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全市发生火灾15起
同比下降28%

本报海口2月 12日讯 （记者计思佳
通讯员杨宇鑫）海南日报记者2月12日从
海口市消防救援支队了解到，2月4日0时
至2月10日18时，全市共发生火灾15起，
无人员伤亡。同比去年，火灾起数下降
28%，火灾形势总体保持平稳。

据统计，春节期间，全市共派出97个检
查组，检查单位 1302 家，发现火灾隐患
3574处，整改火灾隐患3468处，有效净化
了全市消防安全环境。同时，海口市消防救
援支队通过报纸、广播等媒体，每日播发消
防提示，努力增强市民群众消防安全意识。

节日期间，消防救援队伍共接警出动
33起，出动车辆76辆次、警力338人次，抢
救被困人员9人，疏散被困人员12人，抢救
财产价值1791.7万元。

接待游客26万人次
同比增长15.6%

本报万城2月12日电（记者袁宇）2月
12日，海南日报记者从万宁市旅游委获悉，
2月4日至10日，全市共接待游客26.01万
人 次 ，同 比 增 长 15.6% ，旅 游 总 收 入
15892.97万元，同比增长12.25%。其中游
客以散客和自驾游客为主，以家庭亲子游和
结伴出行为主要特点。

春节期间，万宁天气晴朗，节庆活动丰
富多彩，旅游市场整体平稳有序。其中，大
多数游客选择自驾出游，自驾车辆主要来自
北京、贵州、湖南、广东与省内各地，市内热
门景点停车场甚至一位难求。

乡村游也是今年春节黄金周万宁旅游市
场一大热点。游客以自驾的方式，在万宁文
通村、溪边村、大石岭村等美丽乡村体验采摘
等活动，享受良好生态带来的旅游体验。

保障航班290架次
同比增长15.1%

本报嘉积2月12日电（记者丁平 邵长
春 通讯员覃朝春）2月12日，博鳌机场迎来
了春节后返程客流高峰，保障航班起降54架
次，进出港旅客突破8000人次，创历史新高。

据介绍，博鳌机场春节期间共接待旅客
4万人次，同比增长8.6%，保障航班290架
次，同比增长15.1%。

槟榔谷接待游客
5万余人次
家庭自驾游占多数

本报保城2月12日电（记者易宗
平 通讯员潘达强）2月 11日，正月初
七，尽管春节长假已结束，但位于保亭
黎族苗族自治县的海南槟榔谷黎苗文
化旅游区（以下简称槟榔谷景区）仍然
游人如织。春节黄金周期间，槟榔谷景
区共接待游客5.56万人次，家庭自驾游
占多数。

槟榔谷景区有关负责人介绍，面对
春节黄金周“大考”，该景区进行全天候
巡查，并提供热水、急救药品、失物招
领、走失儿童认领等人性化服务，同时，
全景区员工都承担着安全员、服务员、
保洁员、讲解员等职能，随时为游客提
供各种帮助。

本报海口2月12日讯（记者良
子 通讯员陈孝文）2月12日海南日
报记者从省交警总队获悉，经统
计，2月 4日至 10日，春节长假期

间我省共有516起交通事故通过线
上“快处系统”处理。其中，三亚
135 起、海口 109 起、琼海 48起、定
安47起。

据了解，为防止因小事故造成
长时间、大面积拥堵，提高交通事故
处理效率，全力保障春节期间道路
畅通，海南交警加大推广应用“交管

12123”手机APP交通事故在线快处
系统（以下简称“快处系统”）力度，
实现轻微物损交通事故快速撤离、
快速处理。

我省实施“快处系统”提高了交通
事故处理效率，有效确保春节期间没
有因小事故造成长时间、大面积拥堵，
保障节日期间道路畅通。

春节黄金周盘点

春节期间，我省提高交通事故处理效率保障道路畅通

516起事故通过线上“快处”

海口 万宁 博鳌 保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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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三亚 2 月 12 日电 （记者
易宗平 徐慧玲 通讯员张海哲）2
月10日，来自辽宁省大连市的西先
生直奔三亚市公安局交警支队，一
口气送了 5面锦旗，以此感谢一场
24 分钟的爱心行动挽救了他父亲
的生命。

这些锦旗，分别赠送给了三亚市
公安局交警支队多位民警和路管员、

三亚盛捷运输管理有限公司相关司
机、三亚广播电视台三亚之声103.8
旅游广播电台主持人。

2018年12月4日10时17分，三
亚之声103.8接到三亚盛捷运输管理
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彭子龙发来的求助
微信：“三亚盛捷运输管理有限公司琼
B53662车内有一名70多岁的乘客病
情紧急，急需送往海棠湾301医院就

诊，目前车辆已从荔枝沟上了高速，请
三亚之声通过媒体呼吁就近车辆给予
让行并帮忙联系医院作好抢救准备。
谢谢！”

接到微信后，三亚之声打断正在
直播的节目，迅速插播路况信息，呼吁
为琼B53662提供通行礼让。同时，
三亚之声103.8第一时间联系市公安
局交警支队指挥中心，通过对讲机指

挥沿线交警、路管员，对出租车行驶路
线进行疏导。

在生死攸关的时刻，三亚之声通
过热心听众平台，寻求对就诊医院环
境熟悉的朋友，引导出租车和家属对
患者进行救治。24分钟后，接到多方
证实，老人已经及时进入急救室进行
抢救。

据了解，西先生的父亲现已出院，

正在进一步康复中。
“尽管这是一场迟到的感谢，但反

映了三亚不仅是美丽的三亚，更是善
良的三亚。”西先生激动地说，因为他
父亲前段时间一直在住院治疗中，所
以表达谢意的锦旗延迟了2个月，但
仍要表达对三亚的热爱，感谢所有提
供帮助的好心人，并借此机会传播正
能量。

今起琼岛气温升高
16日局地最高气温达35℃

本报海口2月12日讯（记者叶媛媛 通讯
员林俊汝 翁小芳）凉爽了两三天，短袖又要穿
起来了。海南日报记者近日从海南省气象台
了解到，预计本周前期全岛多云，中部和东部
地区局地有小阵雨；中后期全省多云间晴，其
中 14 日～15 日五指山以北部分地区早晨有
雾，气温偏高。

陆地方面，预计13日～17日，转受偏南气流
影响，全岛多云间晴，其中14日～15日五指山以
北部分地区早晨有雾。各地气温逐渐升高，至16
日西北半部地区最高气温32℃～35℃，其余地区
28℃～31℃；最低气温中部山区18℃～20℃，其
余地区21℃～24℃。

海洋方面，预计2月13日～17日，北部湾海
面和海南岛四周海面风力4～5级、阵风6级，其
中14日～15日琼州海峡和海南岛东部海面早晨
有雾。西沙、中沙和南沙群岛附近海面风力5级、
阵风6～7级。

谎称可办中小学入学名额

海口80后男子
诈骗16万余元获刑5年

本报海口2月12日讯（记者计思佳 通讯员
刘静 吴进华）海口80后男子蔡某谎称其认识教
育部门领导，可以帮忙拿到海口中小学入学名额，
但需要“手续费”疏通关系，先后骗取女同事及其
亲属、邻居等人16万余元，之后并未给学生办理
入学，而是将所得钱财用于个人挥霍。日前，该案
经海口市美兰区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美兰区人
民法院审理后认为，被告人蔡某的行为已构成诈
骗罪，对其判处有期徒刑5年，并处罚金3万元。

据悉，被告人蔡某是海南某科技教育有限公
司员工，与被害人林某某系同事关系。2018年7
月，被告人蔡某得知林某某的孩子要上中学，便谎
称其有“门路”，可以安排林某某的孩子到海口市
某中学上学，但要交3万元的手续费。林某某信
以为真，于2018年7月18日通过手机银行转账3
完元给蔡某。之后，林某某的亲属、邻居得知蔡某
通过关系可以办理海口市中小学校的学位，便先
后向蔡某转账共计13.45万元。

收到手续费后，被告人蔡某提供了5份学生
入学报名通知书给林某某及其亲属、邻居，后经学
校证实均为虚假通知书。

检察官提醒家长，在为孩子挑选学校办理入
学手续时，要通过正规渠道、合法途径进行办理，
不要相信“花钱”“找关系”可以办理入学的“学
托”。所谓的“学托”，经常会捏造“关系”博取家长
的信任，骗取钱财，得手后便逃之夭夭。各位家长
应擦亮眼睛，警惕“学托”的骗局，正确办理入学手
续，以免既损失了钱财，又耽误了孩子的入学。

天涯好人

三亚上演24分钟“生死时速”

媒体警民三方联合救助发病乘客

本报抱由2月12日电（记者邵
长春 通讯员冯燕）2月11日17时左
右，D7204次列车尖峰站开车后，列
车员黄丹正常巡视至4号车厢时，听
见车门口传来呼救声“来帮帮忙啊，有
人晕倒了。”

黄丹立即循声赶到4号车厢车

门口，原来是旅客王先生在车门口
发生休克失去意识，刚刚呼救的正
是其同行的张女士，黄丹立即呼叫
列车长于瑞和安全员赶赴现场，并
及时进行广播寻找医生，一名从事
护士职业的旅客听到广播后赶到4
号车厢帮忙。

众人合力将王先生就近搀扶至座
位上，并将周围旅客疏散，确保空气流
通。“你可要帮帮我，这是怎么了，中午
还好好的呀。”听到张女士焦急的询
问，于瑞一面安抚乘客情绪，一边示意
黄丹呼叫餐车拿白砂糖，为王先生兑
上温开水，一边指导张女士与王先生

对话，为他按摩手部。
列车运行至金月湾站时，王先生

意识终于慢慢恢复，清醒后的王先生
看到为自己忙前忙后的列车乘务人
员，连声感谢。

据了解，这两位旅客是从乐东站
上车的，需要乘车至东方站，王先生由

于上车前饮酒导致身体不适。
虽然旅客自称已无大碍，于瑞还

是为他叫来轮椅，将其情况与东方站
进行交接，并叮嘱张女士有任何需要
可以及时求助车站工作人员，下车后
的张女士仍在不停地向列车工作人员
表达感谢。

D7204次列车上的暖心一幕

乘务员及时救助休克旅客

等红灯就地小便

三亚一男子被行拘10日
本报三亚2月12日电（记者徐慧玲 通讯员

罗佳 张海哲）近日，一段男子在三亚街头小便的
视频在社交媒体上热传，引发网友热议。2月12
日，海南日报记者从三亚市公安局依法查处公共
场所随地小便案件新闻发布会上获悉，违法行为
人马某义被三亚市公安局依法拘留10日。

据了解，2月9日凌晨，网络上传播一段男子
当街随意小便的视频，视频中一名身穿白色上衣
的男子驾驶一辆白色小型汽车，从解放路三亚大
桥沿解放路往回新路方向行驶，途经三亚市天涯
区解放路月川桥红绿灯十字路口时，停下车走到
路口停止线旁的中间护栏处当街小便。整个过程
被路人用手机拍摄视频并上传至网络，网民们纷
纷谴责这种不文明行为。

获悉该情况后，三亚市公安局立即指令交警
支队予以调查处理。警方根据网络视频反映的线
索，经大量工作，确定了涉案车辆，并抓获视频中
的白衣男子马某义。经询问，违法行为人马某义
（男，24岁）对违法事实供认不讳。

拔河、蒙面抓鸭，打锣，猜谜……2月12日，一场春节游园文化活动在定安县里变村文化广场举
行，多种趣味游戏吸引多位村民参加。 本报记者 张茂 通讯员 张昌赋 摄

万宁将开展
“两违”图斑集中整治

本报万城2月12日电（记者袁宇 通讯员梁
振玮）2月12日，海南日报记者从万宁市相关部
门获悉，为进一步强化打击非法采砂与“两违”图
斑，万宁市将严格落实网格巡查机制，高压打击非
法采砂，并全面梳理排查2018年6月后新增的

“两违”图斑，开展为期一个月的集中整治。
在非法采砂破坏生态环境方面，万宁市将进

一步认真落实网格巡查机制，要求网格人员及时
上报巡查时发现的问题，第一时间解决问题。对
非法采砂保持高压打击态势，露头就打。打击非
法采砂违法行为的同时，还要高标准完成非法采
砂点生态修复工作，尽快完成复绿复种，同时规
范合法砂源的运输堆放管理，保障城市建设用砂
供应。

在打击“两违”图斑方面，万宁市将严格落实
“两违”网格管控机制，确保不出现新增“两违”图
斑。同时全面梳理排查2018年6月后新增的“两
违”图斑，开展为期一个月的集中整治。将实施最
严格的逢建必报和挂牌施工制度，对已排查确定
的违建房屋，按照相关方案分类处置。同时，万宁
市将在各镇、区成立六大专项整治指挥部，统筹推
进相关工作。

据了解，2018年，在打击“两违”图斑方面，万
宁市共拆除各类违法构（建）筑物331宗548幢，
建筑面积66.5万平方米，拆除违法构（建）筑物的
占地面积达到871.78亩。

文艺汇演年味浓
2月12月，“欢乐府城”镇街

文艺汇演在海口琼山区三角公园
举行，吸引众多市民观看。

本报记者 张茂
特约记者 龙泉 摄

游园活动趣味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