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陈超超 通

讯员彭从寅）2月21日，一辆载有几

十桶易燃品的货车准备登船过海？

海口铁警接报后立即赶赴现场进行

排查，发现原是虚惊一场。

当天18时28分，海口铁路公安

处海安南站派出所接到群众报称，有

一辆河南号牌货车上装有几十桶易

燃品准备登船过海。接报后，该所执

勤民警联合当地交通部门立即赶赴

现场。民警经现场了解，该批“易燃

品”系电缆防火涂料，并不易燃，原来

是虚惊一场。民警在查验完车上物

品，确认无安全隐患后，让该司机正

常登船过海。

有举报称一货车载易燃品准备登有举报称一货车载易燃品准备登
船过海船过海，，海口铁警排查发现海口铁警排查发现

不不是易燃品是易燃品
而是防火涂料而是防火涂料

海口铁警对可疑
物品进行排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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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1版）码头隔离区提取，退货则需要联系客服，按程序退货、退款。自驾车离

岛的购物旅客应在随车通道提货，乘船离岛的购物旅客在客运通道提货。但在

此次事情中，应按规定在随车通道提货的“北京宝哥”和家人误入了客运通道排

队进行提货，造成工作人员需要跨区域找货、调拨，从而导致提货时间较长。

二是春节假期消费集中，销量远超平时。据了解，海南春节期间离岛免

税购物件数较2019年春节假期接近翻番，而中免集团提货点面积较小仍未

扩大，每平方米堆积商品件数达200票，提货点商品堆积过多，存在找货不便

的情况。

三是三亚国际免税城投入不足，管理和服务不到位。相关提货点营业面积

和货架仓位不足，智能化水平不高；员工培训管理不到位，出现紧急事件处置反

应能力差；客服系统接待能力不足，顾客难以打通客服电话，个别客服人员业务

能力不强，服务欠佳；引导标识不清，顾客很难准确抵达规定提货点提货。

记者了解到，目前中免集团旗下各家免税店已依据此次事件暴露出的问

题有针对性地着力提升管理质量，进一步优化服务水平。

如何提升？

海南已督促免税主体全面总结相关问题经验教训

去年以来，海南省引进了四家免税经营主体，新开了五家免税店，消费者

的购物体验有了较大的提高。但是，在离岛免税业务高速发展、快速增长的

同时，也暴露出一些问题，与人们追求美好生活的需求相比还有不小的差距。

据悉，目前消费者反映的问题主要集中于四个方面：一是免税店热销品

牌商品（如苹果手机、古驰、卡地亚等）购物人数多，排队时间长，购物环境有

待优化；二是国庆、春节等节假日销售旺季，机场、码头隔离区提货点排队时

间长；三是客服系统接待能力不足，顾客难以打通客服电话，个别客服人员业

务能力不强，服务欠佳；四是国际一线品牌仍然不够全，如LV、爱马仕还没有

进入省内任何免税店，有些免税商品价格与有税市场差距不大，不能满足高

端消费者的购物需求。目前，海南省离岛免税工作专班已对相关问题形成关

注，正逐步推动优化。

营造良好的营商环境，提升自贸港形象，提高国内外游客的获得感、幸福感，

一直是海南省各级政府部门的努力方向。海南省离岛免税工作专班相关负责人

表示，下一步海南将进一步督促各免税经营主体总结“北京宝哥”视频反映出的

问题，举一反三，改善购物环境，加强政策宣传，强化员工培训和管理，进一步提

升服务质量，落实好国家赋予的政策，保护好“离岛免税”这块金字招牌。

海南加快推进系列措施
优化购物体验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陈太东）2
月20日，乐东黎族自治县委副书记、

政法委书记张韵前往莺歌海镇实地

调研乡村治理积分制管理工作，就

如何深化积分制管理工作，扎实推

进乡村振兴作出指导意见。

针对如何继续深化积分制管理

工作，张韵要求，要按照实际情况，对

乡村治理积分制目标进行动态调整；

要提高思想站位，发挥示范带动作

用，打造乐东积分制示范镇，不断充

实、完善和升级积分内容，实现积分

评优形式多样化；要真正把积分制应

用到社会治理体系建设中，重点围绕

渔民的转产就业，积极对接社会企业

及政府提供各类社会性、公益性就业

机会，合理设计岗位技能积分培训，

提高农民的技能，增强政府的公信

力，引导农民逐步理解和认可积分

制，促进积分制管理落到实处；要公

平公正，用好“积分存折””积分上岗

卡“和积分小程序，及时公开透明，兑

现承诺；要做好积分氛围营造，做到

人人知积分，人人争积分。

乐东县委政法委领导调研乡村治理积分制管理工作

促进积分制管理落到实处

省海口监狱警体训练中心揭牌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侯阳 通讯员

何德 金胜利）2月20日，海南省海口监

狱举行2021年全民健身运动暨警体训

练中心揭牌仪式。

据了解，警体训练中心总建筑占地

面积1482平方米，设有篮球、排球、羽

毛球、乒乓球等场所，安装了健身器

材。揭牌仪式后，监狱启动了全民健身

活动，省监狱局机关与海口监狱进行了

篮球友谊赛，民警职工进行了羽毛球、

乒乓球、跑步等健身活动。

五指山法院强化警示教育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杨春梅 通讯

员王烁）近日，五指山市人民法院召开

全院大会开展动员大会强化以案促改

警示教育工作。

会议要求，要提高政治站位，在认

真整改上下功夫；要严格履职尽责，确

保以案促改各项工作落地见效；要加强

内外沟通，提高工作质效；要强化跟踪

督办，对整改不力要严肃追究责任，力

戒形式主义，务求工作实效；要强化宣

传引导，营造良好的舆论氛围。

定安司法局加强矫正监管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舒耀剑 通讯

员陈夫）2月18至19日，定安司法局社

区矫正岗联合省司法厅派驻民警分别

对定城、龙湖、黄竹等6个司法所进行

监督管理集中教育点验活动。

教育活动中，派驻民警在致以节日

的问候的同时，对每位社区矫正对象在

春节期间主动配合司法所的信息核查，

活动轨迹报告和自觉遵守监管规定等

方面进行肯定。

琼中各中小学校禁毒宣誓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李传敏 通讯

员王大铭）2月22日，琼中黎族苗族自

治县第一小学、琼中民族思源实验学校

等各中小学校开展“一誓一课一体验”

国旗下禁毒宣誓活动。

活动中，各学校少先队辅导员带领

学生在国旗下庄重宣誓。通过开展“一

誓一课一体验”禁毒宣传活动，增强全

体师生禁毒观念和禁毒意识，让师生懂

得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健康成长。

海口城西镇禁毒宣传进校园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杨希强）2月

22日，海口市龙华区城西镇禁毒办、城

西派出所、城西司法所联合丁村南、丁

村北社区在丁村小学利用春季开学第

一课深入校园开展毒品预防教育活动。

活动现场，工作人员向学生及家长

详细介绍毒品特别是新型毒品的种类、

特点、防范等知识。工作人员现场解答

学生提出的问题，让学生深刻认识到毒

品对社会、家庭和个人的危害，引导青

少年远离毒品，珍爱生命。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吕书圣 通讯员

程明明）省生态环境厅近日印发《关于加

强固定污染源排污许可证后管理工作的

通知》（以下简称《通知》），进一步加强固

定污染源的管理，提高发证排污单位的

按证执行力度。

2020 年，我省完成了 8272 家固定

污染源排污许可核发登记任务，提前完

成了全覆盖。《通知》要求，省级生态环境

部门将加大对相关排污单位的指导帮扶

力度，不断强化排污者责任，持续发挥排

污许可核心制度管控效能。

《通知》明确，生态环境及其他相关

部门将全面开展已发证排污单位的排污

许可证申请材料及副本的质量复核工

作，重点围绕排放口是否遗漏、排放标准

是否有误、污染因子是否遗漏、许可排放

限值是否有误、污染治理技术是否为可

行技术、执行报告及信息公开要求是否

遗漏、自行监测因子及频次是否符合要

求等，必要时还将组织开展现场核查。

对发现上述主要问题的排污单位责令立

即变更排污许可证；对提供虚假、错误申

报服务的技术单位及个人，将按照相关

法律法规予以处罚。

《通知》要求，排污单位要严格按照排

污许可证的要求开展自行监测工作，包括

制定自行监测方案、上报自行监测数据、

主动公开自行监测信息。此外，排污单位

自行监测工作应注重原始数据的记录保

留，通过生产数据—监测数据构建完整的

“产污—治污—排污”环保守法证据链。

《通知》还要求，排污单位要严格落

实执行报告制度。排污单位应根据排污

许可证的时间节点要求按期上报执行报

告，并对执行报告的准确性、真实性、完

整性负责，根据各行业技术规范中实际

排放量的计算方法进行准确计算上报。

《通知》强调，将严格落实全省排污

许可证后执法检查。市县生态环境局在

开展证后监管工作中，将按行业开展监

管工作。对已取得排污许可证的排污单

位将严格按照排污许可证“登记事项”

“许可事项”“环境管理要求”等内容，进

行现场检查并填写现场检查记录单；对

无证排污、违反排污许可证排污、违反自

行监测要求、违反其他环境管理要求等

行为，将严格按照《海南省排污许可管理

条例》予以处罚；对存在限期整改要求的

排污单位，将重点核查是否按期完成整

改要求；对超期仍未完成整改工作的，将

移交核发部门撤销排污许可证。

海口美兰督查学校开学安全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何海东 通讯

员陈尾娇 王烨）2月22日，海口市美兰

区教育局组成7个督导组，对辖区内各

中小学开展安全防范及疫情防控工作

检查督导，确保开学安全平稳有序。

当天，各督导组深入各校警务室、

监控室、校园周边学生寄宿点等重要场

所，对校园安全管理及制度建设、学生

饮食安全、交通安全管理及校园周边环

境治理、寄宿点安全等情况进行了检

查，深入了解区属各中小学落实安全防

范及疫情防控工作相关情况。

男子景区酒驾玩“漂移”

2月 17日 22时许，特巡警民警在

东方市鱼鳞洲风景区内开展巡逻管控

时，发现一辆小车在空地上快速转圈玩

“漂移”，存在严重的安全隐患。特巡警

民警第一时间报告指挥中心，根据指挥

中心的安排，公安交警迅速出警，与特

巡警民警联同协作，及时盘查制止。

据现场民警介绍，打开车门的一瞬

间，发现该车内满是酒气，且驾驶员讲

话语无伦次，经呼气式酒精检测仪检

测，该男子现场吹气结果为 110mg/

100ml，涉嫌醉酒驾驶。

目前，该男子因涉嫌醉酒驾驶，车

辆和驾驶证已被暂扣，案件正在进一步

办理中。

一男子醉驾撞人逃逸

2月11日下午5时许，五指山交警

接到指挥中心派警电话称，224国道保

亭方向221公里处发生一起交通事故，

有人肇事逃逸，事故现场有2人受伤。

交警接警后赶到现场处置兵了解

到，该起交通事故的肇事者已驾车往保

亭方向逃离。得知情况后，五指山市公

安局指挥中心通过已获知的逃逸车辆

的号牌琼A2BXXX，向保亭警方发出

查缉布控信息。当天18时许，该逃逸

车辆及驾驶员男子杨某在保亭毛岸镇

被城北派出所民警查获，并移交五指山

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进一步办理。

经抽血化验，杨某血液中的酒精含

量为257mg/100ml，达到醉驾标准，构

成危险驾驶罪，属于刑事犯罪，目前已

立案处理。目前，事故中受伤的小孩和

大人已住院治疗，无生命危险。

“醉猫”驾车撞上护栏

2月 11日 21时许，琼中交警接到

指挥中心指令称，在营根镇国兴大道三

月三广场路段发生一起交通事故。民

警立即赶到事故现场了解到，事故系王

某悦驾驶一辆号牌为琼DR32XX的小

型轿车撞上了道路中央的隔离护栏，护

栏被撞散架，轿车车头严重损伤。

经调查，事故的起因是王某悦饮酒

后驾车上路，且在行驶过程中准备接听

手持电话，导致了事故的发生。民警将

驾驶员王某悦带回县城中队，经呼气式

酒精测试仪检测，结果显示为50mg/

100ml，达到酒驾标准。

最终，琼中交警依法对驾驶员王某

悦酒后驾驶机动车、驾车时接听手持电

话的交通违法行为，处以罚款2050元、

驾驶证记14分的处罚，且护栏维修费

用由王某悦承担。

司机醉驾等红灯时睡着

2月11日，海口市一男子因酒驾被

海口市公安局刑事拘留。

2月10日22时许，李某健（男，28

岁）驾驶号牌琼A79XXR小型轿车，到

海口市龙华区金贸东路海口N次方公

园接上两位朋友。随后，3人一起去海

口市美兰区南宝路某店铺吃宵夜喝

酒。期间，李某健喝了5罐啤酒。

2 月 11 日 3 时许，李某健和一朋

友先行离开。李某健在饮酒后的情

况下，驾驶琼A79XXR小型轿车送朋

友去海口市龙昆南妇幼保健院取电

动自行车，接着其驾驶车辆准备回家

休息。当行驶到龙昆南路与海德路

红绿灯路口处时，李某健在等红绿灯

过程中因疲劳犯困在车上睡着了。

海口交警接到群众报警后立即赶到

现场，将沉睡的李某健叫醒。执勤民

警闻到李某健身上有酒味，有酒驾嫌

疑，于是当场依法对李某健进行呼气

式 酒 精 检 测 ，检 测 结 果 显 示 为

100mg/100ml。接着执勤民警依法

将其带到相关医疗鉴定机构进行抽

血检验。经海南医学院法医鉴定中

心对李某健的血液进行鉴定，证实其

血样中有酒精含量浓度为 139mg/

100ml，构成醉酒驾驶机动车。

2月11日，李某健因涉嫌危险驾驶

罪被海口市公安局予以刑事拘留。

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调查处理中。

严查酒驾“不打烊”
春节期间海南交警抓了多个“醉猫”

■本报全媒体记者洪光越

琼中一名司机醉
酒驾车撞上护栏

近 日 ，记 者

从省公安厅交警

总队获悉，今年春

节期间，全省各交

警部门严查酒驾

“不打烊”，查处

多起酒驾交通违

法行为。

我省规范固定污染源“领证”后管理工作，不断强化排污者责任

严处违反许可排污等行为

新闻追踪追踪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张英）2月

22日本报一版刊发《醉驾逆行撞击

两车 事发海口望海国际广场，男子

被警方控制》新闻报道有进展。当

天，记者从海口警方获悉，涉事司机

已被刑事拘留。

2月20日晚在海口望海国际广

场附近醉驾连撞2车致2人受伤的

嫌疑人蔡某杰，经抽血化验检测，血

液酒精含量为231mg/100ml，已达

到醉驾标准。

目前，犯罪嫌疑人蔡某杰因涉嫌

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已被海

口市公安局美兰分局刑警大队刑事

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审理中。

《醉驾逆行撞击两车》后续

涉案司机被刑事拘留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张英）2月
22日，海口市公安局发布一则公开征

集违法犯罪线索的通告。通告称，

2021年1月，海口市公安局通过缜密

侦查，成功破获一起冒充军人招摇撞

骗案件，截至目前已抓获并逮捕犯罪

嫌疑人尹显堂（曾用名：尹建军）。

经查，犯罪嫌疑人尹显堂自

2004年以来，一直冒充中国人民解

放军高级军官身份在社会上开展活

动，伪造各种军官证件、部队公文、印

章等，给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形象及声

誉造成了恶劣的影响；同时利用此虚

假军人身份以介绍各种工程项目为

由对多名被害人进行招摇撞骗。

为彻底查清该犯罪嫌疑人尹显

堂所有犯罪事实，海口警方面向社

会公开征集该犯罪嫌疑人违法犯罪

线索。知情者可通过电话、信件等

形式积极向公安机关检举、揭发；凡

曾被尹显堂冒充军人招摇撞骗的受

害人，请尽快向公安机关报案、举

报，或者提供违法犯罪相关证据，协

助公安机关侦查破案。同时，公安

机关正告凡参与尹显堂违法犯罪活

动人员，要认清形势，放弃侥幸心

理，尽快到公安机关主动投案，争取

宽大处理。公安机关将依法对主动

投案人员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

公安机关将依法为报案人、举

报人严格保守秘密并保护其人身安

全，对威胁、报复报案人、举报人的

行为，将依法从严、从重处罚。

报案、举报、投案自首现场受理

点：海口市公安局刑事警察支队（海

口市美兰区万兴路 7号）。举报电

话：钟警官 15338940407、卢警官

18876141703。

海口警方破获一起冒充军人招摇撞骗案

向社会公开征集
违法犯罪线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