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王巍）1 月 13

日，我省召开2022年春节假日旅游和文

化市场综合监管电视电话会议。会议要

求，春节假日旅游市场综合监管和旺季旅

游涉及多个领域、多个部门，各市县政府、

各有关部门要协同配合，加强整体联动。

据了解，省旅游综治办将牵头组织

省旅文、市场监管、交通、应急管理等部

门于春节前赴市县检查当地旅游市场秩

序和旅游市场工作部署情况，及时发现

问题并督促整改。各市县在春节假日期

间，将派出执法人员在重点景区、旅游购

物店等游客消费场所进行执法检查，特

别是投诉易发、多发的景区要有专人驻

守开展检查。针对春节假期旅游市场特

点，将持续保持旅游市场整治高压态势，

以问题为导向，以游客投诉举报为线索，

严肃查处“不合理低价游”、非法经营旅

行社业务、不与游客签订旅游合同、擅自

变更旅游行程安排、向不合格的供应商

订购产品和服务等违法行为。

会议要求，市场监管部门要加大对

海鲜大排档、旅游景点、旅游购物点等“一

排两点”的巡查力度，加强客房价格监管、

海鲜排档餐饮价格监管、交通运输价格监

管等工作。交通部门要严查非法从事旅

游运营的车辆。公安部门要加强社会治

安管理，加大重点区域的警力投入。旅文

部门要加强对假日旅游市场的形势研判

和监测，会同有关部门及时动态发布旅游

交通、旅游住宿预订、旅游景区接待以及

气象等情况；对文化娱乐场所进行检查，

对高风险文体项目的安全隐患进行排

查。应急管理部门要对酒店消防安全、餐

饮安全和海上旅游安全等进行深入检

查。海事部门要对水上交通进行检查，确

保水上交通高效、安全、有序。

据介绍，去年4月份以来，我省开展

为期6个月的旅游消费市场综合整治，

针对7个涉旅消费领域共出动执法检查

人员8.9万人次，检查旅文企业2.7万家

次，共处罚没款142.57万元。2021年全

省旅游消费市场欺客宰客投诉数量同比

下降34.38%。

我省加强春节旅文市场综合监管

严查“不合理低价游”等违法行为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李崇育）1 月

13 日，省反电信网络诈骗中心发布第

12期电信网络诈骗警情预警，2021 年

11月22日至12月30日，据全省电信网

络诈骗案件统计，刷单返利类和办理贷

款类诈骗案件高发，易受骗人群主要为

个体工商户、学生及在家待业人员，男

性居多，年龄段集中在20至50岁之间。

2021 年 12 月 8 日，市民小陈玩手

机时看到一条网上兼职刷单的信息，便

根据信息提示添加刷单客服。客服给

小陈发来一条链接，称想要长期刷单赚

钱要点击链接下载刷单专用App。小

陈未多加思索，就按照对方要求下载安

装该App，并将安装完成的界面截图给

客服。小陈在客服的引导下垫资刷完

第一单后，想要拿回本金和佣金，客服

以“联单”为由让小陈刷第二单。随后

小陈按照对方的指引继续刷单，果真收

到返还的第一单的本金和佣金。随后

的任务中，客服以做“尾单”为由不断要

求小陈转账刷单。做了几单后，小陈再

次申请拿回本金和佣金，却遭到对方拒

绝。小陈才意识到被骗了，共计损失

27131.4元。

2021年 12月 17日，张先生接到一

名自称某贷款 App 工作人员的电话，

在对方推荐下下载该贷款 App。随

后，张先生在该App填写个人资料，申

请贷款。后张先生又接到贷款客服的

电话，称张先生的银行流水不足，存在

风险，要先缴纳 15900 元刷流水，消除

此次贷款的风险。张先生随即向该客

服提供的银行账户转了 15900 元。转

账后，该客服又称，因张先生转账慢了

一步，银行卡的风险评估已经从中风

险变成高风险了，要求继续缴纳45880

元作为消除贷款风险的手续费。张先

生这才发现被骗了，共计损失 15900

元。

省反电信网络诈骗中心发布电诈警情预警

刷单赚钱被骗 贷款变成失财

本报讯（林鸿河 全媒体记者许
光伟）一男子驾车在洋浦吉浦路行

驶时，因开远光灯被交警处罚，便在

他的微信朋友圈发表侮辱执勤交警

的言论。近日，该男子被洋浦警方

依法行政拘留3日。

洋浦公安局新英湾派出所近日

接到群众举报称，有人在网上辱骂警

察。接到举报后，新英湾派出所民警

立即展开调查。经查，家住白马井镇

的吴某某驾车行驶至洋浦吉浦路时，

因违规使用远光灯被交警处罚，心存

怨恨，便在网上发表侮辱警察的言

论。

初步核实情况后，办案民警依

法传唤吴某某到派出所配合调查。

到案后，吴某某对其违法行为供认

不讳，并当场删除相关言论。

目前，吴某某已被洋浦警方依

法执行行政拘留3日的处罚。

不满处罚发朋友圈侮辱交警
一男子被洋浦警方行拘3日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肖瀚）1 月 13

日，海口市见义勇为基金会组织开展见

义勇为人员春节慰问活动，分区、分批向

历年来海口涌现的350多名见义勇为人

员发放海口市见义勇为英模荣誉证，以

及慰问金共计28.6万元。

在当天上午举行的见义勇为人员春

节慰问座谈会上，海口市委政法委、市见

义勇为基金会负责人听取了见义勇为人

员代表的意见和建议，向全市见义勇为

人员及亲属送上新春祝福。见义勇为人

员罗刚辉等代表分别发言，大家纷纷表

示，将继续发扬见义勇为精神，在人民群

众生命财产安全遇到危险时，挺身而出，

伸手相助。

海口市见义勇为基金会理事长李新

富表示，近年来海口市不断加大对见义

勇为人员的表彰、奖励和帮扶力度，特别

是率先为全市65岁以上的见义勇为人

员发放老龄补贴，长年组织慰问身患重

病的见义勇为人员活动，为全市见义勇

为人员提供免费体检。下一步，将继续

做好服务和保障工作，推动见义勇为工

作再上新台阶。

海口市见义勇为基金会组织开展见义勇为人员春节慰问活动

发放英模荣誉证慰问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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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人员向见义勇为人员发放
英模荣誉证 全媒体记者肖瀚 摄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黄君）1月
10日17时许，海口一名10岁的小男

孩突发急症，在接到孩子家人求助

后，海口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快速反

应机动队与龙华执勤警摩联合护

送，一路开道，帮助孩子及时就医。

“当时我们正巡逻至龙昆北玉

河路口处时，发现龙华交警的警用

摩托车，正在为一辆轿车开道。”据

快速反应机动队队员介绍，在当得

知轿车内有孩子突发急症，家人急

需前往医院后，他们便立即接力为

车辆开道，一路从滨海立交上世纪

大桥后至海口市人民医院。

据介绍，快速反应机动队队员

当时从玉河路口到海口市人民医

院，只用了6分钟，正常行驶的话预

计需要15-20分钟。

10岁男童突发急症
海口交警仅用6分钟护送就医

本报讯（林鸿河 全媒体记者许
光伟 马宏新）儋州一男子为接女友

铤而走险，无证驾驶上高速路，被交

警逮个正着。1月 12日，儋州市公

安局交警支队依法对该男子处以罚

款1500元，并处行政拘留的处罚。

1月7日晚，儋州市公安局交警

支队高速公路管理大队依托“路长

制”勤务机制，组织警力在西线环岛

高速洋浦互通开展夜查整治行动。

22时许，一辆车牌号为琼FH32**的

小轿车驶入执勤点，民警在对该车

进行例行检查时，发现驾驶人神情

紧张，焦虑不安。在出示车辆行驶

证后，驾驶人支支吾吾道：“我没有

驾驶证。”民警依法将其控制，暂扣

车辆，并口头传唤至交警支队配合

调查处理。

经查明，驾驶人谢某（男，23岁，

儋州人）因女朋友从外地回来，为表

爱意，在自己未取得驾驶证的情况

下，趁朋友睡觉时偷拿钥匙开车上

路，不料被交警逮个正着。

1月 12日，根据法律法规相关

规定，儋州市公安局交警支队依法

对谢某作出上述处罚。

为接女友无证驾车上高速
儋州一男子被警方行政拘留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王巍）近日，省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省委人才发展

局、省财政厅、省教育厅四部门联合印发

《海南省职业技能竞赛管理暂行办法》

（以下简称《办法》）。《办法》将于2022年

1月 31日起施行，有效期3年。1月 13

日，省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就《办法》

相关规定进行解读。

据介绍，《暂行办法》共8章 50条，

共有 5 大主要内容：实行分级分类管

理。参照国家级职业技能竞赛，把职业

技能竞赛按层次分为省级、市（县）级两

级竞赛。按类别分为省级一类、省级二

类，并与国家级一类、二类竞赛相对

应。市（县）级举办的竞赛不分类；实行

备案发布制度。竞赛的主办单位在举

办竞赛前应提出办赛申请，进行登记备

案，经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确认符合

规定的竞赛项目，纳入年度竞赛计划，

集中向社会公布；实行严格竞赛管理。

严格规定竞赛的举办周期。严格规定

裁判员资质和裁判职责。明确了裁判

人员裁判工作职责和权力。突出职业

技能实际操作。实际操作考核和理论

考试内容的权重设定为8∶2。技能操作

和理论考试的综合比赛成绩作为竞赛

排名依据；实施竞赛激励机制。制定了

具体的竞赛奖励办法，明确了奖励对象

和奖项，建立了长效的竞赛经费保障机

制；对竞赛违规违纪行为的处理有了明

确规定。分别对主办单位、参赛选手、

竞赛指导教师、专家、领队、裁判、监督

仲裁等相关工作人员发生不遵守竞赛

纪律和规则，或以竞赛名义进行非法营

利活动的现象，提出禁赛乃至依法依规

移交司法部门等处理意见。

据悉，《暂行办法》规定的奖项主要

为：对获奖选手发放奖金、晋升职业资格

或技能等级、授予“海南省技术能手”称

号等；对获奖选手的技术指导教练团队

发放集体奖金、对入选世界技能大赛国

家集训队选手的单位发放集训补助等。

其中，对世界技能大赛获奖选手，分别给

予每人一次性5万元-30万元不等的奖

金；对全国职业技能大赛等国家级一类

综合性技能大赛获奖选手，分别给予一

次性5000元-8万元不等的奖金；对获

得省级一类竞赛金、银、铜奖选手可分别

发放不少于8000元、5000元、3000元的

奖金；对获得省级二类竞赛金、银、铜奖

选手可分别颁发不少于 5000元、3000

元、1000元的奖金。

海南职业技能竞赛实行备案发布制度
纳入年度竞赛计划 集中向社会公布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连蒙）1月
10日上午，海口公交集团二分公司

1路司机李日伟运营途中，发现候

车市民手机被盗，他冲下车帮助市

民夺回被盗手机，面对窃贼拿出小

刀威胁，他临危不惧获乘客点赞。

1月10日9时8分，李日伟驾驶

1路公交车抵达海口市秀英区政府

公交站上下客，两名乘客从站台处

走来准备上车，走在前面的是一名

穿白色裤子的老人，后面则是一个

戴着安全头盔的男子。

监控显示，戴头盔男子在站内

一直紧跟该老人。老人刚踏入车前

门，戴头盔的男子瞬间将老人裤子

口袋里的手机盗走，转身向车后快

步离开。此时老年乘客有所察觉，

立即追过去。

“喂！喂！拿出来！”李日伟发现

后大声吼叫，并立即打开驾驶室防护

门冲下车。嫌疑男子做贼心虚立即

将偷来的手机丢还给老人，并甩开老

人的拉扯逃跑。大概追了 50多米

远，眼看就要抓到嫌疑男子，该男子

突然掏出小刀对着李日伟比划。

“不就是一把小刀么，你以为我

怕你吗？”李日伟停下来与嫌疑男子

对峙，并向随后赶来的老人确认被盗

手机已拿回。看到威胁无果，同伙突

然骑电动车载着嫌疑男子就跑。

“抓小偷，抓住他！”面对如此嚣

张的嫌疑人，李日伟非常气愤，边追

赶边大声叫喊，吸引了很多市民的

注意。路口一名执勤交警闻讯后，

顺着李日伟指引的方向也追了过

去，但因为两名嫌疑人骑着电动车，

不一会就甩开李日伟和交警。

由于车上还有很多乘客等待，

李日伟只好放弃追赶返回车上。

目前，警方正在抓捕嫌疑人。

海口一老人候车时手机被偷

“公交侠”冲下车帮夺回

上述当事人有权在收到告知书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向本机关提出陈述申辩意见或申请听证；逾期未提出陈述申辩或要求申请听证的，视为你（单位）放弃上述权利。

遗失声明

儋州海汽运输有限公司遗失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

证号：460400060694，车辆号牌：琼F05585，声明作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