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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海口10月29日讯（记者郭
萃 通讯员符晓虹 郭冬艳）海南日报
记者10月29日从海南省气象台了解
到，今年第18号台风“莫拉菲”对海南
省影响结束，今年第19号台风“天鹅”

29日早晨在西北太平洋洋面上生成，
将于11月2日进入我国南海海域，未
来3天对海南省无影响。

海南省气象台预计，台风“天鹅”
将以每小时25公里左右的速度向偏

西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加强，最强可
达强台风级（14级至15级，42米/秒
至48米/秒）。

陆地方面，预计 10月 30日，海
南岛东部和中部地区有中到大雨、

局地暴雨，其余地区有小阵雨、局地
中雨。10月31日，全岛以多云天气
为主，中部和东部的局部地区有小
阵雨。

海洋方面，10月 30 日，北部湾

海面、琼州海峡、海南岛西部和南部
海面风力为 6级至 7级、阵风 8级；
海南岛东部海面风力为6级至7级、
阵风8级。31日起上述海区风力继
续减弱。

今年第19号台风“天鹅”生成
11月2日进入我国南海海域

本报海口10月29日讯（见习记
者邱江华 记者习霁鸿）海南日报记者
10月29日从有关部门获悉，2020海
南万人健步大会将于10月31日在海
口世纪公园举行。活动当天6时30
分开放入场通道，热身时间为7时10
分至7时15分，热身之后将进行活动

启动仪式。
本次活动以“奋楫自贸港·逐梦海

之南”为主题，由海南省总工会、海南
省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厅、海口市政
府、海南日报报业集团联合主办，获得
绿地·领海广场等企业的大力支持。

据主办方介绍，活动当日将提供

50辆免费接驳车送参与者抵达活动
现场，统一张贴“2020海南万人健步
大会免费接驳车”标志。接驳车设15
个站点，均为准点发车，原则上直达，
如有余位，可沿途搭载身穿参赛服装
的市民，终点为海口世纪公园。参与
者可根据自身情况，在规定的时间前

往指定的站点乘坐班车，接驳车为单
程线，返程由参与者自行安排。

据主办方要求，此次活动的参与者
应身体健康，有长期参加健步或跑步锻
炼、训练的基础。所有参与者都需本人
签署《选手须知》，先天性心脏病和风湿
性心脏病患者、高血压和脑血管疾病患

者等疾病患者，不宜参加此次活动。
此外，活动安检时间为 31 日 6

时30分至7时30分，根据疫情防控
要求，所有人员需扫“海南健康码”，
凭绿码入场，且所有人员需测量体
温。参与者须服从现场防疫工作人
员安排。

海口开展电动车
调查问卷活动

本报海口10月29日讯（记者邓海宁 通讯
员杨晶晶）10月 29日，海口市公安局交警支队
微信公众号“椰城交警”发布海口市电动自行车
调查问卷。

据了解，本次调查目的在于制定适用海口市
的电动自行车发展策略，以提升未来海口市电动
自行车出行便捷性、高效性、安全性，为海口市民
提供更好的电动自行车通行条件，调查问卷主要
包含居民日常出行交通方式、出行目的、出行频
次、出行起讫点等方面。

据悉，此次活动仅限海口市用户参与，参与时
间11月5日截止，每个微信用户仅可参与一次。

省委军民融合发展委员会
办公室原副主任裴成敏被逮捕
涉嫌受贿罪

本报海口10月29日讯（记者金昌波）海南
日报记者10月29日从省检察院获悉，省委军民
融合发展委员会办公室原副主任裴成敏（正厅级）
涉嫌受贿一案，由海南省监察委员会调查终结，移
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经海南省人民检察院交
办，由海南省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审查起诉。近
日，海南省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以涉嫌受贿罪对
裴成敏作出逮捕决定。该案正在进一步办理中。

2020海南万人健步大会明日举行

50辆接驳车免费送参与者到场

海南进出岛旅客列车
逐步恢复开行

本报海口10月29日讯（记者邵长春 通讯
员符转）海南日报记者从海南铁路海口车务段获
悉，10月29日16时起琼州海峡复航，进出岛旅客
列车逐步恢复开行。

据了解，10月29日出岛的旅客列车有：海口
至上海南K512次、海口至哈尔滨西Z112次、三
亚至北京西Z202次；10月30日到达海口的列车
全部恢复通行。

海南岛东部和中部地区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
其余地区有小阵雨、局地中雨

台风“天鹅”将以每小时25公里左右的速度向偏
西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加强，最强可达强台风级（14 级
至15级，42米/秒至48米/秒）

免费接驳车
发车时间表

站点1：
海口经济学院（桂林洋）3辆

站点2：
海南师范大学（桂林洋）3辆

站点3：五源河公寓一期（公交站）3辆
站点4：和风江岸小区（西门）3辆
站点5：海南日报社（大门）4辆
站点6：文华菜市场（公交站）3辆
站点7：海南师范大学南校区（公交站）4辆

站点8：海南大学（北门）4辆
站点9：燕泰酒店（公交站）2辆
站点10：绿色佳园小区（公交站）3辆
站点11：海口琼山区政府（府城公交站）4辆
站点12：省人民医院秀英门诊部3辆

站点13：金山广场（公交站）4辆
站点14：琼苑宾馆（公交站）3辆
站点15：明珠广场（公交站）4辆

统一发车时间：5：30

统一
发车时间
5：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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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口警方打掉一境外诈骗团伙

虚构理财产品等
骗取资金1500余万元

本报海口10月29日讯（记者邓海宁 通讯
员张天坤）10月29日，海南日报记者从海口市公
安局举办的新闻发布会上获悉，近日，海口警方打
掉一个在境外实施电信网络诈骗后回流的犯罪团
伙，抓获团伙成员9名，涉案金额1500余万元。

5月初，海口市公安局美兰分局刑警大队接
到一受害人报案，称其被网络诈骗300余万元。
经查，该受害人于3月底接到自称“东方财富”讲
堂工作人员的电话，称可提供专业老师，带学员炒
股。随后，受害人被拉进名为“财经达人课堂”的
微信群，并被推荐下载了延币网App，先后向对
方转账300余万元，进行所谓的“投资”。几天后，
该受害人被踢出群聊，延币网App也无法提现。

今年9月至10月，办案民警分别在广东、江
西将涉嫌诈骗的黄某明等6人和邓某强、彭某慧、
蔡某君等3人抓获。经审讯，黄某明等9人对其
出国实施网络诈骗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

据犯罪嫌疑人交代，该团伙今年3月出境前往
吉隆坡对国内群众实施诈骗。团伙成员利用微信
在各个投资、炒股的微信群内散布关于炒股投资的
信息，吸引大量受害人在他们开发的延币网App
内进行所谓的“投资理财”，该App内投资产品均
由团伙成员虚构，没有与正规市场连接。待受害人
投入大量资金后，便将受害人拉黑，关闭延币网
App提现功能，弃用实施诈骗的微信号，并再次购
买新的微信号进行新一轮诈骗。据团伙成员交代，
该团伙诈骗金额累计已达1500余万元。

目前，黄某明等9人已被依法刑事拘留，警方正
全力追捕在逃犯罪嫌疑人，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本报海口10月29日讯（记者罗
霞）海南日报记者10月29日从省商
务厅获悉，为加快释放消费潜力，省政
府决定在全省范围内开展2020第二
届海南旅游美食购物嘉年华活动。本
届嘉年华主会场促销活动将于11月
13日至15日在海口日月广场举行。

到今年年底前，逾千场促消费活动将
在海南陆续开展。

本届嘉年华活动以“GO海南，购
缤纷”为主题，聚焦免税品、汽车、餐
饮、家电、网络零售等重点领域，实行
各市县联动、线上线下互动，将组织千
企万店共同参与。

记者了解到，此次活动参与企业
将以折扣补贴、红包优惠券等诸多形
式展开促销，持续释放岛内居民及来
琼游客的购物消费热情。

按照活动安排，此次嘉年华主会
场促销活动将于11月13日晚8时在
海口日月广场正式启动。当晚活动将

持续4个小时，由电视与网络平台全
程进行直播

11月14日起，为期2天的2场促
销活动将在海口日月广场举行。11
月14日和15日的促销活动中，活动
方将推出“48小时直播”栏目，通过
《免税之王》《缤纷惠逛街》《夜食夜

话》《美好生活家》《缤纷惠生活》《阅
购好时光》《食尚海南》《GO！GO！
车小二》等主题板块，持续对海南的
旅游、美食以及购物内容进行全方位
直播推荐。直播过程中，主播将与全
国观众互动，不定时为观众派发促销
优惠福利。

海南旅游美食购物嘉年华主会场促销活动11月开展

千企万店齐促销 畅游海南欢乐购

陵水水产南繁苗种项目：

预计明年底建成投产

10月27日，俯瞰陵水水产南
繁苗种项目工地，工人正在操作机
械，加紧施工。

据悉，陵水水产南繁苗种项
目一期规划用地200亩，总投资
1.01亿元，目前正进行土方及管
道施工，已完成总体工程进度的
30%，计划2021年底建成投产。

项目集成最新的海水鱼类苗
种繁育先进技术，将建成一个集海
水鱼类新品种培育、技术创新、规
模化苗种繁育、亲本选育于一体的
大规格鱼种池塘培育示范基地。
项目投产后，将巩固和拓展陵水在
海水鱼类苗种繁育领域的优势，推
动全县产业结构调整。

文/本报记者 梁君穷
见习记者 李梦楠
图/本报记者 武威

预计10月30日

全岛以多云天气为主，中部和东部的局部地区有小阵雨10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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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9月27日晚海南省公安厅部署开
展“控发案、多破案”百日攻坚集中行动
以来，海口警方举全警之力、集全警之
智，坚持以打促防、打防结合、多措并举，
以战时机制强力推进各项打防管控措
施。截至10月28日，一个月来已破刑
事案件613起，同比上升80.8%，刑事案
件立案数环比下降3%，专项行动取得初
步成效。

根据部署要求，海口警方迅速成
立了以海口市公安局党委副书记、常
务副局长吴树强为组长的“控发案、多
破案”专项行动领导小组，构建了强有
力的战时组织体系，制定了具体行动
方案，层层部署推动，海口市公安局党
委委员分片挂点、部门警种联系助力，
形成了上下联动、齐头并进的良好工

作格局。
行动中，海口警方紧盯多破案目标，

更快地破大案，形成震慑；更多地破小
案，营造氛围。不断完善以信息为引领、
串并打击为核心、合成作战为支撑、深挖
扩线为方向的多发性侵财犯罪打击工作
机制，各部门各警种同步上案，确保打一
个、抓一批、破一串。

在坚持依法严打多破案的同时，
海口警方加快构建立体化社会治安防
控体系，着力提升感知预警、风险化
解、治安防控、重点打击能力，严格落
实定点执勤、动中备勤、高峰勤务、武
装联勤四项机制和“1、3、5分钟”快速
反应机制，进一步加大街头路面巡逻
防控力度，不断挤压“两抢”、盗窃电动
车、扒窃、砸车盗等街面多发性侵财违

法犯罪空间。
海口各派出所扎实开展“新时代枫

桥式公安派出所”创建，以及“百万警进
千万家”暨“海南公安百所万警保平安
做贡献”活动。石山派出所创建“1+2+
N”大榕树警务模式，把“枫桥”建成一
座警民连心桥，听百家言，解百家难，实
现警务工作前移。中山派出所通过辖
区内400多路视频监控，实时开展辖区
治安状况网上巡查、研判，运用信息科
技手段开展侦察破案。海甸派出所打
造24小时不打烊便民服务站，为群众
提供了就近办、网上办、少跑腿的新服
务模式。

海口警方还大力推进智慧小区建
设，充分整合公共安全视频监控、智能门
禁、车牌识别等智能安防设备，全要素数

据采集和智能分析，在已建成的西溪里
二期、翡翠水城、西海瑞园等小区，实现
了今年以来智慧小区建成后各类刑事、
治安案件“零发案”的效果；开展以标准
地址和实有人口、实有房屋、实有单位为
主要内容的“一标三实”基础信息集中采
集工作，为建立动态化、信息化人口管理
模式提供了基础支撑。针对市民群众反
映强烈的盗窃、电信诈骗等突出、重点、
热点问题，形成常态化清查整治工作机
制，启动公安物联网建设，并将建设物联
网电动车摩托车安防服务系统，科技助
力防范电动车盗窃。

对辖区内盗窃类侵财案件多发的
情况，海口市各公安分局充分调动辖区
力量，创新“路长制”“公安+环卫”“公
安+快递”等警务模式，不仅加大对侵财

类案件高发路段、时间的巡控力度，更
进一步充分发挥群防群治和宣传引导
的作用，引导社会更多力量参与到社会
治安防控工作。这一个月来，盗窃案件
同比下降20.5%，破案141起，同比上升
143%，今年1月至10月海口警方受理
治安案同比下降15.9%，全市社会治安
大局持续稳定。

针对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多发势头，
海口警方专门设计制作了多种版本的
反诈宣传广播、传单、海报和“海口阿
sir说诈骗”等一系列反诈宣传视频等，
以基层派出所为单位，推出了“一篇反
诈警情通报微文、一堂反诈宣讲课、一
段反诈广播、一份反诈调查问卷、一系
列反诈宣传小视频”等10多项反诈宣
传措施，通过发放传单、短信提示、校园

宣讲以及在抖音、微信公众号等新媒体
平台开展宣传防范工作。海口警方还
将协调港航、交通等部门，在出租车、公
交车，各大商场、娱乐场所等LED屏铺
开宣传反电诈贴士，在报纸、电视、网
络、广播等媒体的大力支持下，进一步
提高宣传的覆盖面，着力提升广大市民
群众的识骗防骗能力。

时不我待，形势逼人。海口警方将
把“控发案、多破案”百日攻坚行动作为
年终岁尾维护安全稳定的重要抓手，进
一步振奋精神、再接再厉，以超常规的认
识、举措和行动，扎实深入推进百日攻坚
行动，确保取得超常规的实效，为海南自
贸港建设创造更加安全稳定的社会治安
环境。
（策划/海宁 撰文/黄培岳 张天坤 海宁）

海口警方破刑案数一个月来同比上升80.8%

“控发案、多破案”百日攻坚捷报频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