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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林方
岱"!"日#记者从三亚市政府获悉#三亚
将于#月"日$%日举办!&"!年第五届全国
青少年国际英语电视大赛暨首届 $天涯
之星%英语风采大赛& 截至!"日#大赛已
吸引'#'名选手报名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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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在乐东九所镇种植芒果的陈器亮
等人反映#称"&日下午#一场大火蔓延到
芒果园#致使近百亩芒果树被烧焦#损失
超(&万元& 一位目击者称是运垃圾工人
烧垃圾余火蔓延导致&对此#运垃圾工人
矢口否认#目前#派出所已经介入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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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本报曾报道三亚市民海
先生新买一周的丰田卡罗拉轿车问
题频出#而且油耗特别大#平均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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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记者获悉#双方就此事已
达成和解协议&

据车主海先生介绍#此事经媒体曝
光后#丰田')店已作出书面说明#并对车
主表示道歉&随后双方经过协调#海先生
接受')店提出的换车方案' 在价格上给
予优惠# 置换另外一款排量为"*+升的豪
华版轿车给车主#车主需补缴%万元差价
给')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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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本报曾报道三亚市民陈先
生驾驶一辆农用货车装运(吨水泥因
为超载被交警查扣#待陈先生交完罚
单取车时#发现所装水泥被雨水淋湿
受损一事&

!"日下午# 陈先生致电本报反映#

交警部门已于!"日上午和他进行协商#

并表示愿意赔偿陈先生的车上货物在
被扣期间因为淋雨造成的相应损失&随
后#记者从三亚交警部门证实了陈先生
的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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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中午#三亚市民李先
生睡醒后发现# 自己停在小区住宅楼
下的黑色比亚迪小车不翼而飞& 时隔一
日# 李先生的爱人在临春河路闲逛时却
在路边发现自家被盗的爱车& 正当一名
男子欲驾车离开时#被李先生拦下&该男
子声称车子是借来的# 他本人为河东派
出所警务人员&!"日#记者从河东派出所
获悉#驾驶被盗车的确为该所工作人员#

警方已对此事介入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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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李先生反映# 他在一家酒吧工
作#经常工作到很晚#"(日凌晨-时许#

他下班后驾车返回位于河东路商品街
的家中休息# 当时把车子停放在住宅
楼下& "(日"%时许#李先生发现车子不
见了#随后他赶紧报警& 车子被盗后#

李先生才想起来# 当天竟然忘记将钥
匙拔下来# 而他的汽车钥匙是和房门

钥匙串挂在一起的&

!&日!&时许# 李先生接到妻子打
来的电话# 妻子称在临春河五巷公交

站牌附近闲逛时# 发现路边停放的一
辆无牌比亚迪小车和自家的被盗车很
像#让李先生赶紧过去辨认& 随后李先

生喊上几名好友赶往现场查看# 经检
查确认# 这辆黑色比亚迪就是自家丢
失的爱车#但前后的车牌已被取下#于
是李先生赶紧拨打""&报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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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在李先生拨打电话报警时#一
名男子打开了这辆被盗车的车门#准
备驾车离开#见此情景#李先生和几名
朋友赶紧上前按住该男子& 在挣扎中#

该男子大喊#$这辆车是我借的# 你们不
要动手#我是河东派出所的警察& %这名
男子是小偷还是警察( 正在李先生等人
纳闷之时#该男子摆脱控制#从衣服里掏
出一张证件&李先生看到#证件上有该男
子身着警服的照片#叫陈某#落款是三亚
市公安局河东分局&

不久# 几名河东派出所民警赶到
现场#把双方带回河东派出所接受调
查& !"日上午#在三亚河东派出所门
口#记者见到了李先生被盗的黑色比

亚迪轿车& 记者发现#该车前后牌照
都已被卸下& 据李先生反映#自己放
在车里的驾驶证等物品也已经不翼
而飞# 而事发当晚双方被带到派出
所#陈某在接受警方询问后#带着警
察和车主前往商品街将一!&岁左右
的男子抓获#同时表示车子就是这名
男子借给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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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此事#陈某回应称# -月!&日
是他休息日# 当时他要到火车站接一
个朋友#因为自己没有车#就找朋友借
了一辆车# 随后此人便将李先生被盗
比亚迪汽车的车钥匙给了他&

针对此事#三亚河东派出所所长吴
多钊表示#陈某确系河东派出所工作人
员#目前此案尚在调查中#暂未对其进
行处理& 此外#警方曾对陈某的朋友进
行询问#但陈某的朋友声称#是另一个
人用-&&&元把车抵押在他那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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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选小汽车号牌号码竞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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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届$南国十大慈母%公益评选活动
正在寻找这样的母亲'她们默默奉献#

拉扯儿女#青春不再#容颜已改#然爱
心永在)*在又一个母亲节即将来临
时#让我们一起说说母亲的故事+南国十
大慈母评选活动期间#本报将每天刊登
候选人的感人故事#并进行编号#读者可
关注您身边的候选人#并进行投票&进入
人物评选阶段#本报将及时加设$网络投
票!.//012234&+(+5678"%活动#敬请关注&

凡拨打慈 母 推 荐 热 线 电 话

##+"&+#!2#-%+%%%%推荐您身边的慈
母#将有机会获得一张由海南不孕不育
医院提供的价值%++元的免费体检卡&

活动开展时间'-月"&日至-月!+日#报名
时间-月"&日9-月!-日#-月!-日$-月!+

日为投票评选时间&

通过评选最终获得 $南国十大慈
母%荣誉称号的慈母#不仅能捧回千元
奖金#还能获得由海南不孕不育医院赠
送价值-++元的体检卡一张#并为当选人
全家拍摄全家福#制作成精美的相框赠
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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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台风季节临近#

三亚海事局按照$早安排#早检查#

早落实%原则#周密部署提早行动&

据了解# 三亚海事局召开工
作会议#制定方案#落实防抗任务
分工& 由局领导带队#深入现场巡

视#核查了三亚港防台锚地#提早
通报并清理妨碍锚地功能的养殖
渔排和旅游平台& 走访港航企业,

旅游公司# 督促相关企业落实防
台应急预案# 及时增设或整修防
台应急设施+ 还将集中召开防台
会议#进一步落实前期部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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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日#三亚特警防暴支队在
三亚凤凰岛岗亭举行""&治安岗
亭上岗仪式#+名被挑选出的特警
精英今日正式接管全市八个""&

治安岗亭工作+

据了解# 为做好""&治安岗亭
接管工作#-月""日# 特警支队曾对

全市+个""&治安岗进行深入调研#

针对岗亭存在问题提出整改方案<

"+日正式宣布+个治安岗亭负责人#

同时就修缮工作,执勤工作,督查工
作进行了布置+据悉#特警支队将加
强接处警及全市联动# 增强巡逻防
控和打击效能#最快速,最大强度打
击$两抢一盗%等违法犯罪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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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妈妈很平凡# 但她把所有的爱都给了
我们三兄妹+ %在海口琼山二中上学的
"%岁澄迈女孩王莹说# 从小学到初中#

勤劳的妈妈就像明灯一样#照亮自己前
行的路#激励着自己一步步努力向前+

$看到妈妈每天忙得团团转#心里
特别难受+%王莹说#为赚钱养家#-&岁
的妈妈黎修燕目前在一家公司煮饭#

从早到晚妈妈一直忙个不停+

$妈妈十分贤惠#也很节俭+%王莹
告诉记者#家里负担很重+ 为省钱#妈
妈很少给自己添置新衣服# 就算家里
喝水剩下的塑料瓶# 妈妈也总是积攒
起来卖掉# 赚点零花钱给孩子们买文
具+因为妈妈的节俭#家里的孩子都养
成勤俭节约的好习惯# 因为他们明白
爸妈赚来的钱都是辛苦钱+

不管妈妈多么忙#王莹的学习总是
妈妈最关心的+最让王莹感动的是#每次

不小心考失误了#妈妈从不责怪王莹#反
而进行安慰+王莹也加倍努力学习#每次
考试总能在班上排在前十名+$妈妈的体
贴入微#让家里特别温馨幸福+ %王莹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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