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扫描二维码进入界面，输入处罚决定
书编号，最后点击“立即支付”。

值得一提的是，若市民现场未携带银
行卡或出现手机微信、支付宝等余额不足

的情况，也无需再来回办理，只需在 15日
内完成扫码支付即可。

扫码缴费操作流程为：

海口交通违法可扫码缴费

市民15天内
可用微信或支付宝支付

本报海口8月16日讯 （记者计思佳 特约
记者陈世清 通讯员林馨）8月 16日，海南日报
记者从海口市公安交警支队获悉，海口已实现
交通违法扫码缴费，为市民省去了到缴费窗口
排队缴费的环节，且不再局限于只能通过刷银
行卡才能缴费。

据了解，在海口公安交警支队违法处理大队
的缴费窗口，扫码缴费成为不少前来处理违章的
市民首选的支付方式。对于已做出处罚决定的交
通违法罚款，市民选择“微信扫码”或“支付宝扫
码”，就可实现在线缴纳交通违法罚款。

户籍地为海南省内的，仅凭身份证可
在海口办理以上业务。户籍地在本省的居
民跨地市申请的，仅需提供居民身份证明，
不再需要提供居住证明

户籍地在海南省外的，持省内任一
地区居住证明，可在海口办理以上业
务。对于户籍地在省外的居民申请的，
提供居民身份证和本省任一地市的居住
证明即可

海口交警再推“放管服”新举措

省内异地可申领驾驶证
本报海口8月16日讯（记者计思佳 特约记

者陈世清 通讯员林馨）根据公安部关于进一步深
化“放管服”改革的工作部署，为提升交通管理服
务便利化工作，海口市公安交警支队先后推行了
一系列“放管服”新举措，日前推行的便利驾驶证
省内异地申领改革，就是其中一项重要举措。

据了解，新举措推行之后，市民前往海口公安
交警第二车管所办理初次申领、增驾小型汽车驾
驶证（准驾车型为C类）业务的：

共摧毁涉网犯罪团伙181个
缴获大批电脑、手机、银行卡
等作案工具

截至目前，省公安厅网警总队梳

理下发了11期共300余条网络涉枪、

赌博、诈骗等情报线索

全省共侦办涉网

案件 1448 起，抓获

犯罪嫌疑人1780名

侦办公安部挂牌督办案件6起
省公安厅挂牌督办案件4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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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口琼山滨江街道
工委书记王小雄被查

本报海口8月16日讯（记者叶媛媛）海南日
报记者16日从海口市琼山区纪委区监委获悉，海
口市琼山区滨江街道工委书记王小雄涉嫌严重违
纪违法，目前正接受琼山区纪委区监委纪律审查
和监察调查。

新华视点

据了解，非法采砂屡禁不止背后
是突出的砂石供需矛盾，暴利驱使下
一些不法分子铤而走险。2016年，
海南省需砂量已达1.4亿立方米。据
海南省水务厅提供的数据，海南合法
砂场年开采量约1千万立方米。供
需失衡下，砂价从2016年的每立方
米约70元涨到目前约130元。

海南省水务厅水资源管理处处
长张祥云、海南省人大代表蔡赛绒等

人建议，尽快开设一批合法砂场保障
重点项目用砂，拓宽砂源供应渠道。
研发推广淡化海砂技术、加快对坡砂
的勘探与合理利用，扩大建筑垃圾土
和石料分解机制砂的供给。

记者采访了解到，采砂管理涉及
水务、国土、公安、林业、综合执法等
多个部门，执法合力有待加强。以河
道采砂为例，今年以来，海南各市县
成立综合执法机构后，水务部门的执

法权陆续移交，但仍存在衔接不畅。
7月27日下午3点，在定安县定城镇
卜中村发现非法采砂窝点后，记者拨
打了12345政府热线，对方表示要转
交职能部门，需耐心等待。记者随后
联系定安县水务局，对方表示执法权
已移交综合执法局；记者又拨打定安
县综合执法局电话，对方称需要
12345派单才能到现场执法。当日
记者未接到任何反馈电话，也没有执

法人员到现场执法。
张祥云介绍，海南各地正在压实

乡镇、村两委的属地管理责任，强化
“河长”与专职河湖管护员在河道非法
采砂治理方面的职责，提高社会综合
治理能力。同时，结合公安和水务部
门联合开展河湖采砂专项整治行动契
机，保持高压态势扫黑除恶打击砂霸。

（据新华社电 记者罗江 李金
红 王海洲）

强化打击非法采砂，疏堵结合拓宽砂源C

小作坊“游击”盗采 查处窝点“死灰复燃”

海南非法采砂缘何难止？

文昌市原副市长符永中涉嫌受贿
检察机关作出逮捕决定

本报文城8月16日电（记者袁宇）文昌市政
府原副市长符永中（正处级）涉嫌受贿罪一案，由
海南省监察委员会调查终结，移送检察机关审查
起诉。8月16日，海南日报记者从海南省检察院
获悉，海南省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于近日依法以
涉嫌受贿罪对犯罪嫌疑人符永中作出逮捕决定。
该案正在进一步办理中。

本报嘉积8月16日电（记者丁
平 通讯员罗颖）8月15日下午，在琼
海市嘉积镇万泉河大坝下游，两位市
民在岸边洗手时不慎掉进湍急的河水
中。危急时刻，正在捕鱼的王波开着
渔船直冲过去，成功救起两人。

15日下午3点半左右，渔民王波
像往常一样出现在万泉河上。正在撒
网时，突然听见对面坝上有人呼救。
他抬头一看，在距离他近200米的地
方有人从大坝上滚落河中。因近日持
续强降雨，河水暴涨，湍急的水流瞬间
将两人冲走。千钧一发之际，为抢时
间王波剪掉渔网，开着渔船直冲过去。

王波回忆说：“当时是先将女子拉
到船上，转身准备救男子时，却发现人
已经沉下去了。我就将船开到他落水
的地方，刚好他突然浮起，就一把抓住
他的胳膊。等他在船边稍作休息后才
拉上船舱。”

成功救人后，王波才发现，当时为
救人割断的渔网早被冲走了。但王波
说：“没事，救了两个人值得。”

海南日报记者了解到，从13岁起，
王波便跟着家人在万泉河捕鱼为生，至
今已有40个年头。日常除了捕鱼，他
还在万泉河义务当救生员和劝导员。
由于身手敏捷，加上熟悉附近水域，这
些年来每次都能在紧急时刻把人救回
来，这是他最欣慰也是最骄傲的事情。

天涯好人

本报海口8月16日讯（记者尤
梦瑜 特约记者宋洪涛 通讯员陈炜
森 田和新）“净网2018”专项行动自
今年2月开展以来，全省各级公安机
关在省公安厅的统一指挥和协调下，
精心组织，多警联动，持续严厉打击
网络违法犯罪。8月16日上午，海口
市公安局、洋浦公安局和临高县公安
局在海南省公安机关“净网2018”专
项行动新闻发布会上通报了3起公
安部挂牌督办案件。

海口捣毁
8个网络赌博犯罪团伙

2018年3月，海口市公安局网警
支队在工作中发现有犯罪团伙通过
微信聚众进行“时时彩”网络赌博，且
在赌博过程中使用了新型的微信“时
时彩机器人”，赌客只要按指定格式
发微信即可自动投注下单，无需人工
干预，其便捷性吸引了大量赌客参与

赌博，社会影响极其恶劣。海口市公
安局党委高度重视，成立专案组立案
侦查。专案组以主犯周某皇为抓手，
精心梳理该团伙的架构体系，历时3
个多月，成功将以蒙某、谢某天、张某
寿、郑某明、张某翔、韩某、蔡某浪、李
某周为核心的8个网络赌博团伙一
网打尽。据悉，这是我省今年以来侦
破的首起智能化网络赌博案件。

洋浦破获
黑客攻击破坏案

2017年9月，省公安厅网警总队
发现一个黑帽SEO团伙在从事黑客
攻击破坏活动，共一百七十余个网站
的管理权限被非法获取，二十多个网
站被加挂黑链，其中政府网站十余
个。由于案情重大，2018年3月27
日，该案被公安部挂牌督办。在省公
安厅网警总队的统一指挥下，洋浦公
安局会同海口市公安局抽调精干力

量组成专案组开展侦查。经侦查发
现，该团伙通过攻击渗透等方式获取
大量网站的权限，随后以蜘蛛劫持、
寄生虫、泛站群、自动链轮、二级目录
等方法植入黑链代码，为博彩类、色
情类、网络诈骗网站提升搜索引擎排
名，从中牟取非法利益。3月28日，
专案组将该团伙核心人物高某伟、陈
某、宋某伟抓获归案。

临高侦破
网络跨境诈骗案

2018年3月1日，临高县公安局
在网络巡查中发现名为“国际手游交
易网”疑似诈骗网站，以虚假出售网络
装备的手段实施诈骗。经侦查发现，
该团伙诈骗对象涉及中国香港、中国
澳门、中国台湾及新加坡等地，是一个
利用架设虚假网站针对境外游戏玩家
的跨境诈骗团伙，网站服务器搭设在
在中国香港。由于案情重大，2018年

3月27日，该案被公安部挂牌督办。
经过1个多月的缜密侦查，专案组基
本上掌握了该团伙的犯罪事实，后于
4月19日分别在海口、东方、昌江3地
统一收网。当日，犯罪嫌疑人黄某浩、
张某等9人顺利归案。

据悉，专项行动开展半年多来，
全省各级公安机关全面清理人民群
众反响强烈的违法有害信息，关停省
内违法犯罪网站和违法犯罪人员使
用的通讯群组、码号和网络账号，强
力整治违法犯罪信息集中的互联网
企业、网站和应用服务，严打网络黑
色产业链和网络违法犯罪活动。截
至目前，省公安厅网警总队梳理下发
了11期共300余条网络涉枪、赌博、
诈骗等情报线索。全省共侦办涉网
案件1448起，抓获犯罪嫌疑人1780
名，其中侦办公安部挂牌督办案件6
起、省公安厅挂牌督办案件4起，共
摧毁涉网犯罪团伙181个，缴获大批
电脑、手机、银行卡等作案工具。

两人不慎落水
琼海渔民割网救人

女子乘车昏迷
海口公交变“救护车”
仅用2分钟送医急救

本报海口8月16日讯（记者郭
萃 通讯员莫启汝）海南日报记者从海
口市公交集团了解到，13日下午，37路
公交车上一名女乘客突然昏厥。海口
公交集团三分公司37路司机符山和乘
务员云琼芬默契配合，在热心市民的帮
助下，仅用2分钟便把晕倒乘客送到医
院治疗，帮助乘客脱离生命危险。

据了解，13日18时，符山驾驶37
路公交车行至龙华路口站时，突然听
到有乘客说车厢尾部有一位女乘客晕
倒。符山和云琼芬查看情况后，当即
拨打120急救电话。由于女乘客的意
识逐渐模糊，符山担心因交通高峰期
而耽误救治时间，便向公司车队队长
说明情况，同时征得车上乘客的同意
后，争分夺秒往省医院龙华门诊部方
向急驶。2分钟后，车辆抵达医院，符
山立即向医护人员请求救援。随后，
女乘客被送进医院抢救。在向医护人
员了解到女乘客的病情已经稳定后，符
山赶回车上继续运营。

洋浦整治违法违规
经营使用医疗器械企业

本报洋浦8月16日电（记者林晓君 通讯员
林思均）为保障医疗器械经营使用环节质量安全，
近日，洋浦经济开发区食药监局开展严厉打击违
法违规经营使用医疗器械专项整治行动，要求被
责改企业在一个月内完成整改。

此次专项整治行动以不预先通知、不打招呼，
直奔商户和生产加工经营现场的方式开展。重点
以经营使用量大的注射用透明质酸钠、隐形眼镜
等企业为对象。经检查，执法人员发现辖区内个
别经营企业存在落实进货查验记录制度不严格、
验收记录不真实、未及时索要供货单位合法代理
权限文件等不符合有关规范的问题。立即对存
在问题的4家企业下达处罚决定书，责令5家企
业整改，要求被责改企业在一个月内完成整改。

8月15日至17日，由洋浦海上搜救分中心组织的辖区首期海上搜救技能培训班在儋州举行。来自儋州、
洋浦、临高3个市县（区）的58家搜救成员单位、民间海上搜救志愿者、地方政府业务骨干、渔业生产安全负责人
共160余人参加培训。图为16日参加培训的学员在练习如何使用救生筏。本报记者 宋国强 通讯员 宣萍 摄

洋浦海上搜救分中心举办
首期海上搜救技能培训

省侨联举行侨界
2018年金秋助学仪式
共发放334.2万元奖助学金

本报海口8月16日讯（记者王玉洁 通讯员
陈苏琤）8月16日，省侨联在海口举行侨界2018
年金秋助学仪式，省符氏宗亲总会、省符确历史文
化研究会、省江夏文化源流研究会、省颍川历史研
究会、省邢宥历史研究会和省南阳文化研究会6
个省侨联下属社团共筹集发放334.2万元奖助学
金，资助1603名优秀大学生，资助金额1000元到
5000元不等。

据了解，这是省侨联连续17年开展金秋助学
活动。

2017年9月，中央第
四环保督察组向海南移交
的群众举报件中，有65起
与非法采砂相关，涉及全
省 19个市县中的 14个。
近一年后，“新华视点”记
者在海南多地暗访发现，
持续高压打击有效遏制了
大江大河的大规模、长时
间非法采砂，但偏远地区
小河流和夜间小规模偷采
仍屡禁不绝。暴利驱使下
作坊式盗采点“游击”作
业；在督察中被责令关停
的采砂窝点有少部分“死
灰复燃”；个别合法采砂场
违规超时开采。

7月27日零点刚过，记者在万宁
市223国道跟随一辆运砂卡车驶入国
营东和农场先锋队，进入一片橡胶林后
发现一个非法采砂点。抽水机正从水
塘抽水洗砂，一辆挖掘机正在为货车装
砂。盗挖在地上留下了一个深度约6
米，面积约半个篮球场大小的深坑。

记者调查发现，非法采砂影响周
边村民的生产生活，生态环境遭到破

坏。在万宁市兴隆华侨农场一处橡
胶林内，堆砂点蚕食林地，砂坑积水
加剧水土流失，导致周边植被坍塌。
万宁市礼纪镇政府提供的统计表显
示，仅农联村委会的五堀村民小组、
上涌村民小组一度就有7处违法采
砂场、洗砂场，占地面积超过160亩，
大面积土地资源被破坏，大大小小的
水坑犹如一块块伤疤。

7月31日凌晨，记者驱车从海口
市秀英区东山镇前往多侃村的一处砂
场时发现，短短几分钟，就有二十多辆
满载河砂的重型卡车路过，沿途路面
损毁严重。根据海南省河道采砂管理
规定，为防止运砂车辆损毁公路，县级
人民政府交通运输主管部门或者乡镇
人民政府可以依法在乡道、村道的出入
口设置必要的限载、限高、限宽设施，而

记者行车途中未看到任何相关设施。
附近上宅村提供的一段视频显

示，有采砂船在距离河岸仅约10米
的位置开采作业，岸堤坍塌明显。村
民反映，河道内采砂对饮水安全造成
影响。记者随机打开一户村民家里
的自来水，发现水质浑浊不清。一位
村民说：“河里捞的鱼现在也没人吃
了，有一股柴油味。”

2017年9月，中央第四环保督察
组向万宁市移交了关于礼纪镇五堀
村有多处无证采砂洗砂点的案件。
万宁市责令违法主体限期关停，并提
出对破坏土地进行填复整治。

然而，记者调查发现，近一年后，
相关地块依然满目疮痍，各砂场人
员、车辆和设备均未撤离，甚至还有
砂场继续非法作业。7月26日下午，
记者驶入五堀村时，在短短2公里的
路上就迎面遇到十余辆满载砂土的
卡车。在村内一处连片的洗砂采砂

场地中，有抽水设备在洗砂，附近2
台挖掘机仍在挖砂。周边村民反映，
遇到强降雨坑堀中的污水会溢出，流
入周边农田和菜地。

万宁市礼纪镇党委书记林凡表
示，镇里联合各部门多次开展执法打
击，但仍有不法分子设暗哨“游击”作
业。至于修复工程为何迟迟未实施，
万宁市国土资源局有关负责人向记
者解释，此前在进行勘测设计工作。
记者从对方出示的修复工程概算书
看到，该方案编制日期为今年7月23

日，项目建设期限为一年。“方案27
号上报市政府，后续还要走审批、立
项、招投标等流程，什么时候开工还
很难确定。”该负责人说。

此外，记者调查发现，个别砂场
带着“合法帽子”超时开采。位于海
口市秀英区东山镇的建及砂场，是海
口市目前唯一拥有河道采砂许可证
的砂场。7月23日、7月24日、7月
31日记者前后3次深夜造访该砂场，
发现其抽砂作业至凌晨。

根据海南省河道采砂管理规定，

申请办理河道采砂许可证的单位和
个人应当提交包括作业时间与方式
等内容的开采方案。然而，截至记者
发稿时，该砂场仍未提供开采方案。
海口市水务局副局长曾卫华表示，该
砂场与秀英区水务局签订的采砂权
出让合同中，并未明确作业时间。8
月2日，海口市水务局发文，责令该
砂场作业时间不得超过晚间10点。
然而，记者8日从一名运砂司机提供
的视频中发现，该砂场依然作业到凌
晨1点以后。

部分查处窝点出现反弹，个别合法砂场超时开采B

非法采砂导致林地破坏、岸堤崩塌，村民自来水浑浊不清

“净网2018”开展以来持续严厉打击网络违法犯罪

我省成功破获多起重特大网络犯罪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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