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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安全三年攻坚战进行时

市民举报！治超执法人员夜查超限超载货车

海口十几名货车司机锁车逃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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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海口10月18日讯（记者邓
海宁 特约记者陈世清 通讯员李盛
兰）今天上午，海口市公安局交警支队
新建设的科目三考场（海口市美兰区
大致坡镇S201省道30.5公里处，湖
其塘村旁）正式启用。

据了解，大致坡科目三考场采用
人像比对技术和自助终端设备，参加
考试的学员通过刷居民身份证和人像
比对后进入考场候考区，在自助报到
终端进行报到和排考，并根据排考系
统的指引参加考试。

考试结束后，学员可以在自助查
询终端上查询考试成绩。

新考场使用智能评判系统，可完

成科目三道路驾驶技能考试中上车准
备、直线行驶、变换车道等16个项目
的自动评判工作。

考试车均安装有音视频监控系
统，对考试车内、外实行全程录音录
像，并实时传输到监控屏幕上，实现该
科目考试全程监管。考生每完成一个
考试项目，智能系统都会自动算出相
应分数，并在考试结束后现场反馈考
试成绩。

大致坡科目三考场设有2条小车
考试路线和1条大车考试路线，路段全
长约10公里，配备大、小型考试车33
辆，工作人员18名，日均考试能力从原
考场的280人增至约600人，有效提高

了海口市机动车驾驶人考试效能。
此外，新考场还增设了大车科目

三考试路线。此后海口市的大车学员
不需要再去黄竹考场考试。

该考场还设置了理论考试区和宣
誓领证区，为学员提供“一站式”服
务。科目二和科目三路考合格的学
员，可现场参加科目三交通安全文明
常识考试（俗称科目四），考试合格后，
可以现场参加交通安全宣誓仪式并领
取驾驶证。

为了满足考试学员往返海口至大
致坡考场参加考试的出行需求，海口
市已同步开通2条海口至大致坡考场
专线班车线路，后期还将根据学员的

乘车需求，适当增开线路。
据了解，同步开通的2条海口至

大致坡考场专线班车线路分别在海
口汽车南站、汽车西站设置起点站，
沿途设有若干个停靠站。线路如下：

线路一（往返）：原汽车南站→红
城湖路→海府路→国兴大道→海文高
速→大致坡考场。沿途停靠站点：五
公祠公交车站、图书馆公交车站、海文
高速桂林洋互通。

线路二（往返）：汽车西站→海
秀西路→海港路→滨海大道→长堤
路→白龙路→海府路→国兴大道→
海文高速→大致坡考场。沿途停靠
站点：海口港公交车站、万绿园公交

车站、钟楼公交车站、和平桥公交车
站、市四中公交车站、省彩票中心公
交车站、图书馆公交车站、海文高速
桂林洋互通。

海口至大致坡考场车辆发班时间：
线路一每天7时至19时每隔1小时发一
个班次，线路二每天从7时30分至19时
30分每隔1个半小时发一个班次。

大致坡考场至海口车辆发班时
间：线路一每天从早上10时至20时
每隔1小时发一个班次。线路二每天
从早上11时至21时每隔1个半小时
发一个班次。

两个线路均按16元/人执行，不
实行分段收费。

海口大致坡机动车驾驶人科目三新考场启用

增设大车科目三考试路线
海口市的大车学员不需要再去黄竹考场考试

本报海口10月18日讯（记者金
昌波 实习生王文卓 通讯员陈建平）
海南日报记者今天从省检察院获悉，海
南省检察院第二分院公诉部门首次启
用远程提审系统对取保候审在乐东黎
族自治县的犯罪嫌疑人麦某某进行远
程视频提审，将信息技术与检察业务有

效融合，取得较好效果，以实际行动贯
彻落实“深化智慧检务建设”要求。

据悉，麦某某涉嫌滥伐林木一
案，由乐东县森林公安局侦查终结，
乐东县检察院于2018年10月10日
报送二分院院审查起诉。

为创新办案模式，二分院检委会

专职委员王巍检察官针对犯罪嫌疑人
被取保候审、居住地在乐东的情况，积
极尝试利用刚建成投入使用的远程提
审系统辅助案件办理。整个提审过程
实现了画面、语音的同步传输，全过程
用时不超过一小时，让承办检察官“足
不出院”就实现对异地的犯罪嫌疑人

“面对面”进行讯问。
依托这个系统，检察官不用像往

常那样驱车三个多小时赶往乐东县，
大大缩短了提审时间，节约了司法资
源，让检察官拥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
去审查分析案情，提升了办案质效，犯
罪嫌疑人也愿意接受这种提讯方式。

省检二分院首次启用远程视频提审犯罪嫌疑人

检察官“足不出院”实现异地讯问

■ 本报记者 符王润 通讯员 屈璐

10月17日晚，海南省血液中心
接到通知，海口市一名罹患肝癌晚期
的患者因有符合条件的肝源，即将在
19日做肝脏移植手术，急需准备16U
的A型RhD阴性血液。

由于患者的血型稀有，且用血量
大，一时间我省血液库存量无法全部
满足。省血液中心工作人员立即查
找符合献血条件的献血者，经过工作
人员的连夜联系，成功招募到15名

“熊猫侠”报名献血。
海口、万宁、琼海、东方、三亚

……居住在不同市县的“熊猫侠”们
展开了一场爱心接力。

10月18日上午，海口市民张双
泉第一个来到了海南省血液中心献
血。张双泉说，前一天他接到血液中
心打来的电话时已经是晚上 10点
多，当时他正准备休息，听到有相同
血型的病患急需用血的消息后，在今
天上班前就急忙赶了过来。

家住琼中的陈定军，早上5点天
还未亮时便动身前往县城搭班车直
奔海口。“献血救人，我一定会来，不
在乎距离多远，也不在乎路上有多折
腾，就因为我们的体内流着相同的

血。”陈定军言语朴实。
居住在海口的施珩在第一次参加

献血后，得知了自己是一位A型RhD
阴性血者。此次她接到血液中心的电
话时，便毫不犹豫地答应前往献血。“我
们的血型比较特殊，所以这次遇上了能
够助人的机会，无论如何我都要尽一份
力量。”当天经过一系列的体检、初筛、化
验后，她如愿捐献了400毫升血液。

海口教师王波，还有万宁的杨
升，琼海的马志君，东方的柳美学，三
亚的苏恩波、羊冠宇，还有17日晚接
到血液中心电话后当晚献血的海口
市民吴钟兴……

工作人员的一个电话，各市县的
“熊猫侠”们就立马伸出援手，前往就
近的献血屋参与献血。

据统计数据，在我国汉族和其它
大部分民族中，RhD阳性人群比例约
99.7%以上，RhD阴性人群只占0.2—
0.3%左右。因此，相对于我国汉族人
群而言，RhD阴性属稀有血型。

海南省血液中心工作人员呼吁，
目前我省平均每天大约需要400人的
爱心捐献才能满足临床用血需求，希望
更多人伸出爱的援手，积极加入无偿献
血的队伍，让生命的火种在挽袖之间不
断传递。 （本报海口10月18日讯）

海口一RhD阴性血型患者急需用血

我省“熊猫侠”爱心接力八方驰援
医疗专家赴儋州
开展基层义诊活动

本报那大 10月 18日电 （记者
刘笑非 通讯员）10月18日一早，儋
州市大成镇卫生院门前就聚集了不
少群众。由海南省慈善总会联合儋
州市慈善总会开展的医疗专家下基
层送医送药义诊活动，今日来到了大
成镇，为当地百姓提供免费健康咨询
和体检等服务。

海南日报记者在现场看到，来
自海南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省慈
善惠民医院、爱尔眼科医院、儋州市
人民医院等医院的专家们一一为前
来就诊的村民量血压、测血糖、询问
身体状况，并对村民们的常见病、部
分慢性病及其他病症进行了诊治、
筛查，还针对不同病情提出合理化
建议或健康指导。

“以前家里穷，眼睛不舒服也不
敢去医院检查，今天有专家主动送
医送药上门服务，实在是太感谢
了。”65 岁的白内障患者符杨典拿
着免费眼药告诉记者，明天他还能
去医院免费做手术，一解困扰他多
年的顽疾。

据统计，义诊当日共接诊村民
400 余人次、送出药品 300 份。19
日，义诊团队还将深入儋州市光
村镇开展义诊，切实解决贫困地
区群众看病就医的实际问题，使贫
困患者、弱势群体享受基本医疗卫
生服务。

崖州区开出
首张焚烧秸秆罚单

本报三亚10月18日电（记者梁君穷）10月
16日，三亚市崖州区城市管理局执法人员开出的
该局第一张焚烧秸秆罚单，对该区梅东村委会焚
烧桔秆的当事人处以500元罚款。

崖州区城市管理局执法人员巡查到梅东村委
会时，发现田地内有人焚烧秸秆，立即组织执法人
员将正在燃烧的火苗扑灭，并联系梅东村委会核
查到当事人信息。然后对当事人违法焚烧秸秆行
为下达《三亚市崖州区综合行政执法局接受调查
询问通知书》及《三亚市崖州区综合行政执法局责
令（限期）改正通知书》，并立案查处。该局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第119条规
定，对当事人处以罚款500元。

崖州区城市管理局负责人表示，该局将加大
监督力度，加强宣传力度、属地管理，切实落实责
任。对焚烧秸秆的行为发现一起，查处一起，积极
做好焚烧秸秆工作的巡查并建全管理机制。

警方破获
两宗抢劫案

本报文城10月18日电（记者李佳飞 通讯
员符基明）为破获群众反映强烈的抢劫案件，今年
9月以来，文昌市公安局高度重视，组织精干力量
开展专案侦查，近日破获两宗抢劫案，抓获犯罪嫌
疑人1名，相关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经全面侦查，文昌警方锁定犯罪嫌疑人韩某
衍（男，现年21岁，文昌市文城镇人），10月15日
11时许在文昌市文城镇某酒店大厅将其抓获，当
场扣押涉案摩托车一辆、匕首一把、口罩一包。

经审讯，犯罪嫌疑人韩某衍对其在文昌市文
城镇2家便利店实施抢劫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
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道德模范
巡回宣讲活动启动

本报石碌10月18日电（记者曾毓慧 特约
记者林朱辉 通讯员钟玉莹）为营造“做文明有礼
海南人”主题活动的氛围，推动社会文明大行动深
入开展，10月16日，由昌江黎族自治县县委宣传
部、县文明办联合开展的道德模范巡回宣讲活动
第一站走进昌化中心学校。

“急人之急，帮人之苦，忧人之忧，救人之危，
以帮助别人为快乐，这是人际交往中的一种高尚
行为。”在宣讲活动现场，第六届海南省道德模范、
2017“感动昌江”十大人物之一的王辉甲以《助人
为乐——做一个合格小公民》为题，结合身边一个
个鲜活的事例，用浅显易懂的语言为孩子们带来
一场鼓励发扬助人为乐精神的演讲。据悉，接下
来，活动主办方还将邀请昌江历届道德模范分赴
学校、社区开展巡回宣讲。

海南今日将迎强降水
大部局地将有暴雨

本报海口10月18日讯（记者叶媛媛 通讯
员符晓虹）海南日报记者今日从省气象台获悉，
10月19日，我省多地将阴天间多云伴有较强降
水，大部局地有暴雨。另外，近期气温变化较大，
请市民注意穿衣保暖。

本报海口10月18日讯（记者
良子 通讯员陈玉）近日，有市民举
报，在海口市长流镇海力路上有10
多辆装载钢材的大货车涉嫌超限超
载。海口市交通港航综合执法支队
联合海口交警当晚赶到现场查处，
十几名货车司机竟然锁车逃离现
场。执法人员现场截获三辆超限超
载货车，其中两辆超限100%以上，
一辆超限83%。

三辆货车超限超载被处罚

10 月 10 日，省治超办通过海
南日报向社会公布海口24个重点
监管的装载源头点，并公布举报
电话。

10月11日晚上8时许，有海口
市民举报，在海口长流镇海力路上
有10多辆装载钢材的大货车涉嫌
超限超载。接到举报后，海口市交
通港航综合执法支队立刻派出辖
区秀英大队治超中队执法人员赶
往现场，并通知海口交警到现场共
同执法。

据了解，执法人员赶到长流镇
海力路时，看到有10多辆大货车停
在路边，看到有执法人员来检查，十
几名货车司机竟锁上驾驶门逃离现
场。执法人员截获三辆仍在开动的
货车进行检查。这三辆货车装载的
均是钢筋。司机称，钢筋是从长流
钢材市场拉出来的。

经过磅量，三辆货车均超限超
载。其中沪BQ0909，总重119.2吨，
限重49吨，超限70.2吨，超限100%
以上；鲁HQV428，总重100.7吨，限
重49吨，超限51.7吨，超限100%以
上；琼A76589，总重89.9吨，限重49
吨，超限40.9吨，超限83%。

海口交警部门对3名货车司机
分别扣6分及罚款2000元，并吊扣
驾驶证六个月。海口秀英交警大队
也对其它乱停放货车开单处罚。

与此同时，执法人员现场抄录
了10多辆锁车逃离货车的车牌号，
下一步将依法调查并根据调查结果
严肃处理。

开展源头联合治超行动

据悉，自今年9月以来，为推进
路面严查工程，努力提升海口道路
交通安全管理工作水平，有效预防
交通事故发生，海口交通执法支队

积极联合交警、公路、港务公安等部
门开展路面、货运源头联合治超行
动。

根据治超工作方案，海口交通
执法支队联合交警、公路等部门对
货运车辆超载超限、非法改装等违
法行为进行常态化路面联合执法，
每周不少于3次整治工作。

交通、交警、公路三部门11次在
火山口、绿色长廊、东山、遵谭、三
江、丘椰路口、美兰机场、灵山白驹
大道与琼山大道交汇处等路段，开
展联合治超行动和货运源头巡查监
管，共出动执法人员165人次，执法
车33辆次，检查货运车辆37辆次，

劝返车辆4辆次，查扣超限车辆19
辆次，经过磅11辆车超载100%，1
辆超载70%，1辆超载50%，4辆超
载50%以下，2辆符合装载规定现场
放行。

为加强货运源头监管治理，海
口交通执法支队9月份出动执法人
员408人次，源头巡查84次，向市菜
篮子市场运营管理有限公司、海南
证拓投资有限公司、顺丰速运有限
公司、桂林洋污水处理厂、秀英港等
重点公示源头点和长流钢材市场大
兴贸易有限公司、海南筑通混凝土
有限公司、永兆搅拌站等尚未公示
的货运源头点下达规范经营通知书

17份，并签订源头治超承诺书 17
份。其中港口源头方面，检查货运
车辆76辆次，劝返车辆41辆次，卸
货184吨。

海口市交通港航综合执法支
队相关负责人表示，下一步，交通
执法支队将联合交警、公路局等
部门不定时对该路段进行巡查管
控，查处超载超限等违规行为，同
时加强长流钢筋市场等货运源头
检查，要求企业履行安全主体责
任，依法依规经营，不得为车辆装
载超载超限货物，不得让超载超
限车辆出站场，违者将按有关规
定进行处罚。

北部 阴天间多云有中到大雨 局地暴雨
中部 阴天间多云有中到大雨 局地暴雨
东部 阴天间多云有中到大雨 局地暴雨
西部 阴天间多云有小到中雨 局地大雨
南部 阴天间多云有中到大雨 局地暴雨

陆地方面

海洋方面

预计19日白天

北部湾海面，琼州海峡，海南岛东部，西部海
面，多云有阵雨，东北风5-6级，阵风7级

海南岛南部海面，多云，偏东风5级，阵风6级
西沙、中沙群岛附近海面，多云有阵雨，东北

风5-6级，阵风7级
南沙群岛附近海面，多云有雷阵雨，偏东风

5-6级，雷雨时阵风7-8级

预计18日夜间到21日白天

制图/陈海冰

依法拆除2130平方米
违法建筑

本报抱由10月18日电（记者梁君穷 通讯
员林东）10月18日上午，由乐东黎族自治县九所
镇委、镇政府牵头，联合该县综合执法局、九所供
电所、抱荀村“两委”干部多部门50余人在九所镇
周边开展“两违”执法工作，拆除两处违法建筑物，
面积约1850平方米。同时打控结合，依法拆除抱
浅村村民新建的240平方米违法建筑，当日拆除
总面积达2130平方米。

乐东县政府相关负责人表示，有建房需求的
村民应当向镇政府的规划部门和国土部门咨询和
办理，下一步，乐东将加大“两违”工作的执法力
度，严厉打击各种违法用地、违法建筑行为，确保
在节点时间内完成省委、省政府要求的处置

“30%”和拆除“50%”两项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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