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用不了网上银行

用不了各大银行的APP

用不了包括微信、支付宝在内的支付账户

房贷、车贷受限（要么额度受影响，要么直接不批）

因出借、出售
银行卡或企业银行
账户的个人被惩戒

1652人 5年内
制图/陈海冰

海南“消费一码通”
发放中石油电子消费券
每人最高可领取115元

本报海口9月15日讯（记者罗
霞）9月，中石油海南销售有限公司联
合省商务厅推出海南“消费一码通”送
券活动，每人最高可领取115元电子
消费券。这是海南日报记者9月15
日从省商务厅获悉的。

消费者登录码上办事APP，点击进
入“消费一码通”，后点击“加油站”进入
中石油官网，可以领取4张合计115元
电子消费券。通过两种途径可以查看
领取的电子消费券：一是打开手机支付
宝，在卡包内查看和使用；二是打开手
机支付宝，直接输入“中油好客e站小程
序”进行查看和使用电子券。

海口一男子南大桥上
醉驾逆行致3车相撞
犯危险驾驶罪获刑

本报海口9月15日讯（记者邓海宁 通讯员
毛雨佳 蔡莉）日前，海口市龙华区人民法院开庭
审理一起危险驾驶案件，海口男子张某因醉驾被
法院以危险驾驶罪依法判处拘役两个月，并处罚
金人民币3000元。

今年5月16日22时30分左右，有市民打电
话报警称有人在南大立交桥上逆行撞车，司机已
经一动不动。接到报警电话后，海口市公安局交
警支队民警立即赶到事故现场，查看后发现驾驶
员昏迷不醒，车里弥漫着浓浓的酒味，民警随即
将驾驶员送往医院救治。

据了解，当日夜间，张某饮酒后独自驾驶越
野车从某酒店停车场离开回家，途经白龙南路、
国兴大道，在进入龙昆南路时因意识模糊逆向
行驶上了南大立交桥，张某驾车上桥后发现行
驶路线错误在准备将车靠右时，撞上迎面驶来
的小轿车，小轿车被撞击后变向又撞上另一辆
小轿车，造成3辆小轿车严重损坏、被撞两辆小
轿车驾驶员及车内搭载的3名人员受轻微伤的
交通事故。

经鉴定，张某血样中的酒精含量浓度为
198mg/100ml。经海口市公安局交警支队认定，
张某对此次交通事故负全部责任，事故发生后，
张某与5名受害人已达成赔偿协议并取得了受害
人的谅解。

龙华区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张某违反交
通运输管理法规，在道路上醉酒驾驶机动车辆，
其行为已构成危险驾驶罪，应予惩处。根据被告
人犯罪的事实、性质、情节及其行为对社会的危
害程度，法院遂依法作出上述判决。

本报海口9月15日讯（记者计
思佳）海南日报记者9月15日从海口
市市政管理局（市综合行政执法局）
获悉，为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营造良
好的营商环境，确保市容秩序和环境
卫生干净、整洁、有序、安全，该局会
同相关职能部门研究制定了《关于对
渣土车、危货车、混凝土搅拌车等运
输车辆进行常态化联合监管的通告
（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征求意见
稿》），现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根据《征求意见稿》，在海口市行
政管辖范围内行驶的渣土车、危货

车、混凝土搅拌车等运输车辆需按交
通部门的规定安装符合标准的卫星
定位装置，并接入管理部门监督管理
平台。道路运输经营者应当确保卫
星定位装置正常使用，保持车辆运行
实时在线。卫星定位装置出现故障
不能保持在线的道路运输车辆，道路
运输经营者不得安排其从事道路运
输经营活动。渣土、建筑垃圾等散体
物料运输车辆上路运输须取得《道路
运输证》《货车通行证》、建筑垃圾处
置核准文件，并随车携带证件，按规
定时间和路线行驶。

建设单位或者施工单位应当与
经核准从事建筑垃圾运输的单位签
订建筑垃圾运输合同，不得将建筑垃
圾交给个人或者未经核准从事建筑
垃圾运输的单位运输。建筑垃圾产
生单位须做好源头分类，建筑垃圾运
输单位不得将混杂工业垃圾、生活垃
圾和有毒有害垃圾的建筑垃圾运至
建筑垃圾处置场或临时收纳点。

同时，渣土、建筑垃圾等散体物
料运输车辆须按以下要求密闭运输：
应安装全密闭防撒漏装置，如盖板不
能全密闭，要加装全密闭帆布；出工

地的渣土、建筑垃圾等散体物料运输
车辆必须冲洗，车身、车轮一律不得
带泥沙出工地；渣土、建筑垃圾等散
体物料运输车辆应密闭装载运输，车
厢内装载的货物要低于车箱箱体上
沿，盖板、帆布等防撒漏装置不得破
损，货物不得裸露，不得沿途遗撒、泄
漏，不得超载。

对于该《征求意见稿》，公众可通
过电话方式反馈至海口市市政管理局，
联系电话0898-66760200；通过电子
邮件反馈至hkcg417@163.com，意
见反馈截止时间为2020年9月25日。

海口公开征集对渣土车等运输车辆进行常态化联合监管意见

如何管好渣土车 请你来支招

本报海口9月15日讯（记者邓
海宁 通讯员张天坤）9月15日，海南
日报记者从海口市公安局获悉，该局
近期联合中国人民银行海口中心支行
开展买卖银行卡或账户集中整治专项
行动，严厉打击买卖银行账户违法犯
罪行为，今年3月以来，依法对1652
名出借、出售银行卡或企业银行账户
的个人实施惩戒，涉嫌违法犯罪的公
安机关正在进一步侦办。

在某公司任职的陈某某，今年23
岁，经同学游说开办对公账户可以挣
钱且对个人不会有影响，于是通过注
册多个公司后去银行开办对公账户再
进行转卖，获利1000元，今年6月，陈
某某涉嫌买卖国家机关证件罪被公安
机关采取刑事拘留强制措施，其也被
列入此次惩戒名单。

据海口警方介绍，相对于个人账
户，企业对公账户的资金流动量大，流

转资金更为便利，因而受到电信网络
诈骗作案人员的青睐。买卖银行对公
账号的犯罪嫌疑人，利用自己的身份
信息或者指使他人注册虚假公司，并
以公司名义开通对公账户，随后将公
司账户、法人代表等完整信息、公司公
章、银行卡及密码等“全套”资料，以每
套500至1000元的价格转卖给从事
电信网络诈骗的人员用于作案，电信
网络诈骗作案人员骗取资金后，迅速
将资金转入多个对公账户进行流转，
形成了一条网络诈骗“黑灰产业链”。

目前，买卖公民个人信息、手机
卡、银行卡、对公账户、工商营业执照、
网络社交工具、网络支付账户等违法
犯罪行为，为诈骗团伙提供犯罪工具，
已成为助推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黑
灰产业”。

为进一步加强电信网络诈骗犯
罪打击治理工作，海口市公安局根据

公安部、省公安厅的部署要求，部署
全市公安机关从速从严打击电信网
络诈骗“黑灰产业链”违法犯罪活动，
对“办、卖、转、销”等各环节进行全链
条打击，并联合中国人民银行海口中
心支行开展集中整治专项行动，依法
对1652名出借、出售银行卡或企业
银行账户的个人实施惩戒，其中100
余人已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公安机
关正针对涉嫌违法犯罪的线索对案
件进行侦办。

被惩戒后会受到什么具体影响？
办案民警表示，根据《中国人民银行关
于加强支付结算管理防范电信网络新
型违法犯罪有关事项的通知》《中国人
民银行、公安部对买卖银行卡或账户
的个人实施惩戒的通知》等文件相关
规定，主要有以下几点影响：

一是5年内暂停银行账户非柜面
业务、支付账户所有业务，并不得开设

新账户。也就是说被惩戒的人，5年
内用不了网上银行，用不了各大银行
的APP，也用不了包括微信、支付宝
在内的支付账户。哪怕想给别人转账
1分钱，都要跑到银行网点，排队拿号
到柜台办理，更别说用微信、支付宝买
单了。

也许有人会想，给我停了这些业
务，我也开设不了新账户，但是我可以
用别人的账户。虽然从理论上说这是
可以的，但是借账户的那个人也要承
受被惩戒的风险。况且，现在越来越
多的支付需要人脸识别等生物认证，
使用别人的账户所受的限制也会越来
越多。

二是惩戒期满后，新开立账户业
务的，银行和支付机构应加大审核力
度。好不容易熬到了5年，如果再去
开设银行非柜面业务或者微信、支付
宝账户等，可能就不是现在拿着身份

证分分钟搞定这么简单了。
三是会影响到个人的征信。也就

是说，一旦你被惩戒，在个人征信上就
会有污点。以后贷款或者申请房贷、
车贷都会受到影响，要么额度受影响，
要么直接不批。

警方表示，以上这些只是人民银
行公布的几条惩戒措施，另外根据相
关法律规定，买卖、转借、转租身份证
件、银行卡、手机卡、对公账户或者工
商营业执照等，如果被用于实施电信
网络违法犯罪活动的，还涉嫌以下违
法犯罪：一是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
法》第二百八十七条之二规定，构成帮
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二是依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八十条规
定，构成买卖国家机关公文、证件、印
章罪；三是明知他人实施诈骗犯罪，为
其提供信用卡、手机卡等帮助的，以共
同犯罪论处。

海口警方联合银行严打电信网络诈骗“黑灰产业链”

1652人手机支付被“拉黑”5年

中国流动科技馆
海南巡展东方站启动

本报八所9月15日电（见习记者刘婧姝）9月
15日上午，中国流动科技馆海南巡展东方站启动
仪式在东方思源实验学校举行，本次巡展目的在
于扩大科技教育影响力，提高科技教育普及率。

活动现场，学生进入流动科技馆巡展厅参观
体验，听讲解员讲解科普知识。据了解，中国流
动科技馆东方展厅面积达350平方米，以“体验科
学”为主题，设置了声光体验、电磁探秘、运动旋
律、数学魅力、汽车生活、科学表演、数字生活、球
幕电影等8个主题展区，约50件互动展品。科技
馆巡展厅开放时间从9月15日至11月15日，为
期两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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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热线：66810888

本公司因业务发展需要，需招聘以下人员：
一、土建工程师2名
1)岗位职责：1、项目驻场，负责施工质量过程监控和对已

审批施工技术方案的具体落实；2、对现场提交的工程签证依
据进行审核，确保签证的合理性，准确性；3、负责制定与工程
管理相关的制度、流程及标准；4、完成公司交办的其他工作任
务。

2)任职资格：1、土木工程、结构工程或工程管理相关专业大学
本科或以上学历，具有中级专业技术职称资格的优先考虑；2、3年
以上企业土建工程管理或建筑施工企业土建施工管理工作经验。
有一级或二级建造师资格证优先；3、掌握建筑工程绘图软件、项目
管理软件、日常办公软件操作。薪酬面议。

二、造价管理员1名
1)岗位职责：1、参与及负责项目投资估算、设计概算、施工预

算及结算、资金使用计划的编制与审核等；2、负责施工组织方案、
专项施工方案及工程变更中涉及造价文件的审核等；3、负责按时、
准确审核工程进度款、结算款;制定相关制度；4、完成项目组交办
的其工作任务。

2)任职资格：1、工程造价等相关专业大专以上学历，有一级或
二级造价师、造价员资格证书者优先；2、3年以上工程造价管理经
验，熟悉工程成本信息的管理，具有一定的房地产知识；3、较强的
文字表达和沟通能力，较强的分析、解决问题能力；4、掌握建筑工
程绘图软件、相关工程预结算软件和各种办公软件。以上职位薪资
待遇面议，请将简历发至13368988889@qq.com邮箱，合则约见。

招聘公告

广州市越秀区十套房公开挂牌转让公告
项目编号：QY202009HN0131

受委托，按现状公开挂牌分别转让广州市东山区（现越秀区）达
道路17号大院第3号楼八套房、中山二路马棚岗3号两套房。标的房
产均建于80年代末期，钢混结构，无电梯，室内普通装修，目前空置。
达道路17号大院第3号楼八套房分别位于1-4层，01号房东南北向
02号房西南北向；中山二路马棚岗3号两套房分别位于首层和6层，
东西北向。标的所处区域属旧城区域，住宅小区众多，公共服务设施
较完善，公共交通便捷，生活便利。具体见下表：

竞买人需缴纳保证金150万元/套，公告期：2020年9月9日至
2020年10月12日。受让方资格条件等其他详情请登录海南产权交
易 网（http://www.hncq.cn）、E 交 易 网（http://www.ejy365.
com）、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网（http://zw.hainan.gov.cn/ggzy/）查
询。联系方式：海口市国兴大道61号华夏银行大厦18楼海南产权交
易所，电话：66558003施女士、66558023李女士;海南省公共资源交
易中心1楼受理大厅4号窗口，电话：65237542李女士。

海南产权交易所 2020年9月9日

序号

1

2

3

标的名称

达道路17号大院第3号楼101房

达道路17号大院第3号楼102房

达道路17号大院第3号楼201房

建筑面积
（m2）

94.33

76.47

100.21

套内面积
（m2）

87.49

70.92

92.95

挂牌底价
(元)

4784418

3878558

5185868

4

5

6

7

8

9

10

达道路17号大院第3号楼202房

达道路17号大院第3号楼301房

达道路17号大院第3号楼302房

达道路17号大院第3号楼401房

达道路17号大院第3号楼402房

中山二路马棚岗3号602房

中山二路马棚岗3号102房

82.14

100.21

82.14

100.21

82.14

126.84

112.62

76.19

92.95

76.19

92.95

76.19

119.77

105.30

4250745

5237977

4293458

5237977

4293458

6095930

53584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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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2月，乡村振兴工作队入驻
定安县定城镇美太村，结合村庄发展实
际，因地制宜，调动村民和贫困户的积极
性，以“村集体+贫困户+合作社”“村集
体+企业+合作社”等多元模式，“长短结
合”发展起百香果种植、乌龟养殖等特色
产业，激活村庄发展动力。

闲置土地换新颜
百香果添绿又生金

“以前这是块闲置的荒地，现在可是
村民们眼里的宝地。”在美太村的百香果
扶贫种植基地中，该村脱贫巩固户王定
范忙着修枝，“地里种上百香果后，我和
妻子来这打工，每月有五六千元收入。”

让荒地变宝地的秘诀，源自美太村
乡村振兴工作队的实干举措。

“工作队来村里的第一件事就是到

各家走访。每家每户的难处和诉求都不
一样，必须了解清楚，才能对症下药。”美
太村乡村振兴工作队队长陈效东说，队
员们走村入户，利用村民们在晚间乘凉
的时间和他们聊天，详细了解并记录他
们的实际困难和需求。

“发展产业是村民们最关心的事情。”
经过细致的家访，陈效东将每个村民的产
业发展和诉求整理成一张汇总表，时时查
阅：“村里产业单一，带动性不强；部分村
民种植圣女果，却都是‘单打独斗’，规模
小、效益低；有些养殖黑猪的贫困户因非
洲猪瘟遭受损失，发展积极性受挫；村集
体经济薄弱，需要发展支柱产业……”

“如何盘活乡村资源，以产业发展推
动乡村振兴，是我们驻村以来一直思考和
探索的课题。”陈效东说，为了给村里找到
最适宜的发展路子，工作队积极开展市场
调研，四处寻找适合当地发展的产业，与

村“两委”干部密切交流，并和贫困户、致
富能人、村民代表交流谈心，力求找出大
家发展意愿高，符合村庄实际的产业。

在此过程中，美太村乡村振兴工作队
了解到黄金百香果产业发展难度较低、客
源稳定且收效快，并注意到村中有闲置的
大片荒地，于是投入50万元整合60亩土
地，以“村集体+贫困户+合作社”的模式
建设百香果扶贫种植基地。该基地由专
业合作社进行人员、技术管理，保证有贫
困户进入基地务工，连续6年每年给村集
体分红10万元。目前，已有十余户贫困
户以定期工或临时工的形式在务工。

要让产业“扎根”土壤，工作队又费了
一番苦心。“我们邀请中国热带农业科学
院和定安县农技中心的农技专家们到田
间地头，现场指导百香果水肥种植管理和
病虫害防护工作，还积极通过电商平台、
订单预售等形式拓展销路。”陈效东说。

能人带动谋新业
养龟走上致富路

在发展短平快扶贫产业的同时，美
太村乡村振兴工作队还谋划着植入长效
产业，让村庄发展“引擎”长久运转。

“在走村入户时，我们留意到村里有
致富能人靠着养龟增收致富，发展规模不
小，市场前景广阔。”陈效东说，村“两委”
干部和工作队队员们了解到，养龟的场地
限制小，养殖成本低，而且市场较为稳定，

“经过多次拜访，村中的养殖能人愿意免
费教授技术，并在种苗、销售上提供帮助，
带动村民们共同养龟。”陈效东说。

美太村乡村振兴工作队还组织村民
们到成熟的龟类养殖企业以及多地的养
龟户家中考察，激发了村民的养殖热情。

“在考察时，我看到很多养殖户仅仅

利用阳台养龟，每年就能获得可观收益。
为什么我不自己试试呢？”该村脱贫巩固户
王跃胜说，去年底，他将家中闲置的猪舍改
造为龟舍，并购买百余只种龟进行饲养，通
过村“两委”和工作队的种苗帮扶和自身努
力，今年其养殖规模已扩展到千余只。

目前，美太村已有30余户村民发展
养龟产业。在带动村民发展的同时，该
村乡村振兴工作队着力于让养龟产业可
持续发展。陈效东介绍：“一方面，我们
和本地企业对接合作，保证村民们养殖

的龟能有稳定渠道，保底销售，另一方
面，我们积极和广东等地养殖企业以及
科技企业对接交流，力求延伸产业链条，
打造出各类深加工产品。”

在大伙的规划里，未来，美太村还将
把百香果、圣女果基地和乌龟养殖中心结
合起来，融入民宿酒店、亲子游、乡村游体
验路线等特色“慢生活”生态休闲旅游项
目，绘就一幅龟鳖养殖、休闲度假养生、产
业扶贫等多产融合的富美图景。

（策划/段誉 撰文/段誉 司玉）

定安美太村乡村振兴工作队坚持“长短结合”，因地制宜发展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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