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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游客匿名致电本报
反映称#此次与老伴故地重游海
南旅途愉快#然而却在离开海口
的最后一天发生了极为扫兴的
一事$ 原来#$月%&日#这老两口
东门海鲜市场购买海南特产时
钱财被偷走#并了解到东门市场
有十几个专门向游客下手的贼
长期在此作案$ 对此#辖区派出
所表示#已在严厉打击这伙%惯
偷&#并设立专人维护治安$

这位游客介绍说#$月%&日
中午#他与老伴前往东门市场海
鲜干货市场购买干贝#当时摊主
为其打好包后善心的提醒道%把
你的钱放好# 这里小偷多&$ 然
而#他并没有在意#仍按老习惯
将钱放在身后的裤兜里#随后继
续前行到另外一个干货摊购买
干红鱼$ %当我付完帐#将找回的
零钱放进裤兜时忽然发现兜里
的钱没有了#环顾周边#一个旁
边摊位的女摊主在看着我#我预
感不妙#低头一看#地下散落着
几十块零钱#我知道#这是被盗
了' &这位游客说#令他意外的

是#这些干货摊主告诉他们游客
钱财被偷在该市场是司空见惯
的#因为这有%'多个惯偷#并暗
示他称没有必要报案$

当该游客坚持打""'后#辖
区派出所民警不到"'分钟便赶
到现场处理此事$ 然而#在等民
警的时间里#这位游客却从商贩
口中得知# 东门市场有几个惯
偷#每天都会在这里作案#主要
针对到这里购买海鲜干货的外
地游客下手$ 他提出#如果这些
小偷在市场偶然为之#公安民警
无法打击#尚属可谅#但长期在
次作案#且每天光顾#公安机关
应该下定决定#彻底打击$

随后# 记者前往东门市场
走访$ 一海鲜摊贩偷偷的告诉
记者#该市场确实有惯偷#主要
集中在海鲜干货区域# 并提醒
记者要小心随身携带的钱财$

当记者前往海鲜干货区域时#

看到一位协警正在执勤# 据该
民警透露# 此岗位便是针对东
门市场海鲜干货市场游客被盗
频繁的情况而专门设立$ %因为
海鲜干货市场的消费者主要是

游客# 他们一般携带的钱财较
居民要多# 而且因为着急离岛
被盗后往往自认倒霉# 报案的
不多# 便助长了这些贼的嚣张
气焰$ &

据海口美兰公安分局博爱
派出所所长罗航介绍说# 近两
年# 该所十分重视东门市场偷
盗犯罪打击工作# 采取一明一
暗打击偷盗犯罪的方式$ 首先
设立该固定巡逻岗位# 民警在
东门市场徒步巡逻#压缩这些惯
偷的作案时间#同时#在东门市
场及第一市场安排便衣执法#抓
捕盗贼现行$ %现在打击上存在
两个问题# 一是受害者多为游
客# 报警不够及时或不报警#另
外#案发后#当民警前往东门市
场调查取证时#目击者担心被报
复等原因不配合调查取证$ &罗
航呼吁市民#打击犯罪不能仅靠
公安机关# 也需要大家的参与
配合$ 采访中#针对惯偷作案因
取证难而不易被绳之于法的情
况#有市民提出建议#该市场商
家可以集资安装电子监控设
备#来震慑不法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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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有摩的司机被乘客以借钱到
泰龙城干什么马上就回来为名骗
钱$ &$"日下午#海口泰龙城售货员
陈女士致电本报# 希望能提醒广大
载客师傅能小心提防这些恶意骗钱
的%乘客&$

$$日下午# 记者来到泰龙城门
口看到# 在这里等待载客的电动车
自行车(摩托车(三脚猫等排着队$

记者随机采访了几位师傅了解到确
实存在陈女士所反映的情况$ 平时
打零工# 而偶尔利用自家电动车载
客的柯师傅就遇到过这样的乘客#

柯师傅说#他清楚的记得#当天是今
年的大年初五# 一位乘客在大同路
坐上车去往秀英方向# 行至途中突
然让他停车称买烟便向他借一百元
钱#考虑到是客人#他便借给了他$

%同行提醒我说他是骗人的#我就赶
紧上前拦着他要回来了$ & 柯师傅
说#最近在泰龙城这总有一个高"米
(左右的男子#谎称到泰龙城进货缺
钱# 向载客师傅借钱进店后却不见
踪影#无迹可寻$

辖区大同派出所民警提醒市
民# 截至目前尚未接到此类报案#希
望广大市民遇到后一定要提高警惕$

%一年前# 我花了 %%''元买了
他们所说的 )秘方*# 结果却上当受
骗了$& $月 $)日# 家住海口秀英
的王女士向本报反映# 近期# 在秀
英小街附近又出现了这些卖 %秘
方& 的小贩# 他们常常集体行动#

有人卖药# 有人当托儿# 并且随意
夸大药效# 价钱也没个准$ 当日#

经过专家鉴别# 王女士所购买的
%秘方& 实则是一种名为 %海龙&

的中草药# 零售价仅为 % 元*克#

主要功效是补肾壮阳# 根本就不能
治病$

据王女士反映# $'%% 年 + 月
份的一天上午# 她向往常一样去农
贸市场买菜# 由于身上现金不多#

她便来到附近一家银行取钱$ 走出
银行没多远# 她看到路边一摊位围
观了许多市民# 出于好奇的她便上
前凑热闹# 看到许多人购买# 王女
士便向对方打听药效# %你这是什
么药+& 见有顾客上门# 一位女子
告诉王女士# 这种 %药& 不常见#

是祖传的秘方# 对于妇科疾病有很
好的治疗作用$

%当时没打算买# 只是聊了几
句# 对方见我结婚三年# 还没有小
孩# 便鼓吹能够治疗不孕不育$&

王女士说# 这时# 一名中年女子告
诉她# 她家的女儿就是吃了这个
药# 前不久怀孕了$ 而另一名女子
则表示# 家中儿媳妇 %' 年没有怀
孕# 结果也是吃了秘方生了一名男

孩$ 见王女士有点顾虑# 一名男子
趁机将她拉向一旁# %这药包你买
了不亏$& 该男子一边鼓吹疗效#

一边开始称重量# 结果王女士花了
,''元# 买下秘方$

%因为不知道到底有没有疗效#

而且价格又贵# 我付了钱打算离
开$& 王女士回忆# 然而# 就在她
离开没多远# 一名女子跟了上来#

边走边说, %吃少了没什么用# 要
我再买点$& 于是# 经不起对方软
磨硬泡# 王女士再次花了 -''元购
买了一些$

提着买来秘方# 王女士来到农
贸市场# 然而# 回想起刚才一幕#

她始终觉得不对劲儿# 于是# 便返
回银行门口寻找对方# 此时# 卖秘
方的摊贩早已不知去向$

%这都快一年了# 他们又来卖
了# 希望你们能够看看# 不要让更
多市民上当受骗$& 王女士说# 当
天她途经秀英小街路口时# 看到去

年在此卖 %秘方& 的摊贩又在路边
摆起了小摊# 不少市民上前购买$

当日上午 # 记者留意到 #

王女士购买的 %秘方 & 共有 %'

捆# 每捆 %' 根# 每根看上去呈
长条形# 有明显的头部和尾部#

长约 %, 厘米左右$ 随后# 记者
随同王女士来到秀英小街附近
一家药店# 经过一位医生鉴别#

这种 %秘方 & 其实叫做海龙 #

十分常见$

随后记者让医生称了一下重
量# 共计 %,'克# %这个在我们药
店零售价也就 %元*克$& 该医生表
示# 现在市场上流动摊贩销售的许
多药材或者保健品# 实际上都是十
分常见的$ 在正规药店里一般都能
买到# 而且售价很低$ 但流动摊贩
在销售的时候会夸大药材的疗效#

把药材说得神乎其神# 然后抬高药
材的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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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爸爸# 我肚子疼&#$月$)日下
午# 海口蓝盾学校一名家长忽然接
到来自学校的电话# 电话中孩子不
断喊肚子疼$ 记者走访几名家长后
了解到# 该校部分低年级学生午餐
过后出现呕吐情况# 但记者走访该
校时#校方以%没有区政府宣传科的
文件&为由拒绝接受采访$

据一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家长
讲述# 当天下午他接到来自学校的
电话# 班主任在电话里告诉他孩子
出现身体不适的情况# 随后他赶紧
前往学校了解详情$ %我到了学校教
学楼二楼#看到地上有很多呕吐物#

从教室把孩子接出来后# 还看见几
个孩子正在呕吐# 而老师却只是给
孩子擦风油精# 现场并没有看到医
护人员&# 这名未留名的家长回忆
说$ 其他家长所反映的情况也大致
如此$ 记者在秀中社区卫生服务站
走访了其中一名出现肚子疼的学
生# 医生经诊断后认为该学生的症
状%疑似食物中毒&$

当天下午,点左右#记者走访该
校想进一步了解详情#该校教导处一
名不知名的工作人员称%就是几个孩
子吃坏了东西拉肚子&#随后以%没有
区政府宣传科的文件#学校不能擅自
接受媒体采访&为由拒绝了采访$ 随
后#记者拨打%$)+,政府热线反映此
事#而热线工作人员也告知记者已经
向辖区教育部门反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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琦"$)日#三亚市民王女士来电反映#

称近日自己和多位朋友都接到了来
自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的电话#对方
称自己是法院咨询处的工作人员#代
表法院通知他们尽快到法院领取传
票#如果不按时领取就可能被强制执
行并被警察抓$ %那个男的让我在下
午+点半前带着身份证到海口正义路
民生!

*+

"大楼去领取#并说是刑事
传票#听起来很严重#我不知道该怎
么办了$&王女士慌张地说#于是她便
拨打本报热线求助$

据王女士介绍#$)日上午%'点左
右# 她在家接到一个号码长达%+位的
电话# 里面录制的语音里表示这是海
口市中级人民法院的来电# 并让其按
%%&键转人工接听#她照做后#很快电话
转到一位操海南口音的男子接听#该
男子称自己是法院咨询处的# 特紧急
通知王女士前往法院拿一张刑事传
票#并表示不拿的后果会很严重#可能
会被抓$ 该男子问询了王女士姓名后
又表示如果王女士提供自己的身份证
号码# 现在他立刻可以查询到王女士
的传票内容并告知# 否则王女士就需
要携带身份证于$)日下午+点半前到
海口正义路民生大楼亲自领取传票$

记者联系了海口市中级人民法
院# 其工作人员听完王女士的情况
后#表示法院通知传票时#都是用的
是正常办公电话#而且会明确告诉被
通知对象自己的身份及姓名#绝不会
出现录制语音提示或短信通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