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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 实习生 $

%& 789:

" 没挂招牌# 没有售
票经营资质# 但却有源源不断地 $风
采车% 送客上门# 市民将这家离海口
港不远& 位于海事局旁边的 $长途汽
车售票点% 向南国都市报举报后# 记
者将情况向主管部门海口市交通局反
映# 当天中午# 这家黑售票点被查
处# 让人岂料不到的是# 当天下午又
重新开门营业了' 而对这一切# 交通
稽查执法人员则称( 很难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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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住海口市滨海大道的市民刘先
生有时会开车到海南省海事局隔壁的
一个洗车场洗车#然而几次洗车下来#

他发现洗车场附近有个 $长途汽车销
票点%很奇怪(该售票点不仅门口没有
悬挂招牌# 而且旅客都是被 $摩的%&

$电的%&三轮$风采车%拉过去买票的#

没有哪个旅客是自己过去买票的) 如
果旅客到了那里不愿意买票# 就会被
售票点的人强拉硬扯# 开口要高达几
十块钱的$摩的%费#不让离开#最后被
逼着在那里购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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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日上午&'点$'分许# 根据
市民举报的地点#南国都市报记者来
到位于海事局旁边的$长途汽车售票
点%进行实地查看)

记者在离该售票点不远的地点
观察看到# 该售票点只有一个小铺
面# 门口确实没有悬挂任何招牌#但
是玻璃门上涂着 $每天班线车为(海
口*广州+深圳,,%等字样#铺面里
面正中央的墙上还张贴着类似 $海

汽%标志的图案#很容易让人误以为
这是海汽公司的正规售票点)

"'点%'分#此时的售票点门庭若
市#接二连三有$摩的%$风采%车将拎
着大包小包的旅客带到该售票点的
铺面) 见有$客%到#售票点内那些身
着蓝色工作服的男子纷纷出来 $招
呼%#一人负责一车旅客#生怕旅客跑
掉) 买了票的旅客很快又被$风采车%

接走#往秀英港方向驶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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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天上午""时%'分#记者将该售
票点的情况反映给海口市交通局运
输管理处稽查大队) 大约"个小时后#

交通稽查大队秀英三中队的执法人
员赶到现场)

下车后#四五名执法稽查人员很
快走进售票点内#没有多问#带队的
洪队长便将张贴在侧墙上的几张车
辆发班表给撕下#并没收了桌上的一
打售票员来不及收起来的汽车票#及
一枚盖日期的印章)

$这家售票点并没有取得交通部门
批的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不能卖长途
汽车票#这里面的车票也很明显都是假
票) %带队执法的洪队长拿着着刚没收
的车票对记者说) 记者注意到#在该售
票点没收的汽车票上面标注有$省际道
路客票%#每张票面金额最小('元#最大
%''元#但看得出印刷相当粗糙)

至于这家黑票点到底已经存在多
久#是否被查处过#及此次最终将被如
何处理时#洪中队长无奈地说#他刚上
任这个职位没多久# 一些情况并不清
楚)不过#经过这次调查#他发现该售票
点内有工商& 税务部门发放的营业执
照# 他们没办法对这家店作进一步处
理#只能是接到举报之后过来后#对店
内出售长途汽车票的行为进行查处#也
就是撕撕店内悬挂的班线表&或没收票
据印章等#仅此而已#其它的管不了)

海口市运管处交通稽查大队的
沈队长也表示#秀英港一带还存在多
家像当天查处的这种违规售票点#乘
客如果到这些售票点买票#很多权益
得不到保障#没有车坐&车迟迟不开&

半路被$卖猪仔%时有发生) 对此#交
通稽查部门一直以来都非常注意打
击查处这些违规售票点#然而由于执
法权限有限#往往他们稽查人员前脚
刚走# 违规票点后脚又开#$单靠我

们#很难管#如要彻底查处#只能与工
商&公安等部门联合执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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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天下午(时许# 当记者再次对
当天中午已被查处的黑售票点进行
回访时#发现这个黑售票点已经重新
开门营业#而且还是有很多旅客源源
不断地被$风采%车拉到此处买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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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儋州市木棠镇长老村
洪志扬一家这个春节过得很沉闷#丝
毫没有一点喜庆的心情)因为小女儿
洪娟自从腊月十八那天从娘家返回
婆家后#再也没有回来#问女婿及亲
家# 对方称洪娟自己离家出走的#他
们也不知道她去了哪里-

今年&月$&日#在娘家住了几天
的洪娟回家#准备过年) &月$)日#洪
娟的姐姐打洪娟的手机时#接电话的
是妹夫何某清) 何某清在电话里说#

洪娟人不见了#他也不知道她人在哪
里) 从&月$)日得知洪娟不见到今
天#丝毫没有她的一点消息)

如果有哪个读者朋友看到洪娟
本人#或知道她的情况#可拨打本报
新闻热线**+&',,&告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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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急于想结
婚成家的宋先生日前遭到$黑婚介%

的诈骗)$黑婚介%李某对宋先生说(

只要你拿出)万多元的订婚钱#我马
上与你去开房.宋先生拿出)万多元
$订婚钱%后#李某却从房里偷偷地
遛了) 今天上午#宋先生与记者谈起
这事情来就十分伤心#他希望记者对
此曝光#不要再让其他人上当受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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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宋先生介绍( 他家住在儋
州八一农场# 由于家里经济较困
难#一直没有女人愿意嫁给他) 他
来到海口建筑工地上打工# 想借
此改变自己的经济状况) 他是做
建筑木工的# 近几年建筑业工资
比较高#他赚到了一些钱) 他今年
近('岁了# 想用赚来的钱找一个
老婆结婚成家# 完成他也是他父
母对他的心愿)

去年&&月#他通过广告结识了
在海口海秀路开婚介所的李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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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某听了宋先
生的自我介绍后#首先给他介绍了
一位家住海口大致坡+年纪有%'多
岁的离婚女人谈恋爱)

这个女人与宋先生一见面就称

对宋先生十分满意# 并直接谈婚论
嫁)接着#女人带着宋先生到街头买
金戒指+金耳环等结婚用品)这让宋
先生十分激动#他没想到只要有钱#

这么容易就找到了对象)

��H��������

买了&万多元物品后#这个女
人突然接了一个电话)她随后对宋
先生说($我有急事要先走#我们下
次再见面吧) %

结果#宋先生再打电话约这个
女人时#这个女人总是借故推脱)

接着#李某接二连三地再给宋先生
介绍了)个女人谈恋爱# 每个女人
见了宋先生后都称很满意)然而她
们向宋先生要求买了衣服+ 金戒
指+金耳环+手机等上万元用品后#

都不再与宋先生见面了)

刚开始#宋先生一直认为自己
有了问题#让对方不满意) 然而接
触李某介绍的这(个女人都是这样
的情况后#感觉情况有点不对)

今年春节#宋先生就此事问李
某(你介绍的这些女人是与我谈恋
爱的还是骗我钱的呢-买完东西后
就再也不见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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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某对宋先生说( 你别急#她
们与你谈不来#我与你谈) 我看你
很忠厚老实#很可靠) 我想与你结

婚成家)

李某随后把家里的侄儿+ 侄女
等亲戚的一大批孩子带到海口来给
宋先生拜年) 李某要求宋先生给这
些孩子压岁钱和读书的$学费%)

,月&+日#李某又找到宋先生#

说老家遭受水灾#现在生活十分困
难#要求宋先生资助)万多元钱#就
当这是订婚钱) 有了订婚钱#她才
好向家人开口说与宋先生结婚成
家的事情)

由于这一次要的钱太多#宋先
生一时还在犹豫#李某就说(为了
表达自己是诚心的#只要宋先生肯
拿这)万多元钱# 她马上与宋先生
一道去开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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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先生拿了)万多元后# 李某
带宋先生去府城高登街一家旅馆
开房) 她先叫宋先生在旅馆外面
等#等她进去开好房后打电话叫他
上来)结果宋先生在旅馆外等了一
个多小时都不见李某打电话)

宋先生来到该旅馆问服务员#

服务员称( 李某开好房后自己早已
走了#她叫宋先生自己一个人去住)

宋先生随后打电话给李某# 李某电
话关机) 宋先生随后向&&'报警)

宋先生说($民警接到报警赶到
现场后#称我手中没有证据证明李某
诈骗了我的钱财#难以受理此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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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家歌厅藏身在居民大厦%

楼#附近居民投诉其超时营业#超大
声响导致无法休息)&-日#记者拨打
海口&,%)(进行投诉),%日#&,%)(回
馈说#经过辖区工商所查证#该歌厅
是家$黑%歌厅#并没有相关部门颁
发的营业执照)而让记者纳闷的是#

这家$黑%歌厅仍在继续经营)

,%日上午-点左右# 记者接到
&,%)(的电话# 称记者在&-日举报
的歌厅无证经营和噪音扰民的事
情#辖区工商所已经进行调查) 经
过查证# 确认该歌厅属于无证经
营#目前正在处理中) 而记者询问
董小姐#她告诉记者#直到今天凌
晨一点#该歌厅还在经营) $在你们
曝光后#他们有一天没有营业) 之
后又照常经营) %董小姐说#她不明
白#一家扰民的$黑%歌厅为什么不
趁早让其停业)

记者以消费者的身份拨通了
该歌厅墙上告示所留的电话#接
电话的男子告诉记者# 他们,%日
晚上还会继续营业# 可以继续包
场#同时包场时间可延长到次日'

点%'分以后) 辖区工商部门会对
这家$黑%歌厅做出怎样的处理#

本报将继续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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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习记
者 78 记者 9:;

" 今天上午#

海口市民李先生向本报反映#府城
中山北路琼山旅社到多美丽餐厅
路段# 大便水冒出马路足有&''多
米长#长达半个月没人管#臭气冲
天#居民怨声载道)

$受不了#太臭了) %居住在这
里的市民张阿姨告诉记者#从春节
开始# 这几个洞口就没停止冒臭
水#而他们每天出入都要经过这条
小巷#很是困扰)

记者将此情况向海口市排水
管道养护所琼山大队反映#该队负
责人告诉记者#近日他们已了解琼
山旅社旁边的管道被压坏污水流
到大马路上的情况 #并且到现场查
看#经了解#管道为业主单位自己
修建的#之前管道上方只铺设了一
层薄水泥# 因为这里是个停车场#

车辆进出多# 所以管道被压破裂
了) $这里的管道已经修了好几次
了) %该负责人表示#他们会督促业
主单位这两天内修好管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