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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日晚%'点左右"滨海派出所
副所长吴育强等民警在盐灶路华景大
酒店前执行巡逻盘查任务时"发现有(

名年轻男子骑%辆无牌摩托车便准备
上前询问"却见对方竟慌忙掉转车头"

加大油门就跑"形迹可疑# 于是"巡逻
民警果断追拦摩托车" 并将(男子控
制" 随后从一男子手中的塑料袋内搜
出)块汽车后视镜片# 在对(人身份和
后视镜片来历进行盘问时" 自称是汽
车修理厂的(名男子说法出现分歧#根
据办案经验"警方将(人带回派出所继
续审查#

经审问"这(名男子手中的汽车后
视镜是刚刚偷到的"随后"犯罪嫌疑人
黄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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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代了('%(年
$月%&日晚在海口市红城湖路盗窃%辆

黑色宝马*$轿车+块后视镜片和在海
口龙华路贵州大厦旁盗窃%辆奔驰
,+&'轿车%块左侧后视镜片的犯罪事
实# 同时"他们还交代了另外+名同伙
周某&欧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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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以同样作案手法"盗窃高档轿车
后视镜的犯罪事实# 嫌犯初步交代称"

-人到海口)天时间作案)'余起" 主要
选择停放在路边停车场偏僻位置的宝
马和奔驰新车下手" 以手指甲和螺丝
刀为盗窃工具"一般+'秒便可得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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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犯罪嫌人黄某交代"他与其他)

名同伙均为广东人"-人都没有工作"

近日" 从上网过程中发现了盗窃汽车
后视镜可卖高价的新闻" 但考虑到广
州警方对此类案件打击力度大" 经过
商量"-人选择到海口边旅游便盗窃#

'没想到"海南警方也挺厉害"我们刚

到这)天就被抓现行"以后真的不敢了# (

面对记者采访黄某坦言称#

'网上销售的手法我还未实施过"还
要学# (黄某说"被抓捕前-人已经商量好
近日将带着'成果(返家"准备在网上发布
销售信息"将每对原价.'''/%''''元不等
的高档原装后视镜以+''/0''元不等的价
格进行销赃#

嫌犯冯某成称"-人于$月%-日到达海
口后"+人搭档一组"白天专门踩点"晚上
骑着从广东托运过来的无牌摩托车随机
作案"在)天内已得手)'余起"在未引起汽
车报警的前提下"每次作案能在+'秒左右
便可卸下%块后视镜" 至今从未失手# 目
前"+名嫌疑人已被龙华警方刑事拘留"此
案正在进一步调查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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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保险公司内部人员介绍"除了交强
险" 汽车主要选择险种为车辆损失险&盗

抢险&玻璃单独破碎险等# 但是"后
视镜失窃的车主"即使买了盗抢险
也不能获得保险公司的赔偿"因为
盗抢险只针对整辆车失窃的情况
进行赔付"单个配件失窃"保险公
司不负责理赔"如不能找回便只能

自认倒霉#

针对此案" 警方在此提醒广大车
主"一定要加强自我安全防范意识"停
车时一定要尽量将车停放在有专人看
管&显眼的地方"不要将贵重物品&包
等放在车内"以免招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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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凌晨&时" 在广西壮族自治区国道
+%'线南丹境内的拉者路段发生一起交
通事故"两辆过境大客车碰撞后翻下路
边"造成%)名乘客受伤"其中重伤)人#

记者随后电话联系上南丹县交警大队
了解到" 其中一辆琼!+')%+车牌号的
大巴车为海南籍省际班车"事发时车上
无海南籍乘客#

据介绍"+%日" 重庆市开县人邵永
红驾驶琼!+')%+号大客车为海南至开
县长途客运车"由海南开出前往开县方
向# 经南丹往贵州方向行驶"在拉者路
段时因雨天路滑发生甩尾"碰撞到相向
而行的由四川省容县人冯卫东驾驶的
川1')$''号大客车" 两车侧翻到公路
外"致两车上的%)名乘客受伤"但事故
未造成交通拥堵#目前受伤乘客已经送
往当地医院进行救助#

事故发生后"记者第一时间联系上
了南丹县交警大队" 该队负责人介绍"

琼!+')%+的大巴车为海南始发车辆"

车上乘客无海南籍乘客# '都是在外面
打工返乡的#(这位负责人介绍"车上乘
客中打工者居多"在外省打工后乘坐此
车回家"不幸发生意外#

据南丹县交警大队大队长黄泽江
介绍"事故发生路段为一高速路改道路
段"六寨至河池高速路占了原+%'国道"

施工单位将国道+%'线二级路改道"但
该改道路段在设计上存在安全隐患"全
长%公里的路段"程2型"正常公路路面
在弯道上应该是外高内底"而该路段却
忽视了这一问题" 路面为平行水平"致
使车辆通行时失去了向心力"车速过快
时往往造成甩尾# 该路段于去年3月投
入使用以来"已接连发生了%'余起交通
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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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日上
午"东方边防支队八所港边防派出所
经过缜密侦查"快速出击"抓获一名
网上在逃人员" 成功破获 '+'%%).)

+'(故意伤害案#

据悉"白沙县人高某$

!

%和麦
某$

<

%曾是男女朋友关系"后麦某
向高某提出分手并与东方市八所镇
男子冯某处对象" 但高某拒不同意
分手# +'%%年.月+'日"高某前来八
所镇某洗涤厂内寻找麦某" 并看到
麦某和冯某正待在一起" 高某看到
后"情绪激动"一怒之下"竟拾起地
上的砖头" 在冯某毫无防备的情况
下" 用砖头将冯某打伤" 后一直潜
逃# 经法医鉴定"冯某的伤情已达到
轻伤"构成刑事案件#

+'%%年0月4日"经东方市公安局
批准" 高某被依法列为网上追逃人
员# +'%+年$月+'日上午"警方获悉高
某于正在八所镇某宾馆休息"获得情
报后"该所边防民警主动出击"将正
在宾馆房间内酣睡的高某一举抓获#

目前" 高某已被依法刑事拘留"

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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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日上午%'点"南海网正式开通全
新的网购平台 567789::7;<=>6?=@AB>

C=D"第一单上架开卖的产品"就是
近来人气超高&有'长寿珍品(之誉
的桥头富硒地瓜# 桥头富硒地瓜产
于澄迈县桥头镇" 采用脱毒种苗种
植技术"硒元素含量很高"甜度适中
常吃不腻"香气淡雅沁人心脾"是地
瓜中的珍品# 桥头富硒地瓜市场价
已达到每斤.元"但南海网网购价仅
为4$元一箱5%'斤E"即每斤)>$元#销
售时间为一个月#

网购推出后"立刻受到网友们
的热捧"纷纷在微博上转发网购消
息" 不到半天转发量达)'''多条#

截止晚上!点近"#个小时内" 已卖
出去%$0箱#

很多网友纷纷赞美这次地瓜

团购价格优惠#网友'海口老徐(表
示*'富硒地瓜是很好的地瓜"这个
价格非常合算# (网友'橙邦(还帮
忙做起了广告*'牛奶不能喝了"白
菜不能吃了"土豆不能吃了"韭菜
也上色了"火腿肠也不安全了++

那就吃地瓜吧"并当即表示*订"##

箱支持瓜农(# 还有热心网友介绍
起了地瓜的食用方法#如微博网友
'海南快消品营销于润洁( 称"'每
天都可以吃地瓜粥了#早餐也可来
两个"粗粮健康啊#我试过了"放在
屋里存放一周没问题的(# 著名作
家梅国云则为喜欢吃烤地瓜的朋
友出了个好点子*'澄迈富硒地瓜
确实不错#放微波炉里转几分钟和
火烤的一个味道# (

据悉"澄迈县近年来加快推进
'商标富农工程(" 发展农业休闲观

光旅游"培育出了福山咖啡&无核荔
枝&福橙&白莲鹅&桥头富硒地瓜等
一系列叫得响的农产品品牌# 其中
桥头富硒地瓜产于澄迈县桥头镇"

采用脱毒种苗种植技术" 硒元素含
量很高"甜度适中常吃不腻"香气淡
雅沁人心脾"是地瓜中的珍品#桥头
富硒地瓜市场价已达到每斤.元#

澄迈县委书记杨思涛对此次
网购活动非常看好# 他认为"海南
农产品销售要善于借鉴新兴的销
售渠道和手段#网络销售能够减少
中间流通环节的成本"实现农民与
城市消费者的快速对接#这样既让
农民增产必然增收"也给消费者带
来了实惠# 今后"去中间环节的网
络销售&体验式销售"将成为澄迈
农产品积极尝试的一种新型营销
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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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通讯员 =>

%随着天气日渐升温"

各类不安全因素增加"为进一步加强
对网吧的消防安全管理"海南琼海消
防支队结合夏防深入全市开展对网
吧消防安全大检查#

此次检查的重点是各网吧疏散
通道&安全出口是否畅通&消防器材
配置是否到位完好可用&安全疏散指
示标志& 应急照明灯等是否配备齐
全&网吧员工对消防安全知识掌握情
况以及各项消防安全管理制度是否
落实等情况# 针对检查出的问题"支
队监督执法人员要求网吧负责人立
即整改"切实把火灾隐患消除在萌芽
状态"确保本单位消防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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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日"是世界计量日# 当天
上午" 海口市质量技术监督局在明
珠广场举行了诚信计量宣传活动#

该局工作人员除了向市民散发计量
宣传资料外" 同时" 对如何正确使
用& 保养血压计等计量器具进行了
演示和讲解" 此次服务受到市民赞
誉"起到了良好的社会效果#

据介绍"近年来"海口市质监局
把民生计量&能源计量作为民生工程
的重点来抓" 认真履行计量监管职
能" 积极探索诚信计量长效机制"为
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技术
支撑"为人民群众生活提供了有效的
计量保障#

记者获悉"从$月底"海口市质监
局还将组织开展在计量器具监督检
查#检查重点将对出租车计价器&大型
超市在用计量器具及家电能效标识&

医疗计量器具等开展专项执法检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