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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声 明
近期发现某些公司机构冒用开发商名义，在海南、保定、北京等

区域销售海南文昌东方龙湾二期旅游地产项目，并擅自冠名以“文昌
旭日湾”实施发售。对此，本公司作为东方龙湾二期唯一开发企业，
提出声明及提示如下：

一、“文昌旭日湾”项目并不存在；
二、东方龙湾二期项目至目前为止并未开工建设，尚不具备销售

条件；
三、本公司未曾授权任何公司机构对外销售东方龙湾二期项目，

一切销售行为与本公司无关；
四、为维护公众权益，凡有已经购买文昌旭日湾或东方龙湾二期

项目者，请速与本公司联系，联系电话：0898-63211978
海南文昌隆盛置业有限公司

2018年6月7日

海南日报后勤中心诚聘服务员
因事业发展需要，海南日报后勤保障中心食堂、咖啡厅招聘

餐饮女服务人员若干名。
一、招聘岗位职位素质要求、工资待遇
1、年龄35周岁以下，初中以上文化，形象好，身体健康。有

餐饮经验者优先。
2、工资待遇：工资面议。交五险一金，享受员工同等福利。
二、报名方式
报名资料发邮件至1790463364@qq.com，或将报名资料送

海口市金盘路30号海南日报印刷厂723 房；报名截止时间为
2018年6月20日。

三、联系方式
联系部门：本部综合部
联系电话：（0898）66810857冯女士 66810571惠女士

中标公示
工程名称：联投·海棠韵叠拼别墅精装修工程施工招标
招标人：三亚联投海棠置业有限公司
招标方式：公开招标
第一中标候选人：深圳海外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项目经理：石强
第二中标候选人：广东省建筑装饰集团公司
项目经理：张立创
第三中标候选人：艺海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项目经理：王维朴
开标时间：2018年6月11日16：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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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先生，电话：027-84238888）进行质疑。
招标人：三亚联投海棠置业有限公司

2018年6月13日

关于宣布《个人贷款合同》立即到期的通知
陈超：

你于2017年8月2日在我行贷款44万元，用于购买澄迈
县老城经济开发区工业大道一公里处北侧四季康城一期28幢
17层1705房，并以该房产作为贷款抵押物，双方办理了抵押
登记手续。截止 2018 年 6月 12 日已还 13,519.76 元，尚欠
446,987.41元。由于你在合同履行中出现连续逾期4期以上
未还款行为，构成对合同的严重违约。现正式通知你本人：根
据你与我行签订的《个人贷款合同》的相关约定，决定宣布该
合同项下贷款立即到期。请见通知后于三日内与我行核对账
务，并依合同约定还清全部贷款本金、利息。

特此通知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海口分行

二O一八年六月十二日

琼中举办巡回法庭
毒品案件公开宣判大会

本报营根6月12日电（记者郭畅 通讯员黄
鹏）为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关于“禁毒三年大会
战”重要决策部署，提高人民群众防毒拒毒意识，
近日，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在县政府门口举办巡
回法庭毒品案件集中公开宣判大会。

据悉，自2016年全省禁毒三年大会战启动以
来，琼中公安机关共治安处罚吸毒人员190人次，
强制隔离戒毒86人，破获毒品案件26宗，抓获犯
罪嫌疑人38人，缴获各类毒品1093.78克，毒资
7.2万元；登记在册吸毒人员已达649人，其中营
根镇和湾岭镇登记在册吸毒人员分别占全县登记
在册吸毒人员的40%和20%，两镇也被琼中禁毒
委列为重点整治区域。

会上，琼中县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张长丰表
示，在新的历史环境下，禁毒工作面临前所未有的
严峻挑战，各级各部门要以饱满的热情、旺盛的斗
志、有力的措施，迎难而上，扎实推动禁毒工作取
得实实在在的成效，坚决打赢这场禁毒人民战争。

文昌市副市长符永中
涉嫌严重违法
接受监察调查

本报海口6月12日讯 （记者尤梦瑜 杨立
佳）记者今天从省纪委省监委获悉，文昌市政府副
市长符永中涉嫌严重违法，目前正接受海南省监
委监察调查。

本报临城6月12日电（记者刘
梦晓 通讯员黄颖）“从一开始两个人
都态度强硬说要离婚，到看完动漫片
《家事审判》后，两个人都不想离婚，法
院制作的专用于调解离婚案件的动漫
片《家事审判》首次面向当事人播放，
就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今天上午，记
者从临高县人民法院了解到，该院院
长李华敏日前在家事法庭主持调解一
宗离婚纠纷案件时，通过让双方当事
人观看法院制作的动漫片《家事审
判》，成功挽救了两名当事人的婚姻。

李华敏介绍，在海口工作的临高
籍市民李女士和丈夫王先生育有一儿

一女。今年5月底，双方争吵着来到
法院，李女士起诉王先生，请求离婚。

“当时他们都说日子过不下去了，一定
要把婚离了。”

经过初步了解，李华敏得知双方
闹离婚主要是生活琐事和沟通不畅所
致。“他们到法院闹离婚，肯定是冲破
了朋友、家人等多方面阻力的，劝解的
话应该也听了不少，我们多说不如让
他们自己了解离婚的弊端。”考虑到这
些，李华敏没有过多劝阻双方，而是在
6月4日开庭前，将两人邀请到了法院
的家事法庭。

虽说是法庭，布置却十分温馨：房

间内摆放着一套沙发和茶几，墙上悬挂
着温馨的书画装饰品，色调明亮，家庭
氛围浓郁。在这里，李华敏打开电视，
播放起动漫片《家事审判》。

长达13分钟的《家事审判》，塑造了
卡通人物婚姻感情专家“知心阿姨”、丈
夫“小强”和妻子“小红”3个人物形象，
通过通俗易懂的语言，以生动活泼的形
式告诉当事人如何认识对待感情纠葛、
子女抚养、财产分割等问题。同时也讲
解了婚姻的责任和离婚所带来的种种
后果，教会夫妻双方如何维护婚姻，处理
好婚姻家庭的常见矛盾和纠纷等。

起初，李女士和王先生对动漫片

不以为然，然而随着讲解的深入，两个
人的情绪明显发生了变化，开始专注
观看动漫片。尤其是当片子播放到离
婚会对孩子造成的伤害时，双方都露
出了难过的神情。

片子播放结束后，李华敏对双方当
事人进行了普法宣传，诠释了情与理。
随后，原告李女士说：“只是一气之下，才
起诉离婚，我向法庭申请撤回起诉。”被
告王先生也说：“我也不想离婚啊！”两
人随即言和，高高兴兴地走出了法院。

李华敏告诉记者，离婚案占基层
法院民事案件数量的比重较大，而实
际上，许多离婚案中的双方当事人并

没有感情破裂，通过法官的调解可以
挽救婚姻。有时候，对于法官的调解，
双方当事人心理上又比较抗拒，在这
样的情况下，临高法院以挽救当事人
婚姻为目标，结合近几年来法官办案
的经验和问题总结，历时半年制作出
了这部动漫片。

临高县人民法院立案庭庭长王晨
华认为，在家事审判中采用动漫片这
种喜闻乐见的宣传普法方式，是提高
法制宣传效果的创新之举。下一步，
该院将进一步推广这种模式，帮助更
多当事人妥善处理好家庭纠纷，促进
社会的和谐与稳定。

临高县人民法院家事法庭创新普法宣传方式

一部动漫片 救了一桩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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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海口6月12日讯（记者罗
霞）端午节临近，今天，省食品安全委
员会办公室发布食品安全消费提示，
提醒消费者选择正规的渠道购买粽
子，切勿购买“返青粽子”。消费者如
果发现购买的粽子或生产经营粽子的
单位存在食品安全问题，可拨打
12331投诉举报，一经查实，最高可获
50万元奖励。

消费提示称，粽叶经过高温蒸煮
后绿色会褪去一些，略发黄，属正常现

象。“返青粽子”为用“返青粽叶”包出
来的粽子，表面看起来色泽光鲜、翠
绿。制作这种“返青粽叶”可能使用了
化学染色法，在浸泡粽叶时加入工业
用硫酸铜，让已经失
去 原 色 的 粽 叶 返
青。食用这种粽子
有铜中毒的风险。
消费者在购买粽子
时，遇到粽叶颜色不
正常的要格外留心。

省食安办发布消费提示：切勿购买“返青粽子”
发现粽子相关食品安全问题，及时拨打12331投诉举报

我省启动禁毒普法琼剧
进监所巡演活动

本报海口6月12日讯（记者金昌波 通讯员
冯兰田）日前，由省司法厅、省普治办主办的2018
年禁毒普法琼剧《回归》进监所巡回演出活动在三
亚强制隔离戒毒所启动，1000多名强制隔离戒毒
人员观看了演出。

据了解，琼剧《回归》聚焦毒品危害，讲述一位
农民由于交友不慎染上毒瘾，导致家庭破裂，为了
获取毒资抢劫财物被判入狱，最后在党和政府的关
心帮扶下，重归家庭、重归社会的故事。该剧通过
曲折的故事情节、精彩的舞台演绎，依托琼剧这种
海南群众喜闻乐见的地方戏曲形式，向强制戒毒人
员讲述了毒品对个人、家庭、社会的巨大危害。

省司法厅相关负责人表示，开展禁毒普法琼
剧巡演活动，是海南省开展禁毒法治宣传教育的
有益尝试，是贯彻落实“七五”普法规划的重要内
容，此前巡演活动已先后深入全省各乡村、社区开
展巡演200多场。为进一步扩大禁毒法治宣传教
育覆盖面，省司法厅、省普治办决定从本月开始，
在全省监狱和强制隔离戒毒场所开展禁毒普法琼
剧《回归》巡演活动，提升服刑人员、戒毒人员的防
毒拒毒意识。

省消委会
招募消费维权志愿者

本报海口6月12日讯（记者罗霞）为了动员
社会各界热心人士广泛参与我省消费维权工
作，加强对商品和服务的社会监督，省消费者委
员会近日发布公告，在全省范围内招募消费维
权志愿者。

消费维权志愿者主要在以下方面发挥作用：
积极参与省消委会定期或不定期开展的对商品
和服务的社会监督活动，对损害消费者合法权益
的行为进行监督、举报；主动加强与省消委会的
沟通联系，协助省消委会向消费者提供消费信息
和咨询服务，开展消费维权知识宣传；收集或整
理相关消费维权信息和资料，及时向省消委会反
馈；应邀参与省消委会组织开展的消费教育、消
费体查、调查评议、消费争议调解以及其他社会
监督工作。

此次招募的消费维权志愿者，主要以兼职方
式义务从事社会消费维权监督工作。报名有单位
组织推荐（需加盖公章）和个人直接报名两种方
式。报名者请登录海南省消费者委员会官方网站
（http：//www.hn315.net.cn）公告栏下载《消费
维权志愿者报名表》，填写后邮寄或送至海南省消
费者委员会办公室，也可以直接发送电子邮件至
18608918266@163.com。

本报海口6月12日讯（记者良
子 通讯员王宇）海口一男子近日在
海口一家医院治病期间，其信息遭
泄露，被骗子冒充主治医生骗走
5000元。

41岁的孙某因身体不适来到海
口一家医院治病，近日仍在住院的他
接到一个陌生来电。对方自称是将
要给孙某做手术的主治医师，并把孙
某的姓名、住院号、病情和做手术的
时间说得一清二楚。对方还让孙某
下午到其办公室去一趟，探讨一下病
情及下一步的治疗方案，随后便挂了
电话。孙某对此信以为真。

没过多久，对方来电，称其正在
与院领导、科室主任开会，让孙某先
不要去其办公室了，稍后再联系。几

分钟后，对方再次来电，称需要孙某
准备5000元红包用于打点院领导，
这样手术才能如期进行，最好通过微
信转账。孙某说微信不方便，便问了
对方的银行账号，到医院附近的银行
网点给对方转了5000元。但当孙某
再次联系对方时，却发现对方手机一
直处于关机状态。孙某意识到自己
可能上当了，遂向医院工作人员核
实，医生说根本不知道此事。孙某随
后报警。

令受害人孙某不明白的是，自己
在医院治疗的相关信息，骗子怎么掌
握得如此清楚，甚至他哪天做手术骗
子也知道。孙某称，自己在医院治疗
期间，没有向外人透露过这些信息。
他怀疑院方有人泄露了自己的治疗

信息。但医院方面说，这种情况他们
也遇到过不少，信息应该不是医院工
作人员泄露出去的。

“冒充医生诈骗患者的案例并不
是第一次发生。”海南省反电信网络
诈骗中心相关负责人表示，不排除医
院方面有人以出卖患者信息获取利
益的可能，也可能是有骗子混进医院
得到了信息。对于此案，警方将加大
侦查力度。

该负责人表示，在此类案例中，
骗子通过非法渠道获得了患者信息，
冒充医生，利用患者对自己病情的关
注和对医生的敬重进行诈骗。这类
骗局也容易拆穿，患者只需当面向医
院的医护人员核实就可了解真相。

该负责人表示，除了医院要加强

患者信息的保密工作外，病人在就医
期间也要注意以下事项。

患者住院信息遭泄露被骗5000元
省反电信网络诈骗中心：“主治医生”电话索要红包别轻信

万宁警方悬赏2万元
缉拿交通肇事嫌疑人

本报万城6月12日电（记者袁
宇 通讯员曾望）万宁市公安局交通管
理大队6月11日发布公告，悬赏2万元
缉拿一名交通事故肇事逃逸嫌疑人。

5月 28日 13时许，万宁兴隆华
侨旅游经济区热带花园绿道路口处
路段发生一起车辆碰撞碾压热带花
园员工黄某球，造成黄某球当场死亡
的交通事故。事故发生后肇事司机
驾车逃逸。

万宁公安交警部门相关负责人表

示，经过调查，警方认为肇事车辆是轻

型小汽车类或农用车类，希望社会各

界群众及知情人士积极提供线索。对

提供破案线索的单位或个人，警方将

奖励人民币2万元。同时也希望肇事

司机亲友家人能规劝其主动向万宁公

安机关投案自首，争取从宽处理。

粽子主要原料是糯米，
不易消化，少量食用不会对
消化系统造成负担，但如果
食用过多容易引起腹胀；也
不要立即食用刚从冰箱中
取出的粽子，以免引起胃肠
不适。

对于真空包装类和速冻
类粽子，购买后要按照标签
标示方式保存，并按照标示
食用方法加工食用。适量购
买散装粽子，最好是现买现
吃，避免粽子放置过久后出
现变质。

从正规渠道购买，看清标签标识 正确保存，
散装粽不宜久放

不易消化，
适量食用

1 2 3
要向有证照的超市、商场及其他食品

经营者购买粽子，网购粽子要选择正规的
网购平台和信誉度高的网店经营者。购买
预包装粽子要看清外包装上的标签标识，
如生产日期、保质期、生产者名称和地址、
成分或配料表、食品添加剂、食品生产许可
证编号等；购买真空包装的粽子，要查看包
装是否漏气；不购买无厂名、厂址、生产日
期和保质期的预包装粽子。

制图/王凤龙

国家禁止医务人员收取患者红
包，大部分情况下，这类索要钱物的
电话都是诈骗电话。医院不会通过
打电话等形式要求患者将各种费用
存入某个私人账号。

患者在填写入院相关表格时要
留意身边人，小心个人信息被偷窥，
造成个人信息泄露。填错资料的纸
张要撕碎，避免被骗子利用。

患者及家属在接到此类电话时
请务必提高警惕，一定要向医院核实
清楚，以免上当受骗。

在确认为骗局后，患者及家属应
保留好通话信息以及转账凭证，及时
向警方报案。

“娃他妈”
招聘会上受欢迎

6月8日，海口市解放西路
金棕榈广场，海南省互联网人才
公益招聘会举行。一位推着婴
儿车的妈妈引人关注。这位妈
妈陪家人来参加招聘会，没想到
现场多家用人单位向她伸出橄
榄枝。
“生育过子女的妈妈，相关行

业工作经验丰富，年富力强，又
因家庭原因，追求稳定，不会轻
易辞职跳槽，这些是用人单位所
看重的。”海口复兴城一家互联
网公司的招聘负责人介绍。

据悉，本场互联网人才公益
招聘会吸引近百家企业参会，提
供互联网相关工作岗位381个，
涵盖了数据分析、系统集成、文
化传媒、电子商务等多个领域。

本报记者 袁琛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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