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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公 告
孙繁娜：

发货人“网通”通过广东城润物流有限公司向你邮寄的“青花三
十年汾酒（53%vol）”、“青花三十年汾酒（48%vol）”、“青花二十年汾
酒（53%vol）”等酒品经生产厂商山西杏花村汾酒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山西杏花村汾酒厂股份有限公司鉴定为假冒商品。经海南省食
品检验中心检验，其中青花三十年汾酒（53%vol）、青花二十年汾酒
（53%vol）检验结论为不合格。依据相关法律规定，自公告之日起60
日内，你须到海口市秀英区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食品药品稽查大队
(地址：海口市秀英区向荣路福秀小区秀英区政府第二办公室206室，
联系电话：0898-68612918)接受调查。

特此公告。
海口市秀英区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2017年11月1日

中标公示
工程名称：三亚市南田农场黎光基本农田建设项目施工招标
招标人：三亚市土地整理中心 招标方式：公开招标
第一中标候选人：海南第六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项目经理：王朱岛
第二中标候选人：海南第七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项目经理：曾三成
第三中标候选人：吉林省水利水电工程局
项目经理：董小慧
开标时间：2017年10月31日8：30时，此中标公示期为3个
工作日，若对上述公示有异议，可到招标人处（联系人：黎小
姐,电话13697557617）进行质疑。
招标人：三亚市土地整理中心
招标代理：广西中信恒泰工程顾问有限公司

海口西海岸房地产项目
选聘工程招标代理机构公告

一、因业务发展需要，我单位一批工程招标项目选聘

招标代理机构，具体内容详见招标文件，有意者请来电联

系报名。

二、报名时间：2017年 11 月 6日-10日

三、报名时需提供的资料：法人委托书、营业执照

（副本）、资质证书（副本）、组织机构代码证（副本）。（以

上证件核原件收盖公章彩色复印件）

四、联系人：刘小姐 0898-66810879

2017年海南精品剧目惠民演出

乘 物 游 心
钧天云和古琴音乐会

主办单位：海南省文化广电出版体育厅
承办单位：海南文化体育公园管理中心
演出单位：钧天云和乐团

演出时间：2017年11月6日 20:00
演出地点：海南省海口市国兴大道68号 海南省歌舞剧院
票价：甲等90元（政府补贴350元） 乙等70元（政府补贴370元）
丙等50元（政府补贴390元）
售票热线：0898-65301811
售票时间：11月2日至6日 9：00—18:00
售票地点：海南省歌舞剧院售票窗口（剧院左侧）

■ 本报记者 良子
通讯员 王晴 杨佩瑜

10月以来，我省发生41起冒充
公检法诈骗案件，41人被骗，涉案金
额461.8万元。海南省反电信网络诈
骗中心今天发布冒充公检法诈骗案高
发预警，请广大市民提高警惕，谨防上
当受骗！

据了解，在这些冒充公检法诈骗
案中，受害人被骗几万元到数十万元
不等，诈骗方式也发生了一些变化。

从统计数据来看，受害人中女性和中
老年人占多数。

10月19日，海口37岁受害人黄
女士接到一个自称是移动公司客服
的女子的电话。对方称黄女士在天
津市津南区注册的电话号码涉嫌发
送垃圾短信、涉嫌诈骗，要将其电话
号码冻结。对方还表示，为了避免
手机号被冻结，黄女士需向天津市
公安局报案，说明传播违法信息的
事非其本人所为。随后该女子给黄
女士提供了天津民警“徐警官”的电
话，黄女士拨通电话后在对方的要
求下，把自己两张银行卡的卡号报
给了对方，随后，黄女士来到银行开

通了网银并向对方提供的账号汇去
了16万余元。

10月20日，三亚21岁女幼师王
女士接到一个自称是移动公司的客
服电话，对方称王女士身份证在北京
办理了3个号码，涉嫌非法赌博。之
后王女士的电话先是被转接至“北京
市东城公安局”，一个自称姓吕的“警
官”称王女士涉嫌洗黑钱金额达216
万元。接着，王女士的电话又被转接
到“李检察官”处。“李检察官”称已接
手王女士案子，“李检察官”套取了
其银行卡信息，诈骗其现金5万元。

10月22日，海口29岁教师吴女
士接到一名陌生男子来电称其涉嫌洗

黑钱，已经被通缉了，并发来一张网络
通缉令，然后，电话被转接到“广州市
公安局水上分局贺警官”处，吴女士按
照“贺警官”的要求，向对方3个银行
账号转了7次钱，一共转了10万余
元，后来被朋友问及事由才意识到自
己被骗了。

省反诈骗中心表示，以上3起案
例，骗子均以受害人“卷入”非法案件
实施诈骗。犯罪分子通过清楚地报出
受害人的资料取得信任，后利用改号
软件将来电显示设为警方办公电话，
致使受害人放松警惕。其间，语气严
厉，强势震慑受害人，让受害人相信自
己真的卷入了重大案件，随时可能被

逮捕。同时犯罪分子谎称证明清白的
唯一方法就是“资金调查”，引导受害
人在网上转账。

省反诈骗中心提醒,公检法机关
办案时如需要查询相关信息，必须当
面出具工作证件及相关法律文书，当
面讯问，绝不会通过电话讯问，电话里
让你转帐的“公检法人员”肯定是骗
子。遇到类似情况要保持头脑清醒，
先与家人、朋友联系，也可打电话咨询
辖区警方，千万不要按照犯罪分子提
示的程序操作。警方提醒广大市民，
接到可疑电话，要坚持“不听、不信、不
转账”的原则，以防上当受骗。

（本报海口11月1日讯）

41人接诈骗电话被骗461万余元
省反诈骗中心提醒：对要求转账的“公检法人员”电话，市民要“不听不信不转账”

社会聚焦

热带低压进入南海东南部
预计对海南陆地和近海无直接影响

本报海口11月1日讯（记者叶媛媛 通讯员
符晓虹 翁小芳）记者今天上午从海南省气象台获
悉，热带低压已于10月31日下午在菲律宾东部近
海生成，11月1日8时在距离菲律宾马尼拉南偏东
方向约335公里的海面上。预计该低压今天傍晚
前后将进入南海东南部海域，并于未来24小时内
加强为今年第23号台风，以后趋向越南南部沿海，
对海南陆地和近海无直接影响。

受台风和冷空气共同影响，11月1日～3日，南
海中部和南部海域风力较大，海上船只需注意避开
大风影响区域。省气象部门提醒，南海中部和南部
海域的过往船只注意提前避开大风影响区域。

本报三亚11月1日电（记者孙
婧）今天7时，一名18岁的男孩从高
处坠落，抢救无效后停止了呼吸。痛
失孩子的父母——一对来自三亚市
海螺村的夫妇，在悲痛之余表达了将
孩子遗体捐献给医学研究的意愿。
据悉，这名男孩是三亚市第9位遗体
捐献者，也是目前最年轻的一位。

今天上午，这名男孩从 7楼坠
落，他父母发现后，立即将他送到附

近的三亚市中医院。但当时他已经
没有了自主呼吸，在医生持续的人工
心肺复苏抢救之下，依旧看不到生还
的希望。

记者得知，这一家三口从广东
来到三亚务工，居住在海螺村。平
日里男孩跟着父母打零工，他怕父
母太辛苦，还主动承担了家务。“他
还那么年轻，还没来得及给社会作
贡献，既然孩子救不回来了，那就把

身体捐献出去，还能帮到其他人，就
当这是他做的最后一件有意义的
事。”父亲陈某兴哽咽着说，在与妻
子商量之后，他们决定将孩子的器
官捐出。

得知消息后，三亚市红十字会人
体器官捐献协调员杨亚锋立即赶往
医院。但经过多方专业评估，确认器
官捐献无法开展。陈某兴夫妇再次
决定，将孩子的遗体捐出。在杨亚锋

的陪同下，家属将男孩的遗体转往海
南省第三人民医院太平间停放，等待
海南医学院转运救护车来接收，并在
三亚市中医院办理相关手续。

“这是三亚目前最年轻的一位遗
体捐献者。”杨亚锋说，捐献的遗体
将成为海南医学院开展医学研究和
教学示范的重要参考。

据了解，这名男孩是三亚第9位
遗体捐献者，也是海南第39位。

三亚18岁男孩高处坠落不幸身亡，父母含泪捐献儿子遗体

“这是他做的最后一件有意义的事”

保亭公安抓获
3名涉毒人员
查获海洛因疑似物12件

本报保城11月1日电（记者贾
磊 通讯员麦恩童）近日，保亭黎族苗
族自治县公安局加大禁毒工作力度，
破获系列涉毒案。10月31日，该局
抓获3名涉毒人员，查获海洛因疑似
物12件。

近日，保亭公安局刑侦大队在侦办
系列毒品案件中发现嫌疑人符某志在
五指山市贩卖毒品这一线索。10月31
日，该局刑侦大队联合城镇派出所组织
人员前往五指山市蹲守，在蹲守期间，
办案民警发现吸毒人员温某义驾驶一
辆皮卡车来找符某志购买毒品，民警成
功抓获吸毒人员温某义和贩毒人员符
某志。民警在吸毒人员温某义身上查
获3件海洛因疑似物。随后，警方搜查
贩毒人员符某志房间时，现场查获海洛
因疑似物9件。

符某志被抓后，另一名吸毒人员
杨某华多次打电话联系犯罪嫌疑人符
某志称要购买毒品，民警借此机会将
吸毒人员杨某华抓获。

目前，3人已被依法拘留，毒品具
体重量正在协调省公安厅进行测量，
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合作发展
“鸽”唱致富梦想

10月31日，白沙黎族自治县牙
港村种养专业合作社社员在种鸽舍内
给鸽子喂食。

据介绍，该合作社成立于2016
年9月，采取“企业+合作社+贫困户+
鸽子产业”的模式运作，34户贫困户
104人主动申请加入合作社。白沙引
进海南赢庄农业有限公司，投资120
万元建设占地4000平方米美国银王
鸽养殖基地。合作社出资150万元、
企业出资50万元购进1万对种鸽。
去年9月，104名社员每人分得1000
元红利。今年底，预计每人可分得
2500元红利。

本报记者 苏晓杰 通讯员 裴洪智 摄

海口交警约谈客运企业
整治乱鸣喇叭

本报海口11月1日讯（记者邓海宁 特约记
者陈世清 通讯员李盛兰）为加强交通安全管理，
倡导文明驾驶，有效遏制机动车乱鸣喇叭交通违
法行为，今天下午，海口市公安局交警支队联合海
口市交通港航管理局运管处召集海口市公交车企
业、出租车企业、旅游客运车企业负责人召开集中
约谈会，海口市23家客运企业法人代表、分管安
全负责人参加了此次约谈。

会上，海口市交警支队向参会人员通报了今
年以来查处机动车乱鸣喇叭违法行为以及近期公
交、出租、旅游客运车辆在市区乱鸣喇叭的违法现
象有所反弹的情况，并向客运企业负责人再次明
确了《关于禁止机动车在海口市区鸣喇叭的通告》
的范围，如违反将根据《海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
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办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
七项的规定，对驾驶人处以50元罚款。

据了解，海口交警部门针对海口市区内乱鸣
喇叭的行为始终保持高压严打态势。在每天的勤
务工作中，一方面以市区主要道路和路口为重点，
加强对道路的疏导和管控力度，保障道路交通畅
通；另一方面开展交通秩序管理工作，以机动车乱
鸣喇叭等不文明交通违法行为为重点，加大对路
面交通乱象的整治力度，确保道路交通秩序的安
全、畅通、有序。

今天除了约谈公交、出租、旅游车等客运企
业，海口交警还在海口全市范围内开展了乱鸣喇
叭不文明驾驶行为专项整治统一行动，查处乱鸣
喇叭违法行为67起，并开展了一场机动车乱鸣喇
叭交通违法执法直播宣传活动。

以海口市白驹大道与琼山大道交叉路
口、东线高速公路凤翔路匝道口、新大洲大
道与凤翔路交叉路口、龙昆南路与城西路交
叉路口、城西路与学院路交叉路口、椰海大
道与学院路交叉路口、椰海大道与丘海大道
交叉路口、丘海大道与南海大道交叉路口、
丘海大道与海秀西路交叉路口、丘海大道与
滨海大道交叉路口（往北延伸至海岸线）为
分界的连线，与海口市北侧海岸沿线和东侧
南渡江沿线（含海甸岛、新埠岛）形成的闭合
区域内的所有道路，全天24小时禁止机动车
鸣喇叭。欢迎扫描关注海报读者俱乐部

服务读者需求
改善读者体验

专题 傎班主任：黄畅学 主编：蔡佳倩 美编：孙发强

今年的“啦奥门”庆典选择在11月4

日举行，届时除了黎族传统的长桌宴、竹

竿舞、篝火晚宴之外，还准备了丰富多彩

的民族风情活动接待来客，同时还能在

青松乡的崇山峻岭之中露营夜宿，呼吸

着山间的新鲜空气，看繁星璀璨、听翠鸟

啼鸣。

在很多人眼里，山兰只是黎族人民

耕种的传统作物，却不知道山兰的背后

还蕴藏着诸多传说与故事。

相传很久以前，海南岛中部的大山

里住着黎族哥哥阿山和养妹阿兰，他们

屡遭后母的虐待，最终被抛弃在大山深

山处。上苍不忍二人遭受命运的磨难，

于是派遣一只布谷鸟送去稻米谷种，他

们借着这一粒粒谷种，开垦坡地，种下

了丰收的粮食，山林也因阿山阿兰的辛

勤耕耘，变得美丽富饶。

最终在神仙的撮合下，二人结为夫

妻，恩爱一生。而阿山阿兰种的稻米，

演变成一种专门生长在山坡旱地上的

稻米，后人为了纪念，将其称作“山兰

米”。

虽然尚且无法考证此传说源于何

时，但千百年来，黎族人民所坚持的自

然古法种植、自留谷种、确保谷种纯真

优良的习惯，保持了山兰米原始的芬芳

滋味及珍贵独特的营养物质，同时也凝

结了黎族同胞的智慧与辛劳。

品尝着美味山兰，何不听一听村里

的老人，讲一讲有关山兰的故事？

而在白沙看来，“啦奥门”不仅是一

次民族文化与山兰飘香的狂欢，更是一

次带领当地黎族同胞创造美好生活的契

机。

来到白沙旅游，用山兰制作的各种

美食是绝不能错过的东西，在黎村、小

吃街等地，山兰酒一定是畅销的旅游消

费品，不少游客开怀畅饮之后往往都想

购买些许继续回味，这也给当地的农户

开辟了新的致富路。

山兰稻种植的特点是原始，同时原

始也造就了山兰稻米内保留了对人体有

益的微量元素。研究发现，我省目前种

植山兰的地区，大多拥有富硒土壤，种植

出的山兰米自然营养价值高，而“吃粗粮

养生”的兴起，也使山兰稻收获了不少青

睐。

近两年山兰米逐渐受宠，不少农户

想提高种植面积却又担心环境被破坏，

从而产生了“种还是不种”的讨论。

白沙相关负责人表示，借助“啦奥

门”庆丰收活动的举办，一来是要推广

白沙山兰稻的品牌，同时也借此契机，

引导当地农户科学种植，找到环境与效

益之间的平衡，借山兰稻为当地黎族同

胞铺就致富的康庄大道。

一年一度的“啦奥门”庆丰收，并不

以一场狂欢为终结，用山兰飘香打响白

沙品牌，用品牌效应助力脱贫攻坚，才

是活动背后蕴含的意义。

11月4日，来白沙吧，敬您一杯山

兰酒，畅聊黎家未来的幸福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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啦奥门LOGO

一片片金黄色的稻田，分布在白沙黎

族自治县青松乡的田间，微风拂过，稻浪

翻滚。

今年7月种下的山兰稻就要收获了，

对于当地的黎族同胞来说，意味着一年一

度的“啦奥门”丰收节也日益临近。

自2014年起，白沙每年定期组织举

办的“啦奥门”丰收节活动，正逐渐成为当

地人最为期待的节日之一，同时也是黎族

“三月三”庆典之外，最能展现当地民族风

情的盛大节日。不仅为当地群众提供了

欢庆的契机，随着品牌效应的逐步扩展，

也开始吸引越来越多的游客前来，在体验

民族风情的同时，还能品尝由山兰米加工

而成的各种美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