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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寻找

南国都市报11月8日讯（记者
王天宇）8日上午，从自河南漯河到
海南海口寻子的汪先生向南国都市
报求助称，他的儿子2008年大学毕
业后一直在海口工作，直到今年7
月底，儿子汪旭东就莫名其妙地没
了音讯。寻子心切的他在其女儿的
陪伴下于本月3日来到海口寻子，
如今已经寻找多日，仍没有下落。
对此，他希望通过本报寻找失去联
系的儿子，如有知情者提供下落，
将有重谢。

据了解，汪旭东今年 28 岁，
2005年考入华南热带农业大学应用
科技学院 （现海南大学城西校
区），2008年毕业后在海口一家矿
山机械公司从事业务销售工作，该
公司经常派其到东方、昌江一带进
行业务销售，于今年初在该公司离
职，后来又在海口一家创业中心就
职。汪旭东大学毕业后在2011年
春节期间回家探亲后，就再也没有
回去过，一直都是通过电话和家人
联系。

“最后一次联系是在今年7月
29日，当时我儿子是用一部座机号
码打的电话，电话中告诉我他在下

班途中，突然被不明身份男子打成
重伤，是朋友帮助送他去医院的，
但没有医药费，让我向他银行卡里
打1000元钱给他。”汪旭东的父亲
汪新胜说，第二日他儿子又用一部
手机号码将银行卡号发给了他，随
后便叮嘱他女儿通过银行转账的方
式汇去了3000元钱，但从那以后就

再没有联系上。在失联前的这两次
通话都是汪旭东单方面和他沟通，
而他儿子之前的电话号码此时已成
空号。

汪旭东的妹妹汪华英告诉记
者，得知哥哥失去联系后，她试图
通过QQ、微信方式进行联系，但
均未得到任何回音。后来经过调查

得知，哥哥当时给她爸爸打电话使
用的座机及手机号码是在海口青年
路口一带的公用电话亭，随后又联
系那部给她爸爸发银行账号的手机
主人，但对方却说和她哥哥素不相
识。“为能找到哥哥，我和爸爸乘
坐汽车于3日晚到达海口，这几天
找遍了海口的大街小巷，同时又联
系了她哥哥上学时期的同班同学帮
忙寻找，并在海口青年路口一带张
贴了寻人启事，但还是没有下
落。”汪华英说，因为哥哥失去联
系，原本身患残疾的母亲现已经病
倒家中。

据汪旭东上学时期最要好的同
学介绍，汪旭东上学时间不抽烟、
不喝酒，也从不惹事，在今年5月
份的时候汪汪旭东曾给他打电话联
系过，当时得知他在国兴一带租房
居住，但从那以后就再也没有联系
过。目前来琼寻人的父女俩已经向
海口警方报案，警方已经对此开展
调查。据悉，汪旭东身高165cm，
微胖，操着河南口音，汪华英希望
海口的爱心人士多加关注，帮忙寻
找。如有知情者或发现汪旭东下落
的 ， 请 拨 打 南 国 都 市 报 热 线
966123或直接和汪旭东妹妹汪华
英联系，电话：15518220657，提
供信息者将有重谢。

28岁男子失联3个多月
河南老汉赴海南寻子
希望通过本报找到儿子，盼知情人提供线索

失联男子汪旭东(图片由家人提供)

南国都市报 11 月 7日讯（记
者王天宇）近日，多位海口市民向
南国都市报记者反映，位于海口解
放西路的金棕榈文化商业广场的
保安连续几天晚上使用广场内的
消火栓放水到广场前的人行道上，
目的就是想驱赶在人行道上摆摊
的摊贩，此举不仅带来水资源严重
浪费，还造成人行道积水严重，同
时给过往市民带来了不便，希望有
关部门能够管一管这种行为。

为核实情况，记者6日晚7时
30分许来到该商业广场，记者发
现此时该广场前面的人行道上已
经有大面积的积水，记者注意到
在这一条100多米长的人行道上
共有 3 处排水管向人行道上排
水，其中每一处排水点都有几名
身穿黑色制服的男子看管，白花
花的水流源源不断的从出水口流
个不停，记者顺着水管的方向走
到尽头发现，这些水是是从该商
场的3个消火栓内排出。因商场

人行道几乎被积水霸占，在附近
逛街的市民只能绕过人行道行走
在机动车道上，而车辆经过则水
花四溅。有市民觉得这么多的水
直接流掉太可惜了。

据附近的摊贩告诉记者，这
些人已经连续几天使用商场的消
防水排放到人行道上了，从本月的
2日开始，每天晚上7点至11点左
右，一排就是4、5个小时，真是太
浪费了。“那商场为什么会这样做
呢？”记者问。“可能是影响他们商
场的生意吧，但主要目的就是想驱
赶在商场门前人行道上摆摊的摊
贩。”这位摊贩说，她已经在这里摆
摊很多年了，给附近低收入的市民
带来了很多的便利，再说她们摊贩
占用的是人行道，又不是商业广
场的地方，要管也是城管来管。

对此，金棕榈文化商业广场
管理公司一负责人表示，近期有
关部门要求他们要做好广场前的
卫生及绿化，所以放水是要对道

路要进行清洗。对于放水是为了
驱赶在广场前人行道上摆摊的摊
贩一说，该负责人予以否认，称
摆摊的摊贩是由城管部门来监
管，他们没权驱赶。

对于该商场使用消火栓清洗
路面这一现象，记者当晚将该情
况反映到了“963111”海口威立
雅水务有限公司 24 小时服务热
线，接线人员表示会将此情况反
映到相关部门前去查看。7日，记
者再次致电“963111”客服，接
线人员表示，他们工作人员到达
现场调查发现，金棕榈文化商业
广场使用的消火栓不是市政道路
上的消火栓，而是商场自行安装
的消火栓，使用的每一吨水是要
付费的，对此他们没有监管的权
利。7日下午，记者将该广场浪费
水资源的情况反映到了海口市水
政监察支队，有关人员表示将会
和上级领导汇报此事。对此，本
报将继续关注。

门前有小贩摆摊 商场放水赶人？
事发海口解放西路 商场方否认并称是在清洗路面

我投诉

保安正拿着水管向人行道放水。
南国都市报记者王天宇摄

红蓝地毯，两旁立着是图片展，
顶上旗帜飘扬，许多市民牵着孩子
走在地毯上看展览，这是在海口骑
楼老街举办的中以文化活动周，两
旁展出的摄影展，让游客跟市民观
看，一些家长带着孩子在全身关注的
看展览，但是时不时都会窜出一辆电
动车来，让观看展览的人都要防不胜
防，原本命名为步行街的中山路，几
年过去了，依然都是电动车乱闯，举
办展览，依然有电动车在此出没。

南国都市报记者刘孙谋摄

海口中山路步行街
电动车横闯该管管管管

南国都市报11月8日讯（记者
王燕珍） 11月4日上午8时，在县委
常委、公安局长陈锦昌的指示下，定
安县公安局党委委员、政工室领导率
领巡警、交警、治安等民警 50 余
人赶到潭黎村，砍杂草、清淤泥，帮
助村民修整水渠，促进惠民增收，
进一步密切警民关系。同时为推动
该县今年冬修水利工作，强化农田
水利基本建设做出实质性工作，受
到村民们的肯定。

定安50多名民警
为潭黎村修水渠

南国都市报11月8日讯（记者
蒙健）11月8日上午，家住海口灵
山镇东和村委会外坪村的李先生
拨打了南国都市报热线反映称，当
天凌晨4点多左右，家里220伏电
压的照明线路突然升高，家里的电
视机、空调、冰箱等家用电器烧
坏。他告诉记者，除他以外还有部
分村民家中的电器也同样被烧坏。

村民电器莫名损坏
据吴先生介绍，电器发生故障

的时间在8日凌晨4点半至5点之
间，正在熟睡的他突然听到冰箱传
出了阵阵“嗡嗡”巨响。他起床开
电灯发现，灯光亮度要比平时高出
很多，可没一会儿灯泡就熄灭了，
同时电视机上电源灯也不亮了。

“我当时第一个反映是电路的电压
过大，于是便立即关掉了其他一些
家用电器的开关。”吴先生说，事后
经他检查发现，家里若干个灯泡、
三部电视机、两个电饭锅等家用电
器因电压过大被烧坏，无法正常使
用。他告诉记者，有村民用万用表
测试显示，当时电压达到380伏。
除了他家以外，也有部分村民存在
家用电器被烧坏的情况。吴先生
希望有关部门能及时对故障线路
进行修复，并对他们因电压过高烧

坏的家用电器进行赔偿。

低压导线烧断所致
随后，记者拨打了供电客服热

线95598，针对居民要求对烧坏电
器索赔的情况，一客服人员解释
道，若居民的家电用器的确是因供
电部门的公共线路故障或电压不
稳升高烧坏，可在7天之内拨打客
服热线95598，或到所在地供电所
进行反映登记。供电部门将会上
门统计居民家中电器受损的情况，
经供电部门核实清楚后，将会把烧
坏的家电送至相关部门维修，超过
7天的话则视为自动放弃索赔权
利。对于损坏严重无法维修的，供
电部门将与居民进行协商处理。

当天下午15时，记者从供电
部门了解到，供电部门已派工作
人员到现场进行了处理，经查是
由于低压导线烧断所导致，已于
中午12时修复完毕。

那么，在日常生活当中，市
民遇到电压不稳定的情况该如何
应对呢？据海口供电部门一工作
人员介绍说，为避免电压不稳的
情况发生，用户的电表处装设一
个稳压断电开关，当电压不稳定
或发生事故时，断电开关会自动
断电，对室内的电器可以起到保
护的作用。

电压凌晨突然升高
多户村民家电烧坏

南国都市报 11 月 8 日讯
（记者纪燕玲 实习生刘少珠） 7
日晚上，兴业银行海口分行、海
南省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海
口市夕阳红艺术团联合举办的

“兴业银行杯”老年人广场舞比
赛，在兴业银行大厦广场前举
行，8支队伍参加了比赛。

兴业银行海口分行有关负责

人介绍，兴业银行一直注重践行
社会责任，与全国老龄工作委员
会办公室共同开展2014年“关爱
老人、构建和谐”的敬老月活
动。兴业银行海口分行继重阳
节为椰岛之家老年公寓送温暖，
以及本次老年人广场舞比赛后，还
将进一步开展系列活动，继续营
造助老、敬老的良好氛围，为老年

人提供健康知识、法律知识、金融
知识讲座平台，量身定制“安愉人
生”金融服务方案等，持续助力
海南老龄事业的发展。

据了解，当晚的参赛队伍
均来自海口各个代表队的广场
舞爱好者，他们动作轻盈，舞
姿流畅，为在场驻足观看的市
民奉上了一场欢歌妙舞的盛宴。

关爱老人构建和谐
“兴业银行杯”老年人广场舞赛昨举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