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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高懿）近日，海南日报记者从澄
迈县公安局获悉，该局在省公安厅相关部门的支持
下，成功打掉4个长期为境外赌博诈骗团伙转移
涉案资金的洗钱犯罪团伙，抓获犯罪嫌疑人20
名，查扣涉案手机、银行卡、电脑等涉案工具一批，
核破电信网络诈骗案件85起，涉案资金近2亿元。

今年以来，澄迈县公安局合成作战中心在工作
中发现有多名隐藏在澄迈辖区内的为境外赌博诈
骗网站洗钱“跑分”的犯罪嫌疑人，均通过使用银行
卡转移涉诈涉赌类赃款并从中获利。为有效遏制
此类犯罪，澄迈县公安局经过缜密侦查，掌握到该
多名犯罪嫌疑人分属4个犯罪团伙，基本摸清其组
织架构和犯罪事实。

8月19日，澄迈县公安局组织40余名警力集
中收网，成功在澄迈老城地区打掉一个洗钱犯罪
团伙，抓获犯罪嫌疑人10名，查扣作案手机50
部、银行卡75张，核破电信网络诈骗案件32起，
涉案资金流水7730万元。

继8月19日在老城打掉洗钱团伙后，专案民警
发扬连续作战的精神，深挖扩线，通过采取合成作
战、警种联动机制，9月7日，澄迈县公安局组织30
余名警力集中收网，又成功在澄迈金江地区打掉3
个洗钱犯罪团伙，抓获犯罪嫌疑人10名，查扣作案
手机30部、银行卡45张、电脑4台，核破电信网络诈
骗案件55起，涉案资金流水1亿余元。

■ 本报记者 邓海宁

海口世纪大桥又发生交通事
故。日前，海口世纪大桥发生 4车
追尾交通事故再次引起普遍关注。
海南日报记者梳理媒体报道发现，
仅近两个月来，世纪大桥上就发生
了至少 5起交通事故，世纪大桥为
何交通事故多发？桥梁是否存在交
通安全隐患？相关部门又有哪些举
措？带着这些市民关心的问题，记
者进行了走访。

9月10日，海南日报记者驱车来
到海口世纪大桥，记者看到，9月9日
晚发生交通事故的路段已恢复如
初。而与1个月前不同的是，世纪大
桥已加装了双色爆闪警示灯，并设置
了危险路段安全行车的预警提示牌，
提醒过往的司机注意行车安全。

“世纪大桥每个月都有大大小小
好几次交通事故。”家住大桥附近甸
昆小区的海口市民郭阳告诉海南日
报记者，因为在国贸工作，世纪大桥
是他驾车上下班的必经之路，桥上经
常能看到有一边拿手机聊天一边开
车的司机，超过大桥最高限速80公
里/小时驾驶的也不在少数，如果驾
驶中遇到突发情况，这些司机很难及
时作出反应。

同样住在海甸岛的市民徐爽则
认为，频发的交通事故和世纪大桥中
央的隔离护栏无法满足实际使用需求
有关，世纪大桥现有的护栏高度较矮，
很容易被司机忽视而撞上，而且防撞
能力不佳，遇到事故一撞就飞，完全起
不到拦停事故车辆的作用，还会给对
向车道上的车辆带来危险，“每天上下
班开车经过世纪大桥，我都提心吊胆，

不仅要聚精会神地看着前面，还要时
刻防着对向车道的车辆”。

“交通事故的发生，是人、车、路、
环境等诸多因素相叠加的结果。”海
南省交通学校副校长吴淑煜称，虽然
司机是最主要的因素，但道路条件、
环境等客观因素也不容忽视，需要交
警等有关部门综合实际情况分析研
判，找准病因，才能对症下药。

海口市公安局交警支队交评工
作大队民警吴孝明表示，针对近期在
世纪大桥发生的交通事故，交警也专

门进行了事故成因的分析研判，结论
为世纪大桥在建设之初，未考虑设置
中央防撞隔离设施，目前仅通过设置
简易护栏进行隔离，不具备防撞功
能，且桥面存在比较长的下坡弯道，
坡度过大致下桥车速过快，该位置也
是世纪大桥交通事故的易发路段，存
在安全隐患。同时，部分司机存在超
速、分心驾驶、疲劳驾驶、酒驾等违法
行为，继而引发交通事故。

“针对以上问题，今年8月底，海
口交警已完成世纪大桥双色爆闪警

示灯、危险路段安全行车预警提示牌
等安装，并设置了视频监控区间测速
的电子警察，对超过限定车速80公
里/小时的违法行为实施抓拍并曝
光。”吴孝明称，以上设施设备已于近
日启用，后续还将在世纪大桥增设防
眩光板和施划车行道纵向减速标线，
降低夜间对向车辆远光灯照射影响，
缓解车辆在下坡段车速过快的安全
隐患问题。

“海口市政府收到研判报告后，已
召开专题会议研究世纪大桥路段交通

安全隐患排查工作，研究通过了世纪
大桥交通事故易发路段采用200米水
泥砼形式设置中央硬隔离设施（示范
段）的优化方案。”海口市公安局交警
支队相关负责人表示，该工程将由海
口市桥隧管理有限公司负责实施，于
本月启动，为避免对桥梁主体安全结
构产生影响，该工程将采用吊装的方
式进行施工，不需在桥面打桩，新设置
的钢筋水泥砼也将具备相应的防撞功
能，能够及时拦停事故车辆。

（本报海口9月12日讯）

海口世纪大桥缘何事故频发
交警部门分析研判事故成因，并出台启用区间监控测速、安装爆闪警示灯等措施

澄迈警方打掉
4个洗钱“跑分”犯罪团伙
涉案资金近2亿元

9月9日晚，海口世纪大桥交通事故现场。 海口市公安局交警支队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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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口整治医美乱象

加强整形用注射填充物监管
本报讯（记者余小艳 通讯员符彦菲）近日，海

口市市场监管局将针对医美行业乱象，在全市范围内
开展可用于医疗美容的医疗器械专项整治工作，将重
点加强整形用注射填充物和光治疗美容设备等产品
的监管，依法查处不符合法定要求的药品、医疗器械，
同时加强对医疗美容行业价格违法行为和医疗美容
广告的监管，依法查处违法发布虚假医疗美容广告。

海口市市场监管局有关负责人介绍，非医疗机
构采购、使用医疗美容类药品和医疗器械，发布医疗
广告或变相发布广告均属违法行为；美容医疗机构
应当向有生产经营资质的企业购买药品、医疗器械，
落实进货查验制度，按照适应证依法合理使用医疗
器械，严格医疗用毒性药品和麻醉用药品使用。

同时，市场监管部门告诫经营企业和使用单
位，要从合法渠道购进依法取得注册证或者备案
凭证的医疗器械，做好进货查验和销售记录，规范
可用于医疗美容的医疗器械的购进管理和销售使
用行为，切实保证医疗器械质量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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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0日，在第18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举
办期间，由三亚市政府主办、三亚中央商务区管
理局承办的海南自贸港三亚经贸合作交流大会
如期举行。会议开始前15分钟，已有不少园
区、企业代表来到会场，相互交流，寻找合作空
间。当天，三亚中央商务区分别与2家园区签
署合作备忘录，同3家企业举行合作签约仪式。

签约结束后，广西宝塔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副总裁王和笑容满面。“可以说，此次签约合作，
我们双方一拍即合。”王和介绍，早在2018年，
他们就启动了在三亚的发展布局，至今已有一
定的项目储备。“如今，得益于海南自贸港的诸
多利好政策，以及三亚中央商务区管理局工作
人员的热忱服务，让我们感受到了三亚良好的
营商环境。我们相信，企业可以在这里实现‘走
出去’。”

根据协议，企业将在三亚注册设立全新宝
塔集团，助力三亚总部经济发展。先期将推动
土地全域整治和文化艺术产业基地的建设，
接下来企业还将在园区开发、城市更新、商业
运营、文旅康养等业务领域积极与三亚开展
合作。

利好的政策、良好的营商环境、优质的服务
……交流会上，不少国内外园区、企业纷纷看好
海南自贸港发展前景，显示出强烈的投资意愿。

中国－马来西亚钦州产业园重点发展生物
医药、电子信息、现代服务业和东盟传统优势产
业等，致力于建设高端产业集聚区、产城融合示
范区、科教和人才资源富集区、国际合作与自由
贸易试验区。

此次签约，双方将共同探索跨境电商等外
贸新业态发展，产业园区合作开发新模式，推动
两地在金融、外联等领域的合作。

“广西与海南同处北部湾经济区，双方很
多发展定位基本上是一致的。”中国（广西）自
由贸易试验区钦州港片区管委会、中马钦州产
业园区管委会副主任莫福文表示，双方在利用
外资跨境电商、对外金融、旅游等产业的契合
度较高，希望借助自贸港政策优势以及三亚中
央商务区的管理经验和团队，共同向东盟发展
外向型经济，形成“海南服务+广西制造”模
式，畅通国内大循环、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

“我相信此次合作将是强强联合。”莫福文信心
满满。 （撰文/孟南）

三亚组团参加中国-东盟博览会

扩大自贸港“朋友圈”共享发展成果
合作伙伴点赞海南自贸港、三亚：

企业可以从这里
走向世界

利好政策吸引合作签约

独有的政策优势、火热的投资氛
围、良好的营商环境……海南自贸港
三亚经贸合作交流大会上，一大批国
内外企业代表踊跃参与，发掘海南自
贸港商机，显示出强烈的合作意愿。

会上，三亚中央商务区分别与南
宁五象新区、中国－马来西亚钦州产
业园签署合作备忘录，与泰晖通印度
尼西亚项目、新加坡MAP集团、广西
宝塔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等3家企业举
行合作签约仪式。

根据协议，新加坡MAP集团将
在三亚市投资引进东南亚著名的旅
游工艺品、国际性的餐饮零售和健康
娱乐等产业，带动品牌首店、概念店
落地三亚；广西宝塔投资集团有限公
司则将发挥其产业及城市更新品牌
优势，共同促进三亚市文化艺术产业
基地及城市更新合作项目落地；与泰
晖通印度尼西亚项目的合作中，该公
司将在三亚市发展总部类经济或创
新类经济产业，同时发挥企业的市场
影响力和品牌效应，带动三亚经济发
展，助力三亚城市升级。

“我们非常看好海南自贸港发
展，此次与三亚中央商务区合作，希
望能探索中国-东盟自贸区与海南自
贸港联动、广西与海南两地企业联动
发展机制，助力三亚经济发展和城市
升级。”广西宝塔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副总裁王和说。

在园区合作方面，双方将依托各
自区位、产业优势，在促进两地政策
共享、拓展两地产业合作、推动两地
金融合作、加强两地外联合作等方面
开展持续合作，进一步形成长期稳
定、务实合作、共同发展的新格局，推
动双方合作向更宽领域、更深层次、
更高水平迈进。

邕江之畔，琼桂之约。第18届中国-东盟博览会9月10日在广西南宁开幕，海南组团参加本届博览会，宣传推介海南自贸港政策，开展主题
招商对接活动，深化交流合作。当天下午，海南自贸港三亚经贸合作交流大会如期举行，来自广西、海南等地政府部门、参展企业代表及自贸港
建设领域专家共约120人参会，共同探讨海南自贸港与中国-东盟自贸区的联动机制，深化三亚与南宁、三亚与东盟各国间的合作交流，进一步
扩大海南自贸港“东盟朋友圈”，共享发展成果。

“请双方交换签约文本。”
在此次海南自贸港三亚经贸合

作交流大会上，琼桂两地达成5项合
作。顺利签约的背后，离不开良好的
合作基础。

广西与海南地缘相近、气候相
似，同属北部湾经济圈，同处对接东
盟最前沿，共同肩负落实西部陆海新
通道、自由贸易港（区）等国家战略的
重任，也是连接国内、国际的“中转

站”，在国际投资、贸易、科技、文化、
旅游等交流合作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琼桂情，一家亲。一直以来，两
地交流联系紧密。2020年 9月 17
日，海南省政府与广西壮族自治区政
府签署合作框架协议，进一步深化自
贸港区、港航、重点产业、旅游、会展、
医学开放、反走私、国资国企等领域
合作，形成长期稳定、务实合作、共同
发展的新格局。

同时，为进一步推动落实两省
区框架协议内容，同年10月14日，
琼桂两省区座谈暨项目签约仪式举
行，现场签约5个项目，涉及港航、
会展、环保、数字经济产业等合作领
域，进一步凝聚合作共识，形成务实
合作。

作为琼桂两地的重要城市的三
亚和南宁，区域优势明显，资源互补
性强，合作基础良好。三亚中央商务

区是海南自由贸易港的11个重点园
区之一，作为自由贸易港政策的主要
承接地和先行先试的“孵化器”，将多
点联动推进优质产业资源导入，围绕

“4+2”产业精准招商，在总部经济、
金融服务、现代商贸、邮轮游艇、专业
服务、文化休闲等方面持续发力，通
过促进新一批合作项目的落地，为进
一步推动两地开放合作发展形成新
格局夯实基础。

灵动的弧线勾勒出大海的波涛，
大屏幕上的椰风海韵，瞬间把人带入
了“海南时间”。以“中国的海南岛，世
界的自贸港”为主题的海南馆亮相本
届中国－东盟博览会西部陆海新通道
展区。

作为东盟的“邻居”，海南、广西
与马来西亚、印尼、文莱、越南等国相
邻，成为中国与东盟市场的重要地
带。近年来，海南不断深化与东盟各

国城市和地区的合作，在推动构建中
国—东盟命运共同体中共享发展机
遇，共谋合作成果，扛起责任担当。

2016年，首届澜湄国家旅游城
市（三亚）合作论坛在三亚举办，推
动三亚与澜湄国家各旅游城市间的
务实合作。三亚与越南胡志明市共
商邮轮旅游合作，实现客源互动、旅
游资源共享、线路互推，“柬—中香
蕉产业园区”项目、琼泰农业合作项

目先后落地，热带农业科研成果共
享互惠……

在与各相关城市在航线开通、游
客互送、文化交流与商贸往来等领域
开展合作，取得丰硕成果的同时，合
作双方加深了彼此之间的互信与共
识。与此同时，海南还积极发挥旅游
资源优势，为国家间频繁的人员互
访、客源互动提供保障，有力促进了
国际化水平提升。

“我们要利用中国-东盟博览会
这个平台扩大三亚 CBD 的‘朋友
圈’。”三亚中央商务区管理局副局长
陈默认为，海南自贸港与东盟各国隔
海相望，双方产业互补性强。在出口
方面，可以充分发挥海南自贸港在数
据、人才金融方面的优势；在进口方
面，围绕着人才、信息、金融服务等领
域，为中国-东盟自贸区的建设贡献
海南自贸港的力量。

良好基础深化务实合作

依托平台共享发展机遇

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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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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