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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习记者
!"#记者$%

"!日上午# 三亚西
岛海洋文化旅游区举行荣膺国家"#

级旅游景区授牌仪式$ 据了解#这是
三亚第$家高#级!!"

&'

"旅游景区$

在挂牌仪式上# 西岛景区一负
责人介绍# 西岛海洋文化旅游度假
区由西岛海上游乐世界% 牛王岭游
览区和肖旗港三部分组成# 汇聚了
海上运动%潜水观光%天然浴场%沙

滩娱乐%椰林休闲的立体海岛景区#

拥有沙滩%礁石%珊瑚礁%椰林%渔
村%崖壁%岩洞等多种旅游资源$ 经
过一年多时间的创建# 西岛海洋文
化旅游区被打造成为一个大型海岛
休闲度假和观光景区$

据悉#西岛全称&西瑁洲岛'#是
三亚最大的海岛$ 三亚西岛海洋文
化旅游区从%&&'年开始对外营业#

目前年接待量逾百万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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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委托#我司定于%&(%年(月($日上午(&时在
北京市海淀区紫竹院路(()号嘉豪国际中心*座)

层中招国拍拍卖厅对如下标的进行公开拍卖(

海南省三亚市三亚兆亨海坡度假村#栋公
寓楼#+,-室房产和#)&-室房产) 每套建筑面积
分别为)!.-( )每套参考价((/!.-万!每平米%万
元")每套保证金%&万#此次拍卖为分套拍卖$

开户名称(北京中招国际拍卖有限公司
开 户 行(浦发银行北京紫竹院支行
账 号(!(%) &(+0 -&&& &%/)/

有意者须于%&(%年(月()日下午+点前将保
证金汇入我司账号!以到账为准"#并携有效证件
!竞买人为法人的#应提交组织机构代码证书%营
业执照%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授权委托书%代理

人身份证等相关文书原件及一份复印件#外国企
业还应提交驻华使领馆证明) 竞买人为自然人
的#应提交身份证及一份复印件#如为代理人还
需提供授权委托书及委托人身份证复印件)外国
人应提交护照和驻华使领馆证明$ "到我司办公
地点办理竞买手续$

此次拍卖竞买人如不方便来北京进行拍卖#

可以办理委托竞投手续#详情咨询( (/0&(&!/---

展示时间(%&(%年(月(&日1%,'%年'月')日
展示地点(标的所在地
详见公司网站(222.3345.678

联系方式(赵鹏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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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约记者 +,- ./0

"四川籍男子
唐某在海口因心情不好竟报假警#先
称&杀了人'后又谎称要自杀#害得警
方两次动用警力# 竟发现唐某只是心
情不好报假警# 唐某因此被依法拘留
(,天$

%,((年:月(0日%,时许#海口市公
安局((,指挥中心接到一男子报警称
在秀英书场村(,(号杀了人#指挥中心
迅速调派秀英公安分局刑侦%巡控%便
衣%秀英派出所值班民警等赶赴现场#

派出所民警找到书场村(,(号#发现是
一块空地# 走访村民也没有发现异常
情况)秀英公安分局(号%%号巡车巡视
了整个书场村也没发现情况$

随后#报警人又称他在西海岸#要
自杀#一部分警力又火速赶往西海岸$

%,时/-分许# 秀英分局便衣队终于在

滨海大道海军十一支队对面的海边找
到了报警人唐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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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方不敢大意#根据唐某所报的警情#

又组织警力连夜走访了整个书场村#

均没有发现唐某所说的情况$ 唐某因
涉嫌谎报警情被带回秀英派出所$

经审查# 唐某交代#:月(0日(-时
许# 他在秀英书场村的一家小店里买
酒喝#大概喝了-两多白酒#喝完后心
情不好#觉得自己太没用了#家里父亲
喜欢酗酒#母亲生病了没有钱治疗$ %,

时许# 他从家里出来走到滨海大道海
军十一支队对面的海边# 就拿起电话
报警#报称自己杀了人#想要自杀$ 根
据我国*治安管理处罚法+有关规定#

唐某因谎报警情# 被警方处以行政拘
留十日处罚$

据海口警方统计#%,((年#海口市

公安局((,指挥中心接到类似浪费警
力的骚扰电话多达%:万余次# 占全部
电话量的/;<#其中#超过;,<的骚扰
电话是未成年人拨打# 由于大量的骚
扰电话挤占报警线路# 造成需要公安
机关施以援手的群众难以拨入((,#同
时# 对((,接警员形成极大地精神伤
害$ 在此#公安机关严正告知(骚扰((,

是违法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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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约记者+,- ./E

"(月(,日
是海口&((,宣传日'$记者从海口市公
安局获悉#该局((,指挥中心担负着市
政府处置突发事件# 实现多职能部门
合成作战%统一指挥$目前#海口((,指
挥中心日常开通:19席((,接处警席
位#实行%0小时不间断轮值制$

据统计#%,((年共接报警电话9;

万余个#日均超过(-,,个#每名接警员
平均/分钟就要接听(个电话$ %,((

年#((,指挥中心直接指挥街面警力破

获现行&两抢'案件%,:起#抓获现行&两
抢'嫌疑人%,,余人#街面&两抢'案件较
%,,-年前有了较大幅度的下降#同时#

直接指挥街面警力抓获各类在逃人员
近/,,人#有力的捍卫了海口的社会治
安大环境#群众安全感明显提升$

另外#海口((,对群众求助也及时
给予帮助$ 一年来#%,((年#海口市公
安局((,指挥中心共接报群众求助
;,,,余起#帮助找回迷路走失儿童%智
障老人(,,,余人# 说服自杀人员放弃
自杀-,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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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日报记者 ��通讯
员 ���

"记者(月-日从&中视杯'海
南首届公益广告大赛暨开展 &海南省
十佳公益广告示范单位' 认定活动新
闻发布会上获悉#由省委宣传部%省文
明办% 省工商局指导# 省广告协会主
办#海南中视广告有限公司承办的&首
届公益广告大赛'正式启动#从即日起
面向全社会征集原创公益类广告作
品$

据大赛组委会有关人士介绍#海
南国际旅游岛建设吸引了海内外宾
客#为营造文明和谐的良好氛围#结合
海南省文明大行动# 充分发挥公益广

告在深入推进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
庭美德和人的品德建设中的作用#推
进海南科学发展# 特别举办了此次大
赛活动$

据悉#凡从事或爱好设计创作#具
备相应专业能力的组织或个人均可报
名参加本次大赛活动$ 参赛作品要求
围绕海南国际旅游岛建设和文明大行
动#紧扣文明礼仪%公民道德%社会诚
信等主题#倡导社会主义荣辱观#提升
海南美好幸福形象# 迎接四海宾客为
内容进行创作$

大赛将按平面作品% 影视作品和
广播作品三大类设置奖项#对获奖者授

予奖杯%证书和奖金$ 参赛作品应从即
日起至%,(%年0月/,日前#送达或邮寄
至本次大赛组委会#作品应在函件上注
明&,中视杯-海南首届公益广告大赛作
品'字样$ 邮寄地址为海南省海口市滨
海大道(%/号鸿联商务广场((层$

记者从新闻发布会上获悉# 由省
工商局主办的 &海南省十佳公益广告
示范单位'认定活动也正式开始$省内
热心公益广告事业的广告公司% 媒体
单位及个体从业者均可以参加此次认
定活动#有意参与的单位和个人#从即
日至%,(%年0月/,日前可将相关材料
送至省工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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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日起#海口电动车将开始正
式上牌# 记者特提前探营(,个上牌
点$ 目前#所有办理点的上牌前期筹
备工作已经就绪#海口交警正在调试
电动车注册登记软件系统$ 为确保上
牌顺利进行#海口交警联合本报征集
志愿者服务(%日电动车上牌工作$

!日下午# 记者走访部分电动车
上牌办牌点发现#海口交警已经在办
理点的显眼位置贴上相关告示$ 在龙
昆南坡博路虹冠大厦:号铺面临时办
理点记者看到#工作人员已做好临时
的门牌&电动车上牌处'#并附着电动
车上牌服务指南$ 一位驻足在该办理
点边的张先生告诉记者#近来#他每
天随车携带电动车上牌所需的电动
自行车出厂合格证明%购车发票和身

份证三份材料#只盼自己的电动车能
尽快拥有&合法身份'$

在椰海大道与学院路交叉路口
西侧海口交警琼山大队办公点一楼#

记者看到# 这里的工作人员忙忙碌
碌$ &上牌时间(%号$ '听到记者咨询
电动车上牌的情况#一位工作人员忙
里抽闲的回答记者#由于上牌时间未
到#负责办理电动车上牌的工作人员
还未到岗就位$

据海口市车管所有关负责人介
绍# 电动车上牌办理点准备工作基
本就绪$ 该负责人提醒市民#届时前
往办理上牌时#务必准备所有材料#

并自备身份证复印件一份# 避免个
别办理点尚未配置复印机# 无法复
印身份证$

海口交警支队副支队长符皓透

露#近日#海口交警正在内部调试电
动车注册登记软件系统#确保(%日上
牌工作顺利开展$ &初步预计办理上
牌的市民将非常集中#但每个上牌点
配备的工作人员主要负责办理上牌#

将无暇向市民提供相关的咨询等服
务$ '符皓说#目前#海口交警正在向
社会募集志愿者#以便维持电动车上
牌现场秩序#引导市民上牌等$

在此# 海口交警联合本报向社会
征集服务(月(%日电动车上牌的志愿
者#当日主要工作是维持电动车上牌
现场秩序#引导市民填表%梳理上牌
材料等#要求有耐心#性格温和#女性
优先$ 有意者可于(月(%日前拨打
/(/99-%-报名#经过简单审核#将于上
牌当日安排到电动车上牌点服务登
记上牌工作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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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日上午#斯柯达车主蒙先
生在0=店门口拉条幅堵门的举动受
到社会广大民众的关注# 很多媒体
也进行了转载$对此#车辆经销商表
示#经过实地检查#汽车厂家证实该
车为新车$

关于刹车盘生锈#业内人士称#

大部分品牌或多或少都会有生锈的
现象$ 经请教汽车售后服务权威人
士得知# 一是刹车盘本身的材质问
题#二是海南天气比较潮湿#湿度比
较大# 没有使用的车辆也可能发生
刹车盘生锈等现象$ 而由于经销商
周边修路%建房空气污染比较大#导
致露天停放在停车场的车辆不干
净$ 新车交付客户使用前要做清洁
美容#方可交付客户$

斯柯达0=店方告诉记者# 交车
时的流程表数为09公里# 这个里程
数完全符合新车标准$ 海口质监部
门通过专业仪器调取了车辆的电子
里程数# 结果显示为正常新车里程
数$ 随后汽车厂家也派代表过来对

车辆进行实地检查# 也确认该车为
新车$

斯柯达汽车品牌是有着豪华车
血统的百年品牌#它诞生于(-!:年#

经过((;年的发展#现已成为全世界
0大百年汽车品牌之一$ 拥有((;年
的悠久造车历史$ (!!(年=>7?@加入
大众汽车集团成为和奥迪%保时捷%

宾利% 兰博基等豪华品牌并驾齐驱
的全球著名品牌$ 在大众集团的管
理下# 斯柯达汽车以异常火爆的销
售业绩#在汽车业界迅猛发展#倍受
广大消费者青睐# 在中国市场掀起
购买热潮# 成为中国汽车市场增长
最快的汽车品牌$

斯柯达品牌旗下现已汇集昊锐%

明锐%晶锐/个档次车型#成为国内全
系车皆囊括A1BA#C五星安全的骑车
品牌之一$中国市场已经成为斯柯达
除欧洲以外的第二大市场$

坐落在海口市南海大道((/号
的福德汽车城#几乎涵盖了中%日%

韩%欧的所有常见车型#有需求的客
户不妨去试乘试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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