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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拍卖公告
受单位委托，我公司将于2017年9月27日上午9:30时在海

南省三亚市河东区鹿岭路青云台别墅向社会公开拍卖以下标的，
有关事项公告如下（详情见拍卖资料）。

一、拍卖标的：1号标的：海南省三亚市河东区鹿岭路青云台
别墅A型6栋整栋房地产。2号标的：海南省三亚市河东区鹿岭
路青云台别墅C2整栋房地产。

二、有意竞买者请在2017年9月26日下午5:00时前将竞买
保证金100万元缴入账户：户名：吉安市恒丰拍卖有限责任公司，
账号：183029121000951377，开户行：吉安农商银行青原支行。

三、联系电话：吉安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18507969809
彭先生；吉安市恒丰拍卖有限责任公司：0796- 8112366，
13707966762 刘先生。

吉安市恒丰拍卖有限责任公司
2017年9月7日

国有产权(资产)公开挂牌招租公告
项目编号：QY201709HN0091

受委托，按现状对海口市玉沙路海岸金城一层1、2号商铺
及三层2号商铺分别进行公开招租，建筑面积分别为155.56平
方米、96.48平方米和473.3平方米，租期5年，挂牌底价分别为
560016元/年、312746元/年和613681元/年。公告期：2017年
9月7日-2017年9月20日。对竞租人的基本要求及条件等详
情请登录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网（http://ggzy.hi.gov.cn）、海
南产权交易网（http://www.hncq.cn）查询。联系方式：海南
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产权交易21号窗口，电话：65237542，
海口市国兴大道61号华夏银行大厦18楼海南产权交易所，电
话：0898-66558010麦先生、0898-66558023徐小姐。

海南产权交易所
2017年9月7日

内蒙古宏法拍卖公司拍卖公告
受人民法院的委托，我公司对以下涉案资产进行公开拍卖：

位于三亚市鲁能·三亚湾美丽三区二期（西区）A型底层住宅楼
1-76栋（房权证号：三土房2015字第04450号、面积：212.02平
米）房产，起拍价：414.84万元，保证金：41万元。

1、拍卖时间：2017年10月10日下午3:00。2、拍卖及报
名地址：金桥区达尔登馨康家园弘锦能源集团四楼会议室。
3、展示咨询及办理竞买手续时间：标的物所在地、即见报之日
起至2017年10月9日17:00。4、收取保证金时间 2017年10
月9日17:00前为准。特别说明：1、标的按现状拍卖，过户税费
由买受人承担。2、优先竞买权人须在拍卖前提交书面申请并
办理相关竞买登记手续，否则视为放弃。详见拍卖须知。详情
请拨打电话：13500699950咨询。监督电话4502906

内蒙古宏法拍卖有限责任公司
2017年9月7日

海口市龙华区人民法院拍卖公告
（2016）琼0106执2289号

根据海口市龙华区人民法院（2016）琼0106执2626号执行
裁定书，本院将于2017年10月10日上午10时至2017年10月
11日上午10时止在海口市龙华区人民法院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
平台上（网址：http://sf.taobao.com/0898/19）进行公开拍卖下
列财产：海南省海口市国贸北路22号怡景大厦B栋1501房，建筑
面积：136.19m2，参考价：98万元，竞买保证金：10万元。

咨询、展示看样的时间与方式：自2017年9月25日起至2017
年10月9日止接受咨询（双休日除外）；

有意竞买者请于2017年10月11日前于淘宝网缴纳竞买保证金。
特别说明：（1）上述标的按现状拍卖；（2）本次拍卖产生过户的

税、费等费用按规定各自承担。咨询电话：0898-66750636黄法官
法院监督电话：0898-66705436

2017年9月6日

本报那大9月6日电（记者良
子 通讯员钟幸 黄茂和）今天零时
许，儋州市公安消防支队指挥中心
接到群众报警称，一位八旬阿婆因
意识不清，深夜走进两墙之间的墙
缝，被卡1小时出不来。儋州消防官
兵钻墙缝紧急救援，最后将阿婆平
安救出。

9月6日零时许，儋州市公安消
防支队指挥中心接到群众报警称，
儋州市东成镇长坡里仁村一位阿
婆被卡墙中，请求消防官兵救援。
接警后，指挥中心立即调派特勤中

队出动2辆消防车和12名消防官
兵赶赴现场处置。官兵到达现场
得知，一名八旬阿婆因头脑意识恍
惚，误以为墙缝是过道，不小心将
自己卡在了两座民房的墙缝里不
能动弹，直到1个小时后才被其子
发现。

消防官兵现场勘查发现，两座
民房墙体呈斜夹角，外宽内窄，最外
面大约50厘米宽，最里面可能只有
10厘米，阿婆被卡在不足30厘米的
缝隙里，距离最外面至少还有1米，
村民和民警想尽办法均无法靠近阿

婆，或靠近后也无法用力，多次尝试
救援无果，最后请求消防官兵前来
救援。此时阿婆已被卡近1个小时，
体力严重透支。

针对现场情况，指挥员命令一
名身形瘦小的战士携安全救生绳进
入缝隙内进行救援，尽可能触碰到
阿婆，并将安全绳套至其腋下，以便
救援发力。另外，3名消防官兵在缝
隙较宽处协力配合，经多次尝试，无
法用力。消防官兵再次观察阿婆卧
倒的姿势发现，卡住阿婆的原因主
要是其身体姿态，只要阿婆配合调

整姿态，就能够留出间隙，顺利将其
救出。但由于阿婆是儋州本地人，
不懂普通话，听不懂救援官兵的提
醒，无法发力积极配合救援。最后，
在其儿子的协助下，阿婆反复尝试
调整身体姿态，配合着救援官兵进
行发力，终于在多次尝试后，阿婆被
墙缝挤压的身体慢慢松动，经过十
余分钟的努力，消防官兵最终成功
将阿婆救出。

经检查，阿婆除了被困太久体
力透支外，仅小腿处有一点擦伤，身
体状况良好。

粗心旅客弄丢
2.7万元买房定金
文昌火车站值班员7分钟找回

本报文城9月6日电（记者邵长
春 通讯员马萍萍 黄莺）“太谢谢了！
多亏你们工作人员的热心帮助，这么
大一笔钱才失而复得。”今天下午，旅
客谢女士在环岛高铁文昌站握着客运
值班员王建的手，连声感谢。

今天12时38分，D7325次列车刚
刚驶离文昌站，谢女士就找到正在客运
值班室值班的王建，说自己在文昌站下
车时，因疏忽黑色手提包落在了座位
上。包里面除了有身份证、银行卡、驾
驶证以及车钥匙，更重要的是还有2.76
万元的买房定金。

了解完情况，王建立刻联系了
D7325次列车长。短短7分钟后，王建
就接到了列车长反馈，说谢女士丢的
包找到了。在随车公安的协助下，列
车长清点遗失物品，确认包内物品与
谢女士描述一致，于是在就近车站转
交D7108次列车将包快递回了文昌站。

当天16时50分，谢女士取回了遗
失物品。“这笔钱要是丢了，买房定金就
没有啦，真是太谢谢你们了！”取回丢失
的包后，谢女士激动不已。

本报海口9月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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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17时许，海口市首个
抓拍机动车乱鸣喇叭的“违法鸣号电子
警察”系统在国兴大道—大英西三路路
口正式启用，截至18时30分许，违法鸣
号电子警察已成功抓拍7辆乱鸣喇叭机
动车。根据相关规定，机动车在禁鸣路

段违法乱鸣喇叭将被处以50元罚款。
今天下午，记者在国兴大道与大

英西三路的交叉路口看到，红绿灯杆上
增设了一个椭圆形的声呐探测器和电
子屏幕，探测器与高清摄像监控连接，
乱鸣喇叭的机动车被抓拍后，车牌号将
传输到电子屏幕上，对其进行曝光。

据了解，该套系统利用“声呐定

位+图像识别”等技术，结合视频自动
抓拍识别技术，当机动车发出喇叭声
后，系统通过声呐探测器接收，声阵列
设备自动检测声压的变化云图，识别出
发出乱鸣喇叭的机动车辆，并将视频图
片输送到视频监控中心，监控中心可对
乱鸣喇叭车辆进行定位和号牌识别。

海口市公安局交警支队科技科

科长陈冬介绍，该系统非常灵敏，能
够清晰分辨出刹车声以及医疗等车
辆的警报器，并覆盖周边五十米的范
围，准确率高达95％以上。下一阶
段，海口交警部门计划在海口市区的
主干道、学校、医院周边道路增设20
套“违法鸣号电子警察”系统，不断提
高城市的交通文明。

海口首个“违法鸣号电子警察”上岗
首日成功抓拍7辆乱鸣喇叭机动车

三亚警方24小时内
抓获11名涉毒人员

本报三亚9月6日电（记者孙婧 通讯员冯
谋瑞）记者今天获悉，三亚公安边防支队红沙边防
派出所近日在该市集中端掉多个涉毒窝点，查获
11名涉毒人员，并在一次毒品现场交易中缴获冰
毒疑似物50.75克。

根据前期摸排调查，红沙边防派出所掌握线
索：在三亚市崖州区某村、三亚市商品街、榆亚路
以及解放路周边等地区，都有可疑人员聚众吸毒
和涉嫌贩卖毒品情况。随即，该所侦查员兵分三
组展开抓捕收网工作。

8月30日13时许，第一组侦查员根据线索，
在三亚市商品街某酒店房间内将正在吸食毒品
的嫌疑人刘某当场抓获。第二组侦查员在吉阳
区某餐厅周边将涉嫌吸毒的犯罪嫌疑人董某和
林某抓获。根据嫌疑人交代，侦查员又连夜出
动，于23时50分在三亚崖州区某村村口附近，
当场抓获聚众吸毒的吴某、孔某、卢某等6名涉
毒人员。

当天23时，第三组侦查员在三亚市汽车总
站将正在中巴车上进行毒品交易的犯罪嫌疑人
黎某抓了现行，当场缴获冰毒疑似物50.75克。
8月31日上午9时30分许，侦查员再次根据线
索，在三亚市榆亚路某路口处附近，抓获涉毒人
员柳某。

经审讯，犯罪嫌疑人黎某对涉嫌贩卖毒品的
违法犯罪事实供认不讳，已被公安机关依法刑事
拘留。董某、林某等10名犯罪嫌疑人均承认吸食
毒品的违法犯罪事实，被依法分别给予强制隔离
戒毒和行政处罚。

禁毒，我们在行动

省交警总队推出高速公路实景路况

手机上点一点地图
就知高速公路堵不堵

本报海口9月6日讯（记者良子 特约记者
周平虎）海南交警联合百度地图推出的全省高速
公路实景路况今天正式上线，用户在百度地图手
机客户端中可以查看到全省境内高速公路的视频
快照，方便用户实时、直观地了解道路畅通情况，
合理规划出行。

据介绍，目前上线的实景路况共125处，覆
盖了G98环岛高速、海文高速、海屯高速易发生
拥堵的路段，下一步还将继续增加百余个点位扩
大覆盖范围。用户在百度地图搜索地理位置或
者在小于1：2公里的比例尺下，点击百度地图上
的摄像头图标，即可查看现场的车流量。目前视
频快照约每2分钟刷新一次，刷新频率将逐步提
高到数秒刷新一次，既保证实时性又能节约用户
流量。

省公安厅交警总队有关负责人表示，高速公
路是我省交通出行的主要通道，启动地图查看实
景路况，将会大大方便群众躲避拥堵，顺畅出
行。下一步，海南交警将充分借助“人工智能”
及“大数据分析”技术，大力推进交通管理科技
信息化应用，不断创新交通管理手段，提升服务
群众出行水平。

码上读

本报海口9月 6日讯 （记者良
子 通讯员王宇）记者今天从省反电
信网络诈骗中心了解到，正值开学季，
涉及学生家长的诈骗案又开始多了起
来。近期，我省发生6起假校长诈骗
案，涉案金额15万元。

陵水黎族自治县的黄元（化名）最近
接到一个自称是陵水某中学“张校长”

的电话，因黄元这段时间正在托人想将
自己小孩转入这所中学。“张校长”在电
话里称，黄元的诉求他已经知情，让他
第二天到学校谈。没过多久。“张校长”
来电，称学校开学，食堂需要购买一批
消毒柜，让黄元帮忙购买，事后再将货
款还给黄元。黄元觉得对方能帮自己
小孩转学，便答应了。随后，黄元按照

“张校长”提供的电话联系供货方，给对
方提供的账号转入2.5万元。转款后，黄
元再联系“张校长”时，对方的电话就已
经关机了。事后证实，黄元遭遇诈骗。

据统计，我省近期发生6起假校
长诈骗案，骗子冒充校长以帮孩子入
学、转学、承包学校工程等名义对6名
受害人实施诈骗，涉案金额15万元。

对于学生家长屡屡遭遇诈骗，省反电
信网络诈骗中心相关负责人介绍，骗
子通过不法渠道获得受害人信息，做
到了精准诈骗。学生及学生家长要有
高度的反诈骗意识，凡是遇到校长或
班主任打来涉及转款的电话，一定要
核实身份，要记住“不轻信、不透露、不
转账”三不原则，骗子就难以得逞。

6名家长被假校长诈骗15万元
省反电信网络诈骗中心提醒，要记住“不轻信 不透露 不转账”三不原则

儋州八旬阿婆深夜被卡民房墙缝1小时

消防官兵钻30厘米宽墙缝救人

儋州消防官兵钻进墙缝对被卡阿婆实施救援。 儋州消防支队供图

儋州八旬阿婆深夜被卡墙缝。
儋州消防支队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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