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距离!"#$中国海南万宁国际冲浪节正式
开始还有%天! 记者今天从赛事指挥部了解
到"各项准备工作正有序进行"八项基础设施
建设将于本月!!日前全部完成!

在冲浪节比赛场地日月湾" 一辆辆工程
车正在加班加点施工! 记者注意到"虽然冲浪
俱乐部基地的主体已基本完工" 但工人们仍
在抓紧施工!

为了让日月湾以一个全新的姿态迎接即
将到来的冲浪节"万宁拆除了日月湾上&家海
鲜大排档"整修$!栋半拉子工程! 并且美化绿
化日月湾#平整沙滩#整修出入道路"让日月
湾更优美"更迷人!

据介绍" 为!"$$海南万宁国际冲浪节所
准备的八项基础设施正在如火如荼进行中"

这八项基础设施包括俱乐部基地#展示区#比
赛区#开幕式舞台#通道#媒体中心#绿化和停
车场! 其中俱乐部基地#展示区和比赛区于本
月!!日完工"其余的!"日前可以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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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妻俩离婚"嫌补偿款'万元太少"妻子
千里迢迢从贵州来到海南文昌" 向丈夫索要!"万元的
生活补偿费"并上演了一场跳吊塔的闹剧!

$"月$(日$)时"!分" 文昌消防支队值班室接到市
公安局指挥中心调度& 位于文昌市文教镇某在建工地
有一女子欲跳吊塔"且情绪非常不稳定"要求消防出警
营救!消防官兵到达现场后"看到一女子正站在工地的
塔吊顶上"不时走来走去"随时有失足坠落的危险! 而
在她的正下方("多米处"到处都是坑坑洼洼泥地"对铺
开救生气垫带来极大的困难"*名救援官兵一直待在救
生气垫旁"准备随时移动气垫到有利地点!

经询问现场知情人得知& 原来这名女子姓陈")(

岁"贵州铜仁人!近段时间"陈某和丈夫一直在闹离婚"

此次"陈某特地从贵州铜仁来到文昌市文教镇"就是为
了找她丈夫索要!+万元的生活补偿费!因没找到丈夫"

陈某便爬上在建工地吊塔上站着" 以跳搭寻短见的方
式逼丈夫现身"情绪一度非常激动!

经过近!小时的劝解"陈某的情绪稍稍稳定"但始
终不肯下来商讨! $'时许"陈某的丈夫被找到后"利用
手机通话劝说但被陈某拒绝!最后"由消防官兵陪同陈
某的亲哥哥及老乡拿着!"万元现金" 送上吊塔旁边在
建楼房$"层给陈某看到后"其才放弃轻生念头"从吊塔
顶上慢慢下来! 当天$,时)"分"陈某被成功解救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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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海口开车的广东籍司机陈某因违法乱停
车被交警查到"陈某拒绝交警检查"还殴打交警"

致一名交警受伤! 陈某因妨碍执行公务"被海口
交警大队依法给予(日拘留!

据了解"$"月*日%时&"分许" 海口市公安
局美兰交警大队民警接到群众举报"有多辆汽
车停在海甸二西路段" 造成该路段交通堵塞!

美兰交警大队民警谭警官带着联防队员赶到
海甸二西路段"发现此路段有几十辆车堵在路
上"即使能通行"也非常缓慢! 经民警现场检
查" 发现在此路段有十几辆货运车停在路边"

有的车辆明显占道影响了交通"而司机都不在
车上!

谭警官向周围群众了解到"原来车上的几名
司机都在附近的一家老爸茶房喝茶"看到有交警

到了现场" 几名货车司机立即从茶房里冲出来"

开着车就跑了"谭警官与几名交警拦住了几辆货
车司机"几名司机配合警方检查"拿出驾驶证及
行车证让现场交警检查!

当谭警官拦查一辆轻型货车琼-.$&*&进行
检查时"男司机陈某极不配合"不肯拿驾驶证及
行车证让交警检查"且态度恶劣"并在车上用脚
踹谭警官"其另一同伙约(+多岁的男司机在车上

拉拽谭警官" 两人连打带拉要将谭警官拉下车"

致使谭警官从车上摔下"造成脚部受伤!

接到报警的$$+赶到现场后控制了局面"那名
(+多岁男司机已经逃跑"民警随后将陈某连人带
车带到交警大队!

据了解"打伤民警的司机陈某&$岁"广东人"

在海口拉货运! 因妨碍执行公务"被美兰交警大
队依法给予(日拘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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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日上午"陈女士向本报投诉"她用宜欣广场
的贵宾卡在国贸大润发超市购物时"收银员一分
钟内刷卡两次"然后告知其卡上余额不足"需另
外支付"但在购物单上不能看到余额"也不能查
询! 这让她觉得购物卡的漏洞太多"消费者不知
道卡上余额"被多刷了钱也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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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日晚上,点过" 陈女士和朋友一起到
宜欣广场购物" 在大润发超市购买了&,%/%元的
物品后到收银台刷卡"收银员先刷了一次"随后
又说"没有联网"又刷了一次"结果第二次刷卡
后"收银员说"卡上余额不足"只能刷$$(/,元"差
的钱陈女士又用信用卡进行支付! 但是刷完后"

陈女士初步算了一下"她贵宾卡上的钱应该不止
这么多"而且感觉收银员多刷了一次卡! 于是她
找到收银主管反映此事"但主管告诉她这是宜欣
广场的卡0要宜欣广场的系统才能查询! 随后"她
们找到宜欣广场电脑部"打出了在大润发超市消
费的清单"上面包括终端机号#消费时间和消费
金额! 上面显示#(日晚!+点+!分刷了&,%/%元"!+

点+&分刷了##(/,元"&,%/%元正是陈女士购物的
消费金额"而##(/,元就是第二次被刷走的金额"

说明贵宾卡在一分钟内被刷了两次!

发生这样的事" 但是宜欣广场电脑部的员工
说"不知道多刷钱是从哪家商场刷过来的"需要等
财务人员对账后再说! 等相关负责人到场了解情
况后"现场返还了陈女士卡上多刷的&,%/%元钱!处
理完这些事情"走出宜欣广场已是晚上#+点多! 陈

女士说"还好我是学金融的"做财务工作已多年"

不然的话"就这样被他们多刷了"而且还不知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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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女士和同伴向记者表示" 宜欣购物广场
虽然已返还了多刷走的钱" 但是她们长久消费"

发现这些商场的购物卡和消费过程中有很多漏
洞! 需要向广大消费者说明"不然被多刷了钱还
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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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宜欣广场的购物卡在消费时不显
示消费明示"在购物单上也看不到余额!

+,>!?@ABC:D"./EFGHI#

陈女士说" 宜欣广场提供的贵宾卡属于预付卡"

商家早就把钱圈到手中"你购买的时候"就相当
于把钱预先投进去了"但是后面消费中遇到问题
时"服务态度很差! 系统#终端#数据都都在商家
手中"消费者维权收集证据很困难"而且成本很
高!

+,J!KLMN2OP# 陈女士说"大润
发超市的收银员居然不知道是哪里操作失误了!

要是卡上余额不足的话"第一次刷卡就应该显示
的"为何刷第二次才说! 要是第一次没有刷卡成
功"也就不会有第二次的余额不足! 说明收银员
没认真查看"操作也不熟悉!

对于这些问题"宜欣广场客服中心表示"查
询余额要消费者自己主动询问"可在宜欣广场的
#1&楼收银台咨询" 大润发超市收银台确实不能
查询! 而大润发超市客服中心则表示"问题已经
处理"有什么消费问题可到现场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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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激情海岸(冲浪万宁)为主题的第二
届海南万宁国际冲浪节暨斯沃琪世界职业女
子长板冲浪总决赛将于$+月!(日在万宁日月
湾举行" 在去年首届冲浪节成功举办的基础
上"今年的冲浪节将呈现出水平高#影响大等
亮点"而随着正在建设的$'++平方米的中国最
大冲浪俱乐部基地将于$+月!+日完工"也标志
着万宁为发展'冲浪)等海上运动的服务已开
始加速升级!

!+$+年的首届海南万宁国际冲浪节"让世界
知道了在遥远的东方也有一个黄金海岸***日
月湾"而冲浪节所带来的品牌效应也初显! 万宁
冲浪节的成功举办有效带动了万宁经济社会的
发展"今年上半年万宁旅游人数和收入均持续增
长"特别是今年(#'月份达到两位数的增长! )

尝到发展海洋体育甜头的万宁" 今年投入
了更大的力量运作'冲浪节)"并成功引进了世
界女子长板冲浪决赛" 届时不仅有来自世界各
地的冲浪高手齐聚万宁"还将吸引国内外$++余
家媒体的关注"国外辐射群体超过'++万!

$+月$'日"记者在比赛地日月湾看到"来自
国内外的冲浪爱好者聚集在该处"享受冲浪带给
他们的刺激和快乐"他们纷纷表示日月湾是中国

冲浪的好地方" 瑞典的克拉斯就是其中一位"记
者见到他时"他正在享受着冲浪带来的乐趣! 克
拉斯告诉记者"原来他只是在电视#杂志上看到
冲浪"自己并没有想要玩! 随后来中国上海学习
时"正好认识一名冲浪爱好者"据对方称海南万
宁日月湾是一个不错的冲浪点"他就与其一同来

万宁练习! '我才玩冲浪几个月"我非常喜欢这个
地方"环境十分优美! )

'这里太棒了+ 这是中国最好的冲浪基
地!)一名来自国内的冲浪爱好者告诉记者"万
宁日月湾非常适合冲浪爱好者开展练习!因为
这里的海水清澈#游客少"一年四季都可以冲
浪! 万宁举办冲浪节非常有意义"目前国内许
多人对冲浪运动还不太熟悉"许多人都没有接
触过"都感觉遥不可及! 政府可以多多举办这
样的活动"增加冲浪的氛围"让更多人了解冲
浪"去体会冲浪给人们带来的快感!

作为!+$$海南万宁国际冲浪节唯一一名国
内女选手刘丹"去年万宁国际冲浪节时已经来到
过万宁" 去年她是抱着好玩的心态参加比赛"今
年则是以学习心态参加比赛! 刘丹告诉记者"去
年参加万宁冲浪节"她获得了最佳落水奖! 这次
第二届海南万宁国际冲浪节来了不少世界级的
选手"她这次保持一个好的心态"以学习的态度
向高手学习"以便更好地提高自己的冲浪技术!

'只有你融入大自然"顺着浪"才能玩的更
好! )刘丹说"她非常喜欢大自然"万宁日月湾这
里的环境很美"商业气息不浓"很适合冲浪!每次
来这里冲浪后"她自己都会觉得很开心"冲浪可
以化解人的压力!

�������

��������?�������

��5������������

�T ��¡¢£¤¥�� �¦��§¨��¢�©

���ª«¬®

¯�k��°±²

UVWX;

YZ[\]^_`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