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7年

我省将加快推进
“海南省快递物流集散中心”建设

快递服务为海南热带特色农产品出岛插上“翅膀”，海南顺丰将
600余吨海南荔枝通过航空专机发往全国各地。

我省启动邮政快递服务现代农业示范工程，农特产品进城配送量
近 1000吨，交易额4000余万元。

我省邮政企业通过“邮乐购”电商服务站建设，为农村地区提供电
商服务，目前已建成村“邮乐购”店2920家，乡镇覆盖率 100%。

201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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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快递下乡”
快递“上车、上船、上飞机”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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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禁毒三年大会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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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艘渔船海上撞上货船大面积进水

救助人员出动
助6渔民脱险

本报海口1月23日讯（记者邵长春 通讯员
李婷婷）今天，南海救助局海口救助基地派遣“华
英383”艇紧急出动，成功救助一艘被撞渔船，6名
渔民获救。

今天4时27分，南海救助局海口救助基地值
班室接到海口 110 来电：一艘名为“琼临渔
03369”的渔船在琼州海峡东口距海口约20海里
处，与一艘货船发生碰撞，大面积进水，随时有沉
没的危险。货船已逃逸，渔船上有6名渔民，其中
4人受伤，两人头部伤势较重。

得知情况后，海口救助基地立即派遣“华英
383”艇前往救助。救助人员7时30分抵达现场
时，发现3名渔民有头部出血、胸部疼痛及牙齿脱
落等症状，伤势较重，其中1人轻度昏迷。

海口救助基地的水上救生员在应急救助队
长黄环汉的指挥下，将6名遇险渔民安全转移到

“华英383”艇上，对受伤渔民进行了简单的护
理，确保所有渔民无生命危险后，返回海口基地
码头。随后，受伤渔民被120救护车送往医院接
受救治。

因吸毒过量产生幻觉

海口一男子
将两名老人打伤致死

本报海口1月23日讯（记者邓海宁）今天13
时14分许，群众报警称海口市府城博雅路滨江文
化美食城门前有一男子持小刀刺人，现场已有两
名群众倒地。

海口市琼山区警方接到报警后迅速赶到案发
现场控制犯罪嫌疑人、救助受伤人员、疏散群众，
受伤的王某诗（男，69岁，澄迈人）和王某梅（女，69
岁，澄迈人）夫妇经120救护人员现场抢救无效死
亡。犯罪嫌疑人王某辉（40岁，琼山区甲子镇人），
已被琼山区警方当场控制。经初查，王某辉系因
吸毒过量产生幻觉后持小刀、石头等袭击他人，致
命案发生。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悲

40名“老陶义工”
到澄迈送温暖
为贫困户和孤寡老人剪发送衣物

本报金江1月23日电（记者陈卓斌）“阿婆，
这是大伙送给您的厚衣裳，赶紧试试看合不合
身”……今天上午，老陶义工服务社在澄迈县福山
镇举办送温暖活动。40余名义工身着天蓝色马
甲，忙着为贫困户和孤寡老人们剪发、送衣物、量
血压，老人们脸上露出了满意的笑容。

“这些义工手艺精、会聊天，让我们感到很暖
心。”在活动现场，来自福山镇洋道村的阿婆陈妚
玉摸着刚剪完的头发，给老陶义工服务社澄迈分
队队长王赞善连连点赞。据了解，老陶义工服务社
于2015年12月成立，名称来源于全国明星交警、
节目《老陶说交通》主持人陶晓明。“目前，我们服务
社已由最初的300余人发展至2000余人，除了在
海口、澄迈、儋州等地开展慈善活动，我们还会组织
义工到城市街头义务指挥交通。”王赞善说。

据介绍，老陶义工服务社澄迈分队成立至今，
已在澄迈县老城镇罗驿小学、白莲敬老院等地举
办了超过10场慈善活动，受到当地贫困户、孤寡
老人和孤儿欢迎。

暖

本报海口1月23日讯（记者杨
艺华 通讯员梁暇）记者今天从省邮政
管理局获悉，2017年以来，我省在全
国率先完成空白乡镇邮政局所补建工
作和村邮站建设工作，实现了“乡乡设
所、村村建站、户户通邮”，建成乡镇快
递网点704个，城乡双向流通的快递
渠道基本形成。

据统计，2017年我省启动邮政快递
服务现代农业示范工程，建成乡镇快递网
点704个，全年农特产品进城配送量近
1000吨，农特产品进城交易额4000余
万元，带动电商快包业务量50余万件，
带动电商快包业务收入1000余万元。

2017年，我省邮政企业通过“邮
乐购”电商服务站建设，以“便民服务

站+包裹代收代投站+三农服务站+
优选产品配送站+电商服务站”的“多
站合一”模式，为农村地区提供电子商
务服务。目前全省已建成村“邮乐购”
店2920家，乡镇覆盖率达100%。

与此同时，快递服务海南热带特
色农产品出岛取得成效，海南顺丰将
600余吨海南荔枝通过航空专机发往

全国各地；推进快递服务制造业示范
工作，全省建成快递服务制造业项目
达15个，初步形成了涵盖制药业、农副
食品加工业、木制品业等领域的快递服
务制造业试验群；基础设施建设取得
突破，海南顺丰建成冷运仓储中心，为
农产品、海产品等提供冷链快递服务。

据了解，2018年我省将加快推进

海南省快递物流集散中心建设，并持
续推进“快递下乡”，快递“上车、上船、
上飞机”工程；推进快递“向外”发展，
鼓励支持重点企业为海口综合保税区
等提供跨境电子商务寄递服务；实施

“快递入区”工程，推进快递网点标准
化建设，力争全省城区自营快递网点
标准化率实现全覆盖。

2017年我省建成乡镇快递网点704个，实现“乡乡设所、村村建站、户户通邮”

城乡双向流通快递渠道基本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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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日，在海口市丘海大道
海瑞桥附近，电网工作人员爬
上高高的铁塔改造电网线路。
据介绍，该线路升级改造是为
了优化海口江东片区的电网质
量，提高该片区电网的供电可
靠性，提高电网防风抗灾能力。

未来三年，海南电网将投
资177亿元，打造全域智能电
网示范省。“十三五”期间，海南
电网将在目前300多座变电
站的基础上，新改扩建159座
变电站，并新建及改造线路超
过1万公里，推动供电能力提
升30%。

本报记者 陈元才 摄

贷款要先交保证金？

海口一女大学生
“网上贷款”被骗1.2万元

本报海口1月23日讯 （记者良子 通讯员
王晴 杨佩瑜）近日，海口某高校一名女大学生何
某因在网上贷款交保证金，被骗1.2万元。

据介绍，近日何某接到一名自称是北京市平
安普惠借款有限公司女客服人员的电话，对方在
电话中表示可提供贷款服务。恰好有贷款需求的
何某在电话中和对方简单交流后，添加对方为
QQ好友。随后，对方在QQ中向何某传来了一
份“贷款担保合同”。

何某在填写完该“合同”后，对方提出，贷款前
需要交2000元“保证金”才可完成贷款手续。没
有防范心理的何某向对方提供的银行卡账号转账
2000元。不久后，又有一名自称是该公司客服人
员的男子打来电话称，何某信用额度不够，需继续
交保证金。何某又向该男子提供的银行卡账号转
账1万元。当晚，何某再联系对方时，电话已经打
不通，只得于次日到派出所报案。

海南省反电信网络诈骗中心提醒，切勿轻信
网上的贷款信息，更不可轻易给陌生人转款，以免
上当受骗。

懵

改造电网线路
保障电力供应

本报海口1月23日讯（记者邓
海宁 特约记者陈世清 通讯员李盛
兰 林馨）今天，海口市公安局交警支
队组织警力在全市范围内，针对共享
电动自行车、共享单车的交通违法现
象开展专项整治行动。当天，交警共
查扣违法共享电动自行车33辆、共
享单车48辆。

据了解，根据《海口市电动自行
车管理办法》第五条规定：海口市对

电动自行车实行目录管理，符合国家
标准的电动自行车列入《海口市合格
电动自行车销售登记目录》（简称《目
录》）。列入《目录》的电动自行车应
当依照相关规定，取得海口市公安机
关交通管理部门颁发的行驶证并悬
挂电动自行车号牌后，方可上道路行
驶。对于未悬挂号牌上路行驶的共
享电动自行车，交警部门将一律依法
查扣。同时，依据海口市电动自行车

“九不准”的相关规定，电动自行车、
单车必须有序停放在已划设的非机
动车停车位内。对未按规定有序停
放在指定位置的共享电动自行车及
共享单车，交警部门将会依法进行拖
移处理。

针对共享电动自行车交通秩序
监管问题，海口交警已于2017年12
月11日、2018年1月9日、2018年1
月22日，3次约谈相关共享电动自行

车运营企业，要求未登记上牌的电动
自行车不得上路行驶；对于已投放的
无牌电动自行车，由企业自行组织收
回保管，未按规定收回的，海口交警
部门将依法暂扣处理。

海口交警表示，驾驶电动自行车
应当遵守法律、法规中关于非机动车
通行的相关规定，对于未悬挂号牌的
共享电动自行车，请广大市民拒绝骑
行，以确保交通安全。

海口治理共享单车交通乱象 一天扣车81辆

本报椰林1月23日电（记者李
艳玫 通讯员陈思国）“哐……哐
……”1月22日中午，在陵水黎族自
治县光坡镇荣盛香水湾小区后的河
道里，光坡镇联防队队员正手持铁
锤捣毁采砂机、抽砂浮台、抽砂管等
采砂设备。

“1月22日中午，我接到红磡香
水湾小区业主的举报电话，称小区
旁的荣盛香水湾附近的河道有人非
法采砂，随后我们立即组织人员到
现场核实。”光坡镇委书记李瑞军
说，当天中午，执法人员在现场没有
见到采砂人员，但已将采砂设备进
行了现场捣毁。

今天上午，陵水县国土局、环
保局、住建局、水务局等相关部门
来到现场进一步调查此事。记者
在现场看到，河道上的采砂机已被
清理走，采砂管道正在进一步清理
中。

红磡香水湾小区的业主告诉记
者，几个月前，他们在散步时偶然发
现，原本窄小的河道变得有篮球场
大小，周边的防护林也遭到了破
坏。“我们在河面上发现了采砂工
具，怀疑河道变宽与非法采砂有关，
但采砂通常都是半夜进行，我们很
难取证。”业主林先生介绍。

“按照属地管理原则，我们现场

已经捣毁采砂设备，让不法分子无
法非法采砂。目前县国土局、环保
局、公安局等部门已经介入调查，辖
区派出所已经立案调查。”李瑞军
说，下一步他们将尽快组织人员修
复被破坏的防护林。

业主林先生说，当地有关部门
能够及时处理他们反映的问题，这
让他们很感动，希望能够尽早抓到
违法犯罪分子，形成震慑，守护好这
片绿水青山。

陵水县水务局相关负责人表
示，该县对非法采砂行为“零”容忍，
将依法严厉打击无证开采、乱采滥
伐、非法洗砂等违法犯罪行为。

陵水一小区居民反映：附近河道有人非法采砂，防护林遭破坏

执法人员捣毁采砂设备 着手修复植被

海南空管为活体器官运输
开辟空中绿色通道

本报海口1月23日讯（记者邵
长春 通讯员陈紫萄 王春苗）22日
晚，民航海南空管分局与有关部门通
力合作，开辟空中绿色通道，为一架运
输活体器官的航班提供优先保障。

22日20：28时，海南空管分局美
兰机场塔台管制室接到航空公司通知，
一架计划从海口飞往广州的航班上载
有用于移植手术的活体器官，申请优先
保障。为了确保该航班不受影响，海南
空管分局立即启动优先保障程序，协调
沿途保障单位，为其开辟空中绿色通
道，争取直飞路径节省空中飞行时间。

在各保障单位的通力合作下，载
有活体器官的航班于计划时间顺利起
飞，并早于计划到达时间12分钟在广
州安全落地，为等待器官移植的患者
争取了宝贵的时间。

险

1月22日中午，光坡镇联防队队员
在荣盛香水湾小区后的河道里捣毁非法
采砂设备。 （图片由光坡镇政府提供）

我省禁毒三年大会战“秋冬攻势”成果丰硕
关停娱乐场所46家，取缔非娱乐场所涉毒窝点85个

本报海口1月23日讯（记者良
子）记者今天从省禁毒委了解到，
2017 年 8月开展禁毒三年大会战

“秋冬攻势”行动以来，我省各地公
安机关联合文体、工商等部门认真
组织开展专项打击行动，成果丰
硕。“秋冬攻势”行动期间，各地查处
娱乐场所内涉毒案件89起，关停娱
乐场所46家，依法取缔非娱乐场所
涉毒窝点85个。

据了解，“秋冬攻势”行动开展以
来，我省各地公安机关主动作为，通
过采取定点打击、集中清查、联合巡
查、规范管理等方式，在严打传统歌
舞娱乐场所涉毒的基础上，加大对辖
区毒情形势的分析研判力度，将部分
打击重点延伸至宾馆（含旅租）、网
吧、私人住宅、出租屋、农村改装房等
易染毒非娱乐场所，多渠道获取情报
线索，集中开展多批次整治打击行
动，起到了有力震慑作用，取得了丰
硕战果。

2017年11月2日凌晨3时许，三
亚市公安局吉阳分局组织多警种警
力合成作战，对三亚市吉阳区迎宾路
迎宾壹号三亚卡秀派对音乐馆进行
查处，当场查获涉毒人员18人，其中
刑事拘留9人，行政拘留8人，罚款1
人。目前，该场所已被责令停业整顿
6个月处罚，由公安机关提请文体、工
商部门启动“一次性死亡”程序，吊销
证照。

2017年10月1日至15日，临高
县公安局组织多警种合成作战，先后

打掉藏匿于村庄、居民房等隐蔽场所
的地下涉毒暗场所、涉毒窝点4个，
破获容留他人吸毒刑事案件4起，查
处涉毒行政案件5起，抓获涉毒人员
44人，其中刑事拘留11人，行政拘留
33人。

据统计，“秋冬攻势”行动开展至
今，我省各地公安机关查处娱乐场所
涉毒案件89起，关停娱乐场所46家，
依法取缔非娱乐场所涉毒窝点 85
个，其中责令停业整顿处罚宾馆、出
租屋、烧烤餐吧等场所23家。

贪污农业专项补贴资金并受贿

陵水原副县长黎云
获刑5年

本报海口1月23日讯（记者邓
海宁 通讯员邱甜 马润娇）陵水黎族
自治县原副县长黎云在担任该县财政
局局长期间，伙同他人贪污农业种苗
栽培、农业技术推广专项补贴资金
280万元，之后在任职副县长期间又
收受贿赂166万元。近日，省第一中
级人民法院以贪污罪、受贿罪，数罪并
罚，判处其有期徒刑5年，并处罚金人
民币80万元。

据了解，2007年间，原陵水分管
农业副县长杨某振（已故）与时任陵水
财政局局长黎云、时任陵水财政局农
财股负责人曹德雄、王亚程商议共同
成立陵水富某公司，骗取国家农业种
苗栽培、农业技术推广专项补贴资金
280万元。此后，黎云在担任陵水副
县长等职务期间，利用职务之便，收受
贿赂共计166万元。

一审法院以贪污罪、受贿罪，数罪
并罚，判处黎云有期徒刑6年，并处罚
金人民币80万元。一审宣判后，被告
人黎云不服，上诉至海南省第一中级
人民法院。近日，海南省第一中级人
民法院结合案件审理期间黎云家属退
还受贿剩余赃款并缴纳罚金等进展情
况，作出宣判，判处黎云有期徒刑5
年，并处罚金人民币80万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