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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三亚崖城镇居民符女
士向记者反映#三亚崖城大桥下游百余
米处#从%&日开始#每天晚上都有人在
宁远河边抽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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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崖城镇的符女士称#从'月"&日
开始#在距离崖城大桥百余米%崖城镇
东关社区居委会附近# 有一户居民每
天晚上偷偷地从宁远河里抽沙# 然后
卖给沙场老板$ 起初#她以为该户居民
抽沙是经过有关部门批准的# 但从他
只在每天晚上(点左右至第二天凌晨)

点间抽沙来看# 判断其抽沙并没有经
过有关部门批准$ 后来#她向附近居民

了解时得知# 抽沙居民害怕白天抽沙
被有关部门发现%查处#所以只好晚上
用采沙船偷偷抽沙$ 由于晚上抽沙的
声音非常大# 严重影响了附近居民的
休息#有几次#附近几户居民与抽沙居
民交涉#但其照抽不误$

'月%$日上午# 记者站在崖城大桥
上往宁远河下游看#距崖城大桥约百余
米的岸边#有一堆抽上来的河沙堆在那
里#上面还停着一辆挖掘机$ 距离崖城
大桥五六十米的地方#也有一小堆河沙
堆在那里$ 一位居民说#为逃避有关部
门打击#他们通常晚上偷抽#早晨就卖
给沙场老板#白天就将抽沙设备拉回附
近仓库藏起来#万一有人来检查#只看
到有沙堆在河边#没有看到抽沙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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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女士说# 经专家鉴定崖城大桥
已属危桥#存在严重安全隐患#目前已
实行限速%限载%限宽通行$ 非法抽沙
距离崖城大桥这么近# 下半年又是雨
季#长久下去将危及崖城大桥$ 附近居
民曾向崖城镇政府等有关部门反映#

但一直没有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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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河沙堆点#记者看到#几位工人
正在忙碌#一间简易房里坐着几个人#

一辆运沙车已经装满准备运走$ 记者
以购买河沙建房为由向坐在那里一位
自称老板的男子打听情况$

据这位男子介绍# 每立方米河沙
)&元#要多少都可以$

看到岸边的河沙并不多# 记者
故意说&'我们家要建两栋%&&&多平
方米的房子#这点沙太少了$ (那位
男子听后不以为然地说&'你放心#

只要你付钱 # 保证每天有河沙给
你$ ('哪来这么多河沙) ('从河里
抽啊$ (

记者试探着问现在抽沙办证是否
容易# 如果容易干脆也办个证在宁远
河抽沙卖算了$ 该男子脱口而出&'现
在哪能办得了证$ ('你在距离崖城大
桥这么近抽沙#不怕有关部门来查) (

没想到那位男子说# 完全不用担心有
人来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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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下午# 记者采访了三亚市水
务局水运监察支队一位工作人员$

据其介绍#*月+日# 三亚市水务
局% 三亚市国土环境资源监察支队牵
头#崖城镇政府%三亚市公安局崖城公
安分局% 三亚市综合行政执法局崖城
综合行政执法分局曾联合行动# 对宁
远河水域非法采沙活动进行严厉打
击$ 依法取缔了在宁远河非法采沙的
桥东沙场%陆老五沙场%唐学成沙场%

力番沙场等)家采沙场$ 对于有人在崖
城大桥附近非法抽沙# 他们目前还没
有接到反映# 但他们会组织人员对非
法抽沙点进行打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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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口腔医院国贸门诊部坐落
于海口市国贸路华昌大厦# 全新%

舒雅的诊疗环境# 由博士% 主任为
核心的团队主诊$ 国贸门诊部开设
种植科室% 放射科室% 综合治疗室%

,-.室% 咨询室和注射室等科室# 每
个科室拥有独立的空间# 确保就诊
的私密性$ 统一采用电话% 网络预

约方式# 顾客可享受咨询% 预检%

拍片% 诊疗% 随访全程一对一跟踪
服务$ 一改过去医疗行业/ 患者等
医生/ 的惯例# 让患者如期就诊$

陪同人员可饮咖啡% 无线上网等候#

还可浏览口腔保健品小超市# 欣赏
钢琴曲$

在这里#口腔医疗行为遵循严谨

的诊疗流程#谢绝底端劣质医用材料
进入#严格执行 /一人一用一消毒/#

帮助患者采用客观的质量检验方法
进行质量自查$ 在这里#患者可以选
择自己长期稳定的口腔护理专家#接
受一对一的专业品质的诊疗服务$ 另
外# 医院会为患者建立电子健康档
案#并综合健康信息为患者制定促进

口腔健康的长期方案$

值此开业之际#海南口腔医院开
展一系列口腔健康优惠项目# 其中
种植牙特价# 矫正牙齿赠送一台平
板电脑#半价洁牙等等$ 患者可以通
过拨打$$++#*#*口腔健康专线来详
细咨询活动内容和种植牙% 正畸的
相关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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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从三亚警
方获悉# 经一个多月缜密侦查#海
棠湾公安分局近期成功摧毁一个
跨全省多市县频频作案的特大盗
窃团伙#先后抓获封某%廖某等'名
犯罪嫌疑人#追缴作案工具%赃款
赃物一批#带破海口%三亚%儋州等
%&多个市县案件近#&&起$

$月%)日#%时许# 南田公安分
局巡防队员在南田农场场部机关
大院内巡逻时#发现一辆本田牌小
轿车上的数名男子形迹可疑#遂上
前盘问#车上数名男子见状纷纷弃
车逃跑$

经检查车辆#发现车内一批物
品是南田农场场部机关当日失窃
的财物$

侦查员经过一个多月的奋力攻
坚# 一个利用租赁车辆流窜在全省
范围内使用技术开锁方法入室盗窃
的团伙#渐渐浮出水面$该团伙的人
员构成% 活动规律等情况逐步被专
案组掌握$

海棠湾公安分局派出缉捕小
组# 于*月#日奔赴湖北省襄阳市
开展追逃$ 在当地公安机关的协
助下# 潜逃省外的团伙成员吴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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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后被抓获#被押解回琼
受审$

团伙成员落网#案件侦破工作
取得重要突破$ 专案组顺藤摸瓜#

再次锁定该团伙其他成员藏匿在
海口的落脚点$*月%(日#吴兰平副
局长和刑警大队黄泽和大队长带
领缉捕小组赶往海口#对其他团伙
成员展开收网行动$ 行动中#封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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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名
团伙成员被一举擒获$

目前# 封某等'嫌犯已被三亚
警方依法刑拘#案件还在进一步审
理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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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冒充三亚国税局工作人员#

谎称车主新购置车辆的车税交多
了可退税# 骗取有车族的钱财#在
三亚经商的冯先生就落入了骗子
的这个圈套$ 目前#三亚下洋田派
出所已对此事介入调查$

据当事人冯先生介绍# '月初#

他在位于三亚迎宾路的一家汽车
专卖店购置了一辆东方日产小车$

'%&日中午我接到一个电话#

电话那头一男子自称他是三亚国
税局工作人员#说我缴纳的车辆购
置税交多了#可以退还#随后还给了
我一个电话号码#让我具体咨询$ (

随后对方准确地报出了冯先生私
家车的车型和车牌#所以冯先生打
消疑虑#拨打了被告之的号码$

电话那头的另一名'国税工作
人员(竟然说出了冯先生家庭住址%

身份证号码等更具体的信息$ 冯先
生信以为真# 根据对方的指示#拿
着自己的银行卡来到位于大东海
附近的一家邮政银行#根据电话那
头'工作人员(所说的提款机操作
流程进行了一番'领钱(操作#而操
作完后不久# 冯先生这才回过神
来# 自己竟然给对方汇去了%&&&&

多元#而之后再拨打'国税工作人
员(电话询问时#该电话已停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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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讯员 @AB

"记者%+日从三亚
市地税局获悉# 为提高税务工作人
员专业技能和整体素质# 该局启动
了为期0年的系列培训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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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三亚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
局举行农村食品药品质量监督协管
员%信息员培训班#来自全市各区%

镇%0&多名食品药品质量监督协管
员和信息员参加了集中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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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亚市政务中心于%+日启动为期
半年的全市行政审批工作万人评议活
动$ 评议内容有&三亚市政务中心各
审批办办事效率%服务态度%勤政廉
政情况*政务大厅服务环境%便民基
础设施建设情况* 招投标服务环境%

招投标工作流程及效率提高情况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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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吴先生向记者反映#今年*

月# 他在丹州小区里盘下了一间店面
做生意#一直相安无事$ 可从今年*月
下旬开始#在最近半个月的时间内#他
0次发现自己停在商店门前的汽车轮
胎瘪了$'损坏的轮胎侧面都有明显的
洞#一看就是被人故意扎破的$ (

吴先生说#'我听周围的居民说#

可能是由于车多车位少# 有人为了抢
车位才这样做$ (为此#吴先生希望相
关部门晚上能加强丹州小区附近的巡
逻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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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想起%%号凌晨小店被砸的一幕#

在商品街二巷做生意的徐先生仍心有
余悸$ 一名客人在徐先生的小卖部买
东西要求赊账遭到拒绝后# 竟然喊来
数名同伴#对店里的电话机#玻璃柜台
进行破坏$

徐先生告诉记者#小店被砸后#先
前赊账被拒绝的那名男子突然走进店
内#恶狠狠的威胁不准报警#否则还要
再次砸店$针对此事#徐先生已向三亚
市河东派出所报案# 希望警方能严惩
不法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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