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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董林 通讯员陈萌）5 月 19
日晚至 20 日凌晨，东方市公安局交通警察
大队联合巡特警、派出所警力依托“路长
制”勤务模式，分两时段开展货车超载、违
规载人专项整治行动，减少因货车超载、违
规载人引发的道路交通事故。

行动中，路管员结合辖区工作实际，在
公爱互通、八所互通、高速出入口、新街村、
罗带村等主要路口，布置警力设卡拦截检
查。重点突出 19 日 20 点钟至次日凌晨 2 点
钟、20 日 4 点钟至 8 点钟的路面查缉工作。
对过往农用车、货车进行拦截检查，做到逢
车必查，逢疑必检，严查农用车、货车违规
载人、人货混载、报废车上路、无牌无证等
交通违法行为。期间，共查处各类交通违
法行为 13 起。其中，货车违规载人 2 起、超
载 1 起、酒醉驾 2 起、未悬挂号牌 1 起、超员
1 起，其它交通违法行为 6 起。

东方交警集中整治货车超载违规载人交通违法行为

在主要路口分两时段查缉

东方交警检查过往车辆东方交警检查过往车辆

海口市秀英区人民法院

公 告
（2020）琼 0105 民初 1444 号

唐志亮：
本院受理原告宋博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

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开庭传票、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应
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起诉状副本及证据、诉讼当事人须知、
权利义务告知书、廉政监督卡等诉讼材料。自发出公告之日
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
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并定于 2020 年 8 月 14 日上午 9:30 时在
本院第五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一日

海口市秀英区人民法院

公 告
(2020)琼 0105 民初 469 号

张伟林、张雪君：
本院受理原告海南焕昊实业有限公司诉你们买卖合同

纠纷一案，因你们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开庭传
票、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起诉
状副本及证据、诉讼当事人须知、权利义务告知书、廉政监
督卡等诉讼材料。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
并定于 2020 年 8 月 14 日上午 9:00 时在本院第五法庭公开
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一日

海口市秀英区人民法院

公 告
(2019)琼 0105 民初 397 号

严安伟：

原告海口众协力贸易有限公司与被告广东大城建设集团有限公

司、第三人海口晟凯建材有限公司、严安伟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你

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材料、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权利义务告知书、诉讼风险提示书、开庭传票、合议庭组

成通知书。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均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并定于 2020 年 8 月

10 日上午9时在本院第三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特此公告。

二〇二〇年五月十八日

海口市秀英区人民法院

公 告
(2020)琼 0105 民初 417 号

宫松岭：
本院受理原告海南章建油品贸易有限公司诉你买卖合同
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权利义务告知书、合议庭组成通知书及
传票。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并定于公
告期满后的 2020 年 8 月 10 日上午九点在本院第五庭公开
开庭审理，逾期未到庭将依法缺席审理。

二〇二〇年五月十九日

海口市秀英区人民法院

公 告
(2020)琼 0105 民初 1472-1473 号

周亚弟、李维、刘登军、钟小雪：
本院受理原告海南绿科普华贸易有限公司诉你们买卖

合同纠纷两案，因你们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开
庭传票、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起
诉状副本及证据、诉讼当事人须知、权利义务告知书、廉政监
督卡等诉讼材料。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
并定于 2020 年 8 月 14 日下午 15:00 时在本院第五法庭公开开
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一日

本报讯（记者赵世馨 麦文耀）5 月 21 日，
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召
开“飓风行动”专项整治工作会议，切实做好
辖区道路交通安全管理工作。

会议要求，要明确目标，确保近段时间全
县不发生一起死亡3人以上的道路交通事故，
确保不发生有影响的道路堵塞，确保不发生公
路“三乱”现象，确保不发生公路群体性事件；

要明确整治重点。对客车超员、疲劳驾驶、超
速行驶、无证驾驶、酒后驾驶、摩托车违法行驶
等严重交通违法行为，严肃处理，决不手软；要
明确责任。

保亭交警部署“飓风行动”

严查酒驾等交通违法

定安消防开展爱心募捐

用于扶弱助残
本报讯（记者舒耀剑 通讯员蒋卷勇）

5 月 20 日，定安消防救援大队组织开展
“大家都来为残疾人捐助一元钱”爱心募
捐活动，进一步弘扬中华民族扶弱助残的
传统美德，营造扶残助残的社会风尚。

该大队全体消防员本着“自愿、自主”
的原则，参与了此次募捐活动，此次活动
筹集爱心自愿捐款共计 3600 元。

海口 43 家旅行社 2019 年度致
力开发客源市场

获政府奖励3485万元
本报讯（记者王巍）5 月 19 日，海口市旅文局公示 2019 年

度海口市旅行社开发客源市场获政府奖励企业名单，2019 年
度海口全市 56 家旅行社和分社填报了旅行社奖励系统，经会
计师事务所对符合奖励条件的旅行社和分社提供的行程表、
旅游景点门票、客人入住酒店发票及有关的资料进行审计，核
定43家旅行社开发客源市场将获得政府奖励3485万元。

根据《海口市旅行社开发客源市场奖励暂行办法》，在
我省具有合法资质的旅行社、分社，通过组织招徕游客在海
口市住宿、游览、观光及其它旅游消费的，均可申请奖励。
奖励类型分为酒店住宿量奖励、景区游客量奖励、海口一日
游奖励金额、高尔夫球场消费年接待量奖励、电子商务平台
奖励金额、岛外客源市场海口旅游营销推广活动奖励六大
类。2019 年度旅行社奖励金额为 34853565 元，共有 43 家旅
行社获得。其中，海南望海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海南同享
旅行社有限公司、海南君辉旅行社有限公司 3 家旅行社获得
的奖励金额都在 400 万元以上，最高获 4427755 元奖励。

本报讯（记者陈太东 通讯员郑韬）5 月
19 日，乐东黎族自治县公安交警大队开展货
车违法载人集中整治夜查统一行动中，查处
一名凌晨饮酒后在高速逆行的驾驶员。

当天凌晨 5 时许，在 G98 环岛高速公路
尖峰互通检查点，民警发现一辆车牌号为琼

DA6300 的 小 型 轿 车 在 高 速 公 路 上 逆 向 行
驶。民警上前将该车辆拦下，并引导该车驶
下高速到安全地带进行检查。当车窗降下，
车内一股浓浓的酒味扑鼻而来，执勤民警对
车辆驾驶人进行呼气式酒精检测，酒精快排
检测仪显示“饮酒驾驶”。经对该车辆驾驶人

周某喜做进一步酒精检测，其血液中酒精含
量为 50mg/100ml，属饮酒后驾驶机动车。驾
驶人周某喜存在饮酒驾驶、高速公路逆行的
交通违法行为。民警对驾驶人周某喜进行批
评教育，并依法对其作出扣车、罚款 2200 元、
一次性记 24 分、暂扣驾驶证 6 个月的处罚。

凌晨酒驾在高速路逆行
一司机被乐东交警记24分

三亚消防整治电动自行车
违规占用消防通道等行为

清理违停电动车
100余台

本报讯（记者刘武军 通讯员王通彬）
5 月 20 日晚，三亚消防吉阳消防救援大队
联合区应急管理局、区综合执法局、区交
警大队等部门，在月川老干区开展“打通
生命通道”和电动车消防安全专项整治行
动，确保辖区火灾形势高度稳定。

检查人员针对月川老干区电动自行
车违规占用消防通道、群租房私拉乱接电
线违规充电、电动车违规停放于疏散通道
等情况，进行详细检查整治。检查发现，
存在私拉乱接电线、电动自行车违规停放
和堵塞疏散通道等情况，针对存在情况，
检查人员要求立即整改。

与此同时，三亚各区消防大队也开展
专项整治夜查行动，经排查出租房、群租
楼 140 余处，清理违规停放充电的电动车
100 余台，整治消防车道 12 处，清理“飞
线”22 条，劝说教育 200 余人。

游客丢失金项链
三亚亚龙湾派出所路管

员帮忙找回

本报讯（记者李业滨 通讯员白瑛奇
苏红秀 周子晨）5 月 20 日，三亚市公安局
吉阳分局亚龙湾派出所路管员帮助群众
及时找到丢失的贵重物品。

5 月 19 日 23 时 30 分，亚龙湾派出所
接到游客张先生报案称，其身上 1 条价值
3 万余元的金项链不慎丢失，请求帮助。
接报后，该所路管员出警赶到现场了解情
况。据张先生回忆，其同妻子曾在酒店公
共区域散步，回房间后再未看到项链。了
解情况后，路管员联系酒店工作人员，调
取相关资料反复查看，同时发动警保联控
队员参与寻找，于 20 日凌晨 1 时许找到捡
拾者，顺利找回金项链，通知失主前来认
领。经确认，路管员将物品完好无损的交
到张先生手中，张先生连声表示感谢。

海南铁路海口车务段无缝连接
解企业“燃眉之急”

首趟纸浆货列开行
本报讯（记者陈超超 通讯员蒋勇）5 月 21 日，满载 34 车

的整列纸浆专列抵达海南铁路海口车务段雷州站。叉车司
机操控着叉车设备在铁路高站台上穿梭忙碌着卸货，卸完的
纸浆将通过汽车转运到湛江晨鸣浆纸有限公司，通过加工生
产为成品后，再通过铁路运输销往广东珠三角、四川和重庆
等地。

湛江晨鸣浆纸有限公司是海口车务段的白货大客户之
一。今年以来，海口车务段货运营销团队调查了解到，因受
疫情影响，湛江晨鸣浆纸有限公司打算进一步扩展国内市
场，因此急需增加浆纸等原材料供应来满足生产需要。海口
车务段货运营销团队“急货主所急、想货主所想”，做好与企
业的无缝连接，确保卸车组织和短驳运输顺畅，全力满足企
业对原材料的供应需求。

海口车务段首趟纸浆货运专列成功开行，不仅解决了企
业的“燃眉之急”，还一并解决了雷州站货运白板纸装车长
期以来空车不足的“老大难”问题，为“以卸保装”促进白纸
增运增收发挥了积极作用。

本报讯（记者王巍）日前，省旅文厅启动
了景区、酒店、图书馆、博物馆、体育馆等旅游
文化体育公共场所外语标识标牌规范工作，
助推海南自贸港和国际旅游消费中心建设。

据介绍，规范旅文公共场所外语标识标
牌工作按照“分步实施、分级负责、点面结
合”的策略，严格落实“分级负责、属地管理”

原则组织实施。第一阶段为今年 4 月至 12 月
31 日 ，完 成 4A 级（含）以 上 景 区 和 四 星 级

（含）以上酒店及金银宿级乡村民宿点外语
标识标牌规范化、标准化建设；接待俄、日、
韩游客的酒店及乡村民宿点设置中英俄、中
英日、中英韩三种文字的标识标牌。同时完
成省图书馆、省博物馆、省民族博物馆、南海

博物馆外语标识标牌规范化、标准化建设工
作。第二阶段为 2021 年 1 月 1 日至 2021 年 6
月 30 日，完成 3A 级（含）以下 A 级景区和三
星级（含）以下星级酒店及金银宿级乡村民
宿点外语标识标牌规范化、标准化建设；完
成市县级图书馆、博物馆、文化馆（艺术馆）、
体育馆外语标识标牌规范化、标准化建设。

据了解，全省旅游和文化体育公共场所
外语标识标牌的语言、字体、颜色、大小及位
置要按照全省统一标准规范建设，标识标牌
设置规范、图文清晰、译写准确、通俗易懂。
省旅文厅将不定期深入场馆开展中英文标
识标牌督查工作，对推进顺利的市县给予通
报表扬，对推进滞后的市县给予通报批评。

本报讯（记者王巍）日前，省旅游资源规
划开发质量评定委员会发布公告，海南长影
环球 100 奇幻乐园被批准为国家 4A 级旅游景
区，海南霸王岭国家森林公园和桂林洋国家
热带农业公园被批准为国家 3A 级旅游景

区。这意味着我省增加了 3 家国家 3A 级以
上旅游景区。截至目前，我省共有国家 5A 级
景区 6 家、国家 4A 级景区 20 家、国家 3A 级景
区 28 家、国家 2A 级景区 12 家。

据了解，长影环球 100 奇幻乐园是长影

环球 100 文化旅游度假区重磅打造的项目。
霸王岭位于昌江和白沙县交界处，是我国唯
一保护长臂猿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桂林洋
国家热带农业公园是我省“十三五”重点项
目，是我省“农高区”核心园区。

我省新增3家3A级以上景区
长影环球100奇幻乐园获批国家4A级旅游景区

一位失明老人迷路误入
他人家

三亚警方帮其
找到家人

本报讯（记者李业滨 通讯员黎金兰
王清莹）5 月 17 日上午,三亚市公安局飞鹭
支队和天涯分局凤凰派出所共同帮助 1 名
迷路的失明老人找到家人。

5 月 17 日上午 8 时 54 分，三亚市公安
局指挥中心指令称，在芒果村临时停车场
旁有一名老人躺在地上。接指令后，飞鹭
海虹中队队员韦汉荣、李宗帅、唐昌叔和
凤凰派出所路管员立即赶到现场看到，一
位七旬老人拄着拐杖，因双目失明，误入
报警人家中。执勤人员经交流发现老人
只会讲儋州本地方言，沟通困难，且身上
未携带有效证件及家人联系方式。有群
众称其应该住附近，执勤人员立即在附近
走访。韦汉荣也赶紧联系家住芒果村的
朋友。韦汉荣将老人的照片通过微信发
给其朋友。“这不是我爷爷吗！”其朋友一
看照片便认出老人正是他的爷爷。韦汉
荣随即将地址告诉其朋友，9 时 20 分，老
人的家属赶到现场接老人回家，并对韦汉
荣等人的帮助表示感谢。

本报讯（记者杨春梅 通讯员王世勋）5 月
20 日，五指山市公安局交警大队结合“路长
制”勤务，开展夜查行动，查处一起无证驾驶。

当晚，执勤人员在 G224 国道 221 公里路
段设置临时检查点开展夜查行动。一男子驾
驶三轮摩托车驶近检查卡点时，民警示意其

停车接受检查。但该男子突然加速向前方驶
去，民警见状立即进行口头警告，而驾驶人不
听劝告，反而加大油门逃跑。男子慌不择路，
加上驾驶速度过快操作不当，连车带人侧翻
倒在地，还意外追尾撞上前方正在接受检查
的一辆小轿车尾部，造成三轮车驾驶员受伤

和两车损坏的交通事故。三轮摩托车驾驶员
李某某称，自己没有驾驶证，遇到交警查车心
理紧张，想冲过检查卡点逃避处罚。

该起事故三轮摩托车驾驶员李某某负事
故的全部责任，因无证驾驶机动车，被五指山
交警依法处以 1500 元的罚款。

一男子无证驾驶摩托车遇五指山市交警检查加大油门逃跑

冲卡追尾小汽车受处罚

本报讯（记者杨春梅 通讯员王世勋）5
月 20 日，五指山公安局交警大队开展整治行
动，严查无牌无证电动四轮车上路行驶等交
通违法行为。

当天，驾驶人王某某驾驶一辆电动四

轮车行驶至执勤点时，执勤交警将其拦停
例行检查，并要求出示驾驶证等证件，驾驶
人王某某竟然反问称，“驾驶这种车还要驾
驶证吗？”执勤交警闻到驾驶人王某某身上
有一股酒味。经现场呼气酒精测试，驾驶

人 王 某 某 血 液 中 酒 精 含 量 为 60mg/100ml，
属酒后驾驶。

对王某某酒后驾驶未悬挂号牌机动车上
路行驶的交通违法行为，五指山交警依法对
其处以 2100 元罚款、一次性记 24 分的处罚。

酒驾无牌电动四轮车
一司机被五指山交警一次性记24分

我省规范公共场所外语标识标牌
分两个阶段推进，将不定期深入场馆开展中英文标识标牌督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