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司机交通规则意识淡漠，违章导致事故
收费随意，任意调价
素质较低，服务态度差

今年1月1日至9月23日
海口市12345平台共受理关于代驾的诉求办件357件
其中投诉类办件160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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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后代驾

主
要
问
题

典
型
问
题

本版制图/杨薇

拍卖标的物：1个石斑鱼养殖
场、7口石斑鱼养殖塘内全部水产

拍卖时间：9月18日

拍卖地点：琼海市长坡镇

竞拍者人数：9人

竞价次数：5次

成交价：215万元

本报嘉积9月23日电（记者刘梦晓 通讯员
冼才华 吴秉育）为保全涉案财产价值，近日，琼海
市涉黑涉恶案件财产处置领导小组处置工作组顺
利完成“10·29”专案嫌疑人陈某、郭某万名下涉案

“黑财”（1个石斑鱼养殖场、7口石斑鱼养殖塘内全
部水产）的拍卖工作，该批“黑财”成交价215万元。

据介绍，“10·29”专案目前处于公安机关起
诉办理阶段，涉案水产属于易损毁、灭失、变质不
宜长期保存的物品，依照有关法律法规，琼海相关
部门对上述水产依法进行保全。9月16日，在琼
海市委政法委指挥下，琼海市涉黑涉恶案件财产
处置领导小组处置工作组组织琼海市公安局、发
改委、农业农村局、长坡镇政府等单位，出动警力
20余名、工作专干10余名、联防队员30余名，依
法查封“10·29”专案嫌疑人陈某、郭某万名下的
石斑鱼养殖场、养殖塘。同时，琼海农业农村局对
该批水产的品种、规格进行认定，琼海物价部门对
水产价格进行认定，琼海市公证处全程依法公证。

9月18日，上述涉案水产的现场拍卖会在琼
海市长坡镇举行，琼海市涉黑涉恶案件财产处置
领导小组处置工作组组织相关单位全程参与。该
拍卖共有9位竞拍者报名参加，经过5次竞价，涉
案水产最终拍卖成交价为人民币215万元整，溢
价率为13%。目前，该标的物已交割完毕。

琼海成功拍卖一批
涉案“黑财”

对口单独招生对象

1.本省中等职业学校毕业生

2.本省普通高中学校往届毕业生

3.有我省户口的省外普通高中学校往届毕业生

4.有我省户口的省外中等职业学校应往届毕业生

5.已从高中阶段教育学校毕业（或具有同等学力）且在海
南工作或生活的退役军人和下岗失业人员，以及有海南
户口的农民工和新型职业农民等四辅人员

综合评价招生对象

符合我省2020年普
通高考报名条件且未被
高校录取的普通高中应
届毕业生

百姓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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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希望工程发放一批助学金

200名贫困大学生
获资助

本报海口9月23日讯（记者昂
颖）9月22日上午，“中国茅台·国之
栋梁”2020年海南希望工程助力脱贫
攻坚圆梦行动助学金发放仪式在海口
市举行。仪式上，资助方茅台集团向
海南希望工程圆梦行动捐赠100万
元，资助200名建档立卡贫困家庭大
学新生，每位大学新生获得5000元助
学金。

代驾市场乱象多
亟待整治规范

9月 21日 22时许，在海口海甸
五西路两旁的烧烤摊，海南日报记者
看到，不少骑着折叠电动车的代驾司
机三三两两聚在一起等客。

其中一位身着灰底反光背心的
代驾司机王平告诉海南日报记者，他
是某平台的代驾司机，车主既可直接
找到他然后输入手机号码下单，也可
在平台上下单，接到派单后他会在规
定时间内赶到车主出发地。

平台下单和线下下单是当前市民
寻找代驾的两种主要方式。对于这两
种方式，市民有不同的选择倾向。

海口市民陈芬兰告诉海南日报
记者，她在喝酒后找代驾通常是在滴
滴或E代驾APP上下单。“在平台上
下单后会显示代驾司机的姓名、照
片、驾龄以及本单价格，同时还会有
一个编号，用于与代驾司机核对确认
信息。”陈芬兰认为，女性找代驾在平
台上下单会更放心。

但也有部分市民认为，在路边叫
代驾更方便，“有时候在平台上下单，
代驾司机要10分钟后才能赶到，喝
了酒的车主一般头晕晕的，都想尽快
离开聚餐地。”市民杨祖华说道。

海南日报记者从海口市12345
平台获悉，今年1月1日至9月23日，
该平台共受理关于代驾的诉求办件
357件，其中投诉类办件160件。

6月19日，市民黄先生酒后找代
驾，对方在驾驶机动车时发生事故却
不出面处理；9月18日，海口一市民
让一代驾司机帮其开车，第二天早上
却发现副驾驶位上的苹果手机不见
了；代驾司机开车10多公里收取200
元，却无法提供凭证……

“黑代驾”监管难
辨别要多个心眼

为何会出现“黑代驾”？业内人
士分析认为，“代驾市场需求持续扩
大，但目前海口代驾行业缺乏行业标
准，也存在监管漏洞，一些人钻空子，
无证代驾。”

从性质上来说，代驾提供的是
“非营运车辆的驾驶服务”，与营运性
质的驾驶服务有着明显区别，在没有
明确管辖权的情况下，交通部门无法
像监管网约车司机一样监管代驾司
机。而交警则主要对代驾过程中的
违章行为进行查处。

对于代驾平台而言，如果发生问
题，市场监管部门可以对其进行监

管，但“黑代驾”不属于任何平台，基
本上处于监管盲区。

已入行多年的王平告诉海南日报
记者：“‘黑代驾’最大的特点就是收费
不规范，议价时往往把价格压低，车开
到中途了又以各种理由加价，甚至威
胁车主人身安全，通常用个人微信、支
付宝等收款。”除了从收费上进行判
断，车主还可以通过代驾司机的着装
进行辨别，正规的代驾平台要求司机
接单后统一穿着有该平台标志的马
甲，并佩戴骑行头盔和工牌。

据了解，正规代驾平台对代驾司
机有一定的入职门槛和审核标准。
滴滴代驾相关负责人介绍说：“大的
代驾平台除了要求代驾司机无犯罪、
酗酒、交通违法等不良记录外，还会
对代驾司机进行岗前培训。”该负责
人表示，如果车主发现代驾司机不通
过平台接单、私自加价、乱收小费等，
可以记下代驾司机的吊牌工号，向平
台官方举报。

律师建议：

从正规平台下单
上车前核验信息

海口一律师事务所的律师蔡永
友告诉海南日报记者，代驾司机绕

过平台私自接单，涉嫌从事非法经
营。“‘黑代驾’没有购买商业保险，
一旦发生意外，责任需由其个人承
担，如果‘黑代驾’没有能力赔偿，对
车主来说会带来很多麻烦。”蔡永友
表示，由于车主对代驾司机的个人
信息等不了解，发生意外后很难追
责索赔。

蔡永友建议车主找代驾时尽量
通过正规平台下单，找代驾后，一定
要让代驾司机全程驾驶，不可抱有侥
幸心理自己驾车驶出或停入停车
场。在醉酒意识不清醒的情况下找
代驾，最好有一名较为清醒的同伴一
同乘车。

“我们将车交给代驾司机时，也
要注意查看对方的驾照，确认对方的
基本信息，并留下对方的联系方式。
切忌不要贪图便宜，随意找在路边招
揽生意的代驾司机，给‘黑代驾’可乘
之机。”蔡永友提醒。

陈芬兰认为，除了车主应提高警
惕外，监管部门也应行动起来，拿出
行之有效的举措，打击无证代驾、酒
后代驾等违法违规行为，提升行业服
务水平。“可以建立代驾司机安全服
务档案，实行黑名单管理制度，被多
次投诉的司机禁止从事该行业。”

（本报海口9月23日讯）

无证代驾、酒后代驾，海口代驾行业乱象多，市民找代驾应擦亮眼

莫让代驾添代价

“村里的污水塘经过整治，周边种上
了花草，成了湖心公园。一到傍晚，大伙
喜欢来这纳凉休闲，舒服得很。”近日，在
定安县雷鸣镇北斗村中菓坡村民小组，
脱贫户黎兰芳在村中景观湖旁的慢道上
悠闲散步，看婆娑树影倒映在水面上，脸
上露出了幸福的笑容。

北斗村的改变，得从一支队伍的入
驻说起。2019年初，北斗村乡村振兴工
作队开始驻村工作，工作队共有3名队
员，定安县烟草专卖局综合办公室主任
王祖铭任队长，兼驻村第一书记。工作
队驻村后，王祖铭带着队员们扎根一线，
走村入户，深入了解村民诉求，解开发展
症结，在推进环境美化、绿化的同时，带
领村民发展特色产业。

“如果不是王队长带着大伙整治
环境，谁也没法相信，脏了几十年的村
子能变得这么美。”村“两委”干部陈益

凯走在湖边的慢道上，不禁感慨。指
着脚下平整的慢道，他回忆道：“过去，
这积满了淤泥和垃圾，根本没人愿意
来这散步。”

去年3月，王祖铭带着队员们走村
入户调研后，决定从推动人居环境整治
开始，逐步改变该村的面貌。

可最初，村民们参与人居环境整治
的热情并不高。为了调动他们的积极
性，王祖铭费了一番心思。“我们决定先
从一个村民小组开始整治，让村民们看
到成效，踊跃参与进来。”他说，经过观
察，工作队和村“两委”发现，中菓坡村
民小组虽然环境基础设施稍差，但村民
平时不乱扔、乱倒垃圾，维护环境的自
觉意识较强。“大伙决定从中菓村民小
组入手整治，给其他村民小组树立一个
榜样。”

说干就干，王祖铭立即在中菓坡村

民小组组织村民召开动员大会，他不仅
自己卖力宣讲环境整治的好处，还将70
多岁的老村支书请回来，给村民上了一
堂环境课。“有了老村支书的动员，大伙

参与的积极性高了。”他说。
但最打动村民的，还是王祖铭干实

事的劲头。“刚开始那个月，我和王队长
常顶着毒辣的日头在村里走访踩点，一

走就是一天，他拿着笔记本一处处记下
需要整治的地方，动手清理，晚上休息时
间还在整理人居环境整治的思路。”陈益
凯说，看到工作队带头行动起来，村民们
也不好意思再袖手旁观了，大部分都开
始积极参与环境整治工作。

在走访中，王祖铭发现中菓坡村民
小组环境“脏乱差”的原因在于，排水管
网不完善、生活污水只能沿路排放或排
到水塘中，陈年垃圾未清理，人畜混居
等。他对症下药，多渠道整合近百万元
资金，在村里铺设排水管网，清理恶臭的
污水塘，组织人员将周边的陈年垃圾清
理干净，在水塘边修起湖畔漫道，种上花
草，搭建石桌石凳，打造出一个供村民休
闲娱乐的幸福后花园。

在中菓坡村民小组的示范带动下，
北斗村村民纷纷行动起来参与人居环境
整治，该村由“脏乱差”变身“洁净美”。

村庄变整洁美丽只是第一步。村“两委”
和工作队开始带着村民发展特色产业，
增加收入。

“村里人多地少，土地较为贫瘠，
灌溉条件差，缺乏种植经济作物的条
件。由于缺乏合适的产业，村集体土
地一度撂荒，村集体经济薄弱。”王祖
铭说，去年3月以来，北斗村乡村振兴
工作队多次组织村民外出考察，最终
决定盘活闲置土地，发展矮种椰子种
植产业。

如今，北斗村通过“村集体+贫困
户”的发展模式，种了20多亩共千余株
金椰等品种的椰子树。目前，椰子树长
势良好，成活率达95%以上，预计结果率
可达90%以上，每年可带来收入6至8
万元。

（本版策划/段誉 撰文/段誉 司玉
陈红艳 图片/张博）

定安北斗村乡村振兴工作队带领村民整治人居环境，发展特色产业

污水塘变景观湖 小村庄变大花园

近日，由海南大学国际旅
游学院2018级学生方梦薇领
衔的团队，凭借参赛作品《Hi-
INVOICE CHAIN-基于区块
链的税企直连平台项目》分别
获得第十二届“挑战杯”中国大
学生创业计划竞赛海南赛区决
赛、第六届中国国际“互联网+”
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海南赛区
决赛冠军。图为该团队学生赛
后合影留念。

今年11月，该团队将代表
海南参加上述两项比赛的全国
总决赛。

本报记者 张茂 摄

后浪澎湃
双创有我

本报海口9月23日讯 （记
者陈蔚林 特约记者高春燕）省考
试局 9月 23日发布公告，启动
2020年海南省高等职业教育分
类扩大招生考试补报名工作。9
月24日8时至29日17时30分，
考生可登录省考试局网站，进入
系统注册报名。

高职对口单独招生实行“文

化素质+职业技能测试”的评价
方式，择优录取新生。综合评价
招生则实行“文化素质+职业适
应性测试”的评价方式，由招生
院校使用学生高中学业水平合
格性考试相关科目成绩作为文
化素质成绩，并根据专业培养需
要组织职业适应性测试，择优录
取新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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轻信幼儿园园长能帮孩子上小学

海口25名儿童家长
被骗59.9万元
海口警方立案侦查，抓获3名犯罪嫌疑人

本报海口9月23日讯（记者邓海宁 通讯员
章鹏彪）9月23日，海口市公安局秀英分局召开
案件通报会，通报一起特大诈骗案案情。据介绍，
今年暑期，海口25名儿童家长因为轻信幼儿园园
长“能帮孩子上小学”的承诺，最终被骗59.9万
元。海口市公安局秀英分局接到报案后，经过调
查取证，已刑拘3名嫌疑人，追回赃款9.6万元。

9月14日下午，海口市秀英区书场村星光幼
儿园多名家长向海口市公安局秀英分局秀英派出
所报案称，其孩子此前在星光幼儿园上学，因小孩
今年秋季将到上小学的年龄，且不是海口户籍，今
年7月，一些家长在与该幼儿园园长卓某交谈时，
卓某表示可以找关系办理小学入学手续。后邓某
等家长交给卓某1万元至4万元不等的“办事费”，
请卓某帮忙。卓某承诺，如办理不成功将退款。

但到了今年秋季开学时间，卓某并没有解决这
些家长的孩子入学问题，且未退还家长所交的“办事
费”，家长遂报案。秀英派出所受理此案后，9月16
日，将此案立为诈骗案进行侦查，并于当天下午将此
案移送海口市公安局秀英分局刑警大队侦办。

家长们反映，此前卓某曾带一名自称在教育
系统工作、并担任某部门主任的陈姓男子和家长
们见面，陈姓男子又带来了一名自称是教育部门
某领导秘书的王姓女子。卓某当场告诉家长，为
孩子们办理入学事宜的就是“陈主任”。而“陈主
任”称，专门负责这件事的是“王秘书”。循着这条
线索，警方很快将犯罪嫌疑人卓某、陈某、王某
（女）抓获。

据办案民警介绍，卓某通过亲戚得知陈某能
帮忙办理孩子入学事宜，便想通过帮忙办理此事
从中赚取好处费，在收取25名儿童家长的“办事
费”59.9万元后，卓某从中抽取3万余元，其余转
给了陈某，陈某又将部分钱款转给了王某。拿到
钱后，3人均用于个人挥霍。经调查，陈某、王某
均是没有职业的社会闲杂人员。

经审讯，3名犯罪嫌疑人对其犯罪事实供认
不讳。目前，该案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我省高职分类扩招考试补报名工作启动
考生今日8时起可报名

近日，海口警方在开展整治
酒驾醉驾“百日行动”过程中，查
获一名“黑代驾”王某，王某存在
在驾驶证被吊销期间驾驶机动
车、饮酒后驾驶机动车等违法行
为。目前，王某已被海口市公安
局处以行政拘留 20 日、罚款
8500元的处罚。

无证代驾、酒后代驾是海口
代驾行业存在的典型问题。随
着“醉驾入刑”的实施及人们喝
酒不开车意识的增强，近年来海
口代驾市场规模不断扩大，但代
驾乱象也层出不穷。海南日报
记者了解到，目前海口代驾乱象
主要有违法违规上路、违章驾
驶、收费随意、人员素质较低服
务差等几类。

如何找到放心代驾？业内
人士建议，车主在找代驾时应尽
量从正规代驾平台下单，避免私
下交易，同时车主不可抱有侥幸
心理酒后自己停车，而应让代驾
全程驾驶。

■ 本报记者 郭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