见习记者 陈奕霖
图/本报记者 武威

通讯员 王通彬

3人从越南走私冻牛肉至海南获刑

海尾镇新港码头一渔船
突发大火

昌江消防出动
5辆消防车灭火

本报石碌 9月 5日电 （记者良
子 通讯员梁浩）今天6时42分，昌江
黎族自治县消防119指挥中心接到群
众报警称：该县海尾镇新港码头有一
艘渔船起火，火势无法控制。

接到火警后，昌江消防立即出动
3辆消防车16名官兵于7时30分许
到达现场，此时火势已经蔓延整个船
体。消防官兵立即对现场进行警戒，
在着火船船头和船侧部署2支泡沫
枪进行灭火及控制火势蔓延。由于
船体长时间处于高温情况，消防指挥
员设立1名安全员观察火势动态和
现场处置人员情况，确保消防人员人
身安全。

因该船油箱里有将近1200升柴
油，船内还有两个煤气罐，以防爆炸，7
时40分许，昌江核电专职消防队两辆
消防车、12名官兵的增援力量抵达着
火现场。搜救组人员第一时间采取水
枪掩护开辟通道，搜寻船上是否有人
被困；物资疏散组及时把船上的两个
煤气罐转移至安全区域，防止次生爆
炸。8时6分，明火被扑灭，随后消防官
兵继续对船只进行冷却降温。该渔船
已被烧毁。

目前，火灾调查工作已移交渔政
部门处理。发生火灾时，船主迅速逃
离火灾现场，没有造成严重伤亡。

液化天然气槽罐车与货车相撞致气体泄漏

三亚消防及时处置

陵水分界洲海洋馆工作人员与万
宁市海洋与渔业局工作人员共同救治
海龟。 通讯员 卢裕元 摄

更名换姓隐匿10载
抢劫嫌犯海口落网

本报海口9月5日讯（记者良子 通讯员汪
楚雯）一名网上逃犯为躲避抓捕，更名换姓，异地
藏匿近10年。9月4日，海口铁路公安处海口东
车站派出所民警循线追踪，成功将其抓捕归案。

近期，海口东车站派出所民警在开展情报研
判和人像比对工作中，发现网上在逃人员黄某与
湖北籍男子邓某的相貌高度相似。民警在工作中
获得线索，邓某购买了9月4日Z202次海口站到
广州站的火车票。9月4日21时许，民警在海口
站进站口将检票候车的邓某成功抓获。

经查，邓某承认了自己就是因涉嫌抢劫案被山
西省晋中市公安局网上追逃的犯罪嫌疑人黄某。
2007年10月3日凌晨，黄某与3名老乡在山西实施
抢劫。案发后，黄某为逃脱法律的制裁，花费6000
元买了张假身份证，化名为“邓某”。本以为可以瞒
天过海，没想到10年后，黄某还是被公安机关抓获。

目前，海口东车站派出所已将黄某落网的信
息通知立案警方，并将黄某送至海口市看守所临时
羁押待移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