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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安全关注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董林）6 月

21 日，东方市公安局交警大队依托

“路长制”警务机制，针对农村地区

交通出行环境，路管员走村入户多

举措普及交通安全法律法规，着力

推进道路交通安全“美丽乡村行”宣

传活动。

活动中，路管员采取为村民群

众发放交通安全宣传资料和面对面

讲解的方式，重点宣传无证驾驶低

速载货汽车、三轮车和两轮摩托车

及农用车违法载人、驾乘摩托车不

戴安全头盔、酒驾醉驾等违法行为

的危害及造成的严重后果。路管员

利用村广播开展“大喇叭”宣传，提

醒广大村民要提升自我防护意识、

交通安全意识和文明出行意识，动

员村民在6月30日前到所在的乡镇

车管所业务点办理电动自行车登记

上牌业务。

路管员进村入户开展普法宣传

东方交警走村入户普及交通安全法律法规

巧用“大喇叭”吹响交通“宣传号”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符传问 通讯
员钱近）近日，山东郓城一位年轻男子跳

入河中救出落水者后悄然离开的视频在

网络持续发酵传播，被不少网友称之为

“无名英雄”。在视频中，该男子下水后

迅速游向落水者，并将其成功救上岸，随

后为其进行了心肺复苏、人工呼吸等急

救措施。经过多方找寻，这名见义勇为

的年轻人正是在郓城老家休假的武警海

南总队海口支队某部班长吴昊。

“当时听到有人不停地喊‘救命’，

赶过去时候就发现一名男子在水里不

停地挥手，随时都有沉下去的可能。”在

电话中，吴昊介绍道，21日早上6点左

右，自己在家附近的道路晨跑锻炼，突

然听到河岸边有人呼救，当赶到岸边

时，就看到一名男子在离岸边有20多米

的河中央不停地挥手，当时他只有头部

还勉强维持在水面上，似乎失去了移动

能力，情况十分危急。

自幼在河边长大的吴昊水性不错，

在成为一名武警战士后系统地学习过

游泳。危急之下，吴昊来不及多想，毫

不犹豫地扎入水中向落水者游去，在发

现落水者没有能力移动后，他一只手挽

住落水者的肩膀，手脚并用拽着落水者

向岸边游去，最终成功将落水者营救上

岸。随后，他立即为其进行胸部按压与

人工呼吸，在落水者恢复正常呼吸，以

及周边群众帮忙呼叫的120急救人员到

达现场后，他婉拒了群众留下姓名的请

求，默默地离开了现场。

“十次肇事九次快，‘宁停三分，不

抢一秒’。”说起吴昊，战友李绪威第一

反应就是这句话。李绪威说，生活中的

吴昊是个热心肠，就像自己的兄长，不

仅教会他许多为人处事的方法，而且还

多次主动向战友提供帮助；在每一次的

驾驶训练中，他总是严肃地说：“十次肇

事九次快，‘宁停三分，不抢一秒’是驾

驶员基本要求。”久而久之，这句话也就

成了他的口头禅。

据了解，今年29岁的吴昊于2011

年 12月入伍，在部队服役期间扎实肯

干，多次获评嘉奖，现任武警海南总队

海口支队某部班长。谈起救人事件，他

直言这只是一件小事：“群众有难，军人

自当挺身而出。救人只是一件小事，就

当是进行了一次‘训练’，对于每一名以

保护人民群众生命与财产安全为己任

的武警战士而言，这都是义不容辞的责

任和义务。”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王小亮 通讯
员黄新宇）6月20日，临高县公安局侦

破一宗利用老年人想要投资挣养老钱

的心理，以高额利息为诱饵的非法吸收

公众存款罪积案，抓获犯罪嫌疑人杨某

其和林某花。

据了解，临高县公安局刑侦大队与

经侦大队联合专案组经过一个月奋战，

在海口市一出租屋锁定一起非法吸收公

众存款罪积案犯罪嫌疑人杨某其和林某

花，并于6月20日将二人抓获归案。

经查，杨某其与林某花系夫妻关

系，二人利用老年人想要投资挣养老钱

的心理，以高额利息为诱饵，向临高新

盈镇50多名老人借款160余万元后潜

逃，造成恶劣社会影响。目前，二人已

被临高县公安局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

施。案件正进一步侦办中。

以高额利息为诱饵借款，临高一对夫妻骗老人养老钱被抓

涉案金额160余万元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董林）6 月

21日，东方市三家镇酸梅村网格员

符强日常巡查中发现一老人晕倒在

地，符强立即向医生朋友微信视频

远程求助，现场学习对老人进行急

救。老人得到及时救助，群众伸出

大拇指。

6月21日17时40分，东方市三

家镇酸梅村网格员符强在网格片区

开展日常安全巡查中，发现北四巷

村委会附近有人围观，立即上前查

看，看到一位老人躺在地上，脸色苍

白呼吸困难，并有呕吐现象，现场家

属围在一边着急地哭。围观群众你

一言我一语嘈杂声乱成一片。符强

立即想到自己的医生朋友，马上掏

出手机和医生朋友接通微信视频通

话，远程求助进行现场急救。

医生在视频中了解到基本情况

后，立即给出急救方法，指导符强和

现场人员帮助病人侧卧，不要让口

中呕吐物堵住气管导致窒息，清除

口中异物，等待120急救车。符强按

医生的指导操作，并让老人家属去

旁边小卖部买水为老人清理口中呕

吐物。

在医生远程急救教学指导下，

老人呼吸逐渐畅通，脸色也慢慢变

好，现场所有人才松了一口气。为

了让120救护车能及时赶到现场，符

强让同事去村口引领120急救车。

18 时 20 分，救护车赶到现场，

符强向医生说明情况后，救护人员

紧急处理后把老人接走。老人的家

属向符强等人表示感谢，现场群众

对网格员的救助办法给予点赞。

东方一老人晕倒，网格员微信视频向医生求救

“云学习”急救方法
第一时间挽救生命

海口海警执法人员凌晨出
击查扣4艘出海电鱼渔船

规劝7名涉案人员
主动投案接受调查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吕书圣 通

讯员谭超 孙利强）6月 16日，海口海

警局文昌第二工作站在文昌市翁田镇

五龙港打掉一电鱼团伙，现场查扣涉

案渔船4艘、摩托车4辆，查获渔获物

550 斤以及电枪、潜水服等作案工具

一批。

6月 16日凌晨，海口海警局文昌

第二工作站接到群众举报，有一个电

鱼团伙夜间在五龙港附近海域从事电

鱼活动。接警后，该站立即抽调精干

力量，前往五龙港附近布控，并联合文

昌市综合行政执法局、抱虎海岸派出

所等单位开展联合执法行动。

凌晨3时许，电鱼团伙靠岸卸货，

蹲守的执法人员迅速出击。嫌疑人

惊慌失措，仓皇跳海潜逃。执法员

迅速固定现场证据，通过大数据比

对确认潜逃对象，对其家属进行政

策宣导，促使 7名涉案人员主动投案

接受调查。

目前，该案正在进一步调查中。

万宁公布基层网格员服务
管理监督投诉举报方式

鼓励群众
积极投诉举报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杨晓晖）6月
21日，万宁市综治中心向社会公布万

宁市基层网格员监督投诉举报方式，

鼓励广大干部群众和社会各界进行监

督，并积极投诉举报。

基层网格员在实施网格化服务管

理工作，有下列情形的，可以向万宁

市综治中心投诉举报：长期或经常性

不在岗、吃空饷的；存在利用工作和

职务之便进行“吃拿卡要”、收受礼品

礼金等违纪违法行为的；漠视群众诉

求，不作为、慢作为和乱作为的；过

度、粗暴、趋利性和选择性巡查管控

的；超越法定权限或超出管辖区域开

展工作的；其他网格服务管理工作中

存在违法违纪的情形。

举报人应当遵守国家法律法规，

反映问题要客观真实，对所提供材料

内容的真实性负责，不得捏造、歪曲

事实，不得煽动、串联、胁迫、诱使他

人举报。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予受理：

没有明确的投诉对象或者投诉请求；

已被纪委监委、信访或其他机关受

理；依法由公安机关、司法机关受理

的刑事、民事案件；已经申请行政复

议、民商事仲裁、诉讼程序，对行政

复议、民商事仲裁、诉讼结果不服；

其他不属于网格化服务管理投诉受

理范围。

投诉举报电话：0898-62226499；

投 诉 举 报 邮 箱 ：wnzzzx6499@163.

com；投诉举报收信地址（现场受理地

址）：万宁市万城镇红专中路万宁市

党政综合办公区万宁市综治中心。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陈超超）6月
22日，记者从海南省促进经济高质量

发展财政资金（工信领域）管理实施

细则新闻发布会获悉，海南工信领域

围绕《海南省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若

干财政措施》先后出台了“8+2”项实

施细则，以超常规手段稳住工业经济

大盘，通过政策对相关企业进行奖励

扶持，推动全省工信产业高质量发

展。其中各类申报将分别于今年、明

年陆续开始。

2022年1月起施行的《海南省促

进经济高质量发展若干财政措施》，

出台了一揽子财政政策共30条，主要

围绕企业最关心的科技创新、市场主

体、扩大投资、促进融资与发展环境

等5方面设计，旨在加大财政支持力

度，发挥财政资金杠杆作用，增加有

效投资，形成更多产业集聚，构建现

代产业体系，促进海南经济高质量发

展。

根据任务分工，工信领域共制定

出台10项实施细则，分两个层次，其

中8项是省工信厅牵头制定出台的，

这8项中的7项于今年5月份出台，1

项生物医药研发券办法于2019年底

出台实施，还有2项是省科技厅联合

省工信厅出台的，即工信领域“8+2”

项实施细则。

“8+2”项实施细则当中，《海南省

支持现代生物医药产业做大做强奖

补资金管理实施细则》《海南省支持

工业企业扩大投资和技改提质奖补

资金管理实施细则》2项细则均从明

年初开始申报，其余8项均从今年开

始申报，已陆续在“海易兑”系统上开

通申报渠道。

根据资金审核高效的原则，“8+2”

项实施细则中，《海南省先进装备制

造首台套奖励资金管理实施细则》

《海南省支持现代生物医药产业做大

做强奖补资金管理实施细则》《海南

省支持工业企业扩大投资和技改提

质奖补资金管理实施细则》《海南省

专业公共技术服务平台奖励管理实

施细则》4项实施细则由市县工信主

管部门把第一道关口进行初审，其余

6项直接由省工信厅审核确认。

“8+2”项实施细则全流程利用信

息化手段，在“海易兑”系统上操作，

既方便企业申报，又减少人为因素，

确保申报过程的客观、公正。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陈超超 通

讯员胡小曼 于祥汝）6月22日，记者

从省邮政管理局获悉，今年以来，海南

省邮政快递业高效统筹疫情防控和行

业改革发展，经济运行呈现稳中有进、

持续向好的特点。

1月-5月，全省邮政行业业务收

入（不包括邮政储蓄银行直接营业收

入）累计完成 19.89 亿元，同比增长

5.64%；业务总量累计完成 14.53 亿

元，同比增长9.11%。1-5月，全省快

递服务企业业务量完成7334.09万件，

同比增长17.28%，是全国平均增速的

5倍；业务收入累计完成13.51亿元，

同比增长6.63%。

据悉，随着海口经济圈、三亚经济

圈、儋洋一体化等区域经济纵深拓展，

东部、西部和中部等市县的快递业务

量逐渐增长，区域间发展差距在逐步

缩小。今年以来，儋州、万宁、白沙、临

高、定安等11个市县均保持较快增长

势头，其中澄迈、琼中等市县快递业务

量同比增速分别达到69%和75%，远

远超过全国和全省平均水平。

1月-5月，我省农村地区快递揽

收、代投业务持续保持快速增长势

头，快递业务量超580万件，投递量

超2900万件，累计同比增速分别超

过160%和210%，较去年同期分别高

出155和146个百分点。

我省邮政快递行业1月至5月发展持续向好

农村快递揽收业务
快速增长

本报讯（林鸿河 全 媒 体 记 者许
光伟 马宏新）6月 17日，在儋州市扫

黑办的指导下，儋州市综合行政执法

局联合市公安局、市资规局、那大镇

政府、市公证处等相关单位依法对位

于那大镇兰洋北路爱图村路口的涉

黑涉恶违法建筑“河畔咖啡屋”进行

拆除。

当天 7 时许，儋州市综合行政执

法局牵头组织，各相关部门负责人靠

前指挥，组织 170 余人前往“河畔咖

啡屋”，经现场清理和严格公证，9时

拆除作业正式开始，并于当天 16 时

30分拆除,拆除面积856.60 平方米。

在拆除“河畔咖啡屋”前，各相关

职能部门多次围绕扫黑除恶和违建

拆除的工作主线，主动沟通协调，召

开碰头会、现场会等，细化各单位工

作职责，此次拆除工作中，儋州市扫

黑办充分发挥各相关职能单位作用，

顺利完成违建拆除工作。

儋州多部门联合清理涉黑涉恶违建

拆除856平方米“河畔咖啡屋”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黄君 黄赟）
6月20日，海口市公安局秀英分局便

衣警察大队破获多起盗窃电动车电

池案件，抓获一名盗窃嫌疑人，一名

销赃嫌疑人。

据了解，海口市公安局秀英分局

便衣警察大队根据警情研判信息得

知，6月6日3时30分许，海南省港务

局海港医院附近发生多起盗窃电动

车电池案。

民警进行大量摸排走访后得知，

该案嫌疑人与6月16日2时38分许

在美华路椰园新村综合楼发生的一

起盗窃电动车电池案件的嫌疑人作

案手法以及外貌特征极其相似。

随后，便衣大队民警根据线索进

一步深挖摸排后锁定嫌疑人活动轨

迹并部署警力进行蹲点守候，最终于

6月20日凌晨4时许在龙华区仁里村

某出租屋门口将嫌疑人符某抓获，其

中还抓获销赃嫌疑人周某。

嫌疑人对自己的违法犯罪行为

供认不讳，并交代自己为了掩人耳

目，穿外卖员服装冒充外卖员进行盗

窃。目前该案件已移交海秀西派出

所做进一步的审理。

海口秀英警方破获多起盗电动车电池案

嫌疑人乔装外卖员
疯狂偷电瓶

纵身一跳勇救落水者
山东郓城见义勇为年轻人系武警海南总队海口支队某部班长吴昊

吴昊（右一）检查汽车安全隐患

海南工信领域“8+2”项实施细则出台

全力稳住工业经济大盘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李传敏 通讯
员何君钰）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公安局

交通管理大队近日组织警力在城区、国

省道、农村公路设置5个临时执勤点严

查交通违法行为。

6月15日9时许，违法行为人陈某

驾驶一辆普通二轮摩托车驶入营根县

城国兴大道北门路段（三月三广场门

前）时，交警依法将该车拦停，进行例行

检查，经酒精测试棒检测，陈某存在疑

似酒驾行为。

交警随即将其带至县城中队进一

步检测，经呼气式酒精测试仪检测，数

值为158mg/100ml，涉嫌醉酒驾驶机

动车。经查，陈某并未取得相应的机动

车驾驶证。随后，交警将陈某带至医院

进行抽血检测。目前，该案件正在进一

步侦办当中。

当晚9时许，违法行为人黄某驾驶

一辆小型客车驶入营根县城大灯路段

时，交警依法将该车拦停，进行例行检

查，经酒精测试棒检测，黄某存在疑似

酒驾行为，经呼气式酒精测试仪检测，

数值为74mg/100ml，属于饮酒后驾驶

机动车。

交警对黄某酒后驾驶机动车的

交通违法行为做出罚款 2000 元、驾

驶证记12分、暂扣驾驶证6个月的处

罚。

当晚9时许，违法行为人周某驾驶

一辆共享电动自行车驶入营根县城国

兴大道北门路段（三月三广场门前）时，

交警依法将该车拦停，进行例行检查，

经酒精测试棒检测，周某存在疑似酒驾

行为。经呼气式酒精测试仪检测，数值

为58mg/100ml，属于饮酒后驾驶非机

动车。

交警对周某酒后驾驶非机动车的

交通违法行为做出罚款50元的处罚。

据统计，当天共出动警力48人次，

警车22辆次，查处违法行为47起，其

中醉驾2起，酒驾7起。

琼中交警设5个执勤点严查交通违法行为

一司机无证醉驾被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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