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热线

2017 年 9 月 13 日 星期三

责编/康凯 组版/李芬

电动车丢了失主还没报案

警察来电：
车找到了

全国第 20届“推普周”

海南启动仪式举行

南国都市报 9 月 12 日讯（记者
吴岳文）9 月 11 日上午，由海南省
教育厅主办，文昌市政府承办的全
国第 20 届“推广普通话宣传周”
活动海南省启动仪式在文昌举行。
本届推广普通话宣传周定于 9
月 11 日至 9 月 17 日举行，宣传主
题为“大力推广和规范使用国家通
用语言文字，自觉传承弘扬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
。

海口美兰警方昨日发还 31 辆被盗电动车
南国都市报 9 月 12 日讯（记者 徐培培
文/图）近期，海口美兰公安分局在侦办一起
电动车被盗案过程中，发现并捣毁一隐藏在
民宅内、专门收购被盗电动车窝点，抓获嫌
疑人 3 名，缴获被盗电动车 31 辆。12 日下
午，美兰警方举行了被盗电动车发还仪式。
8 月 16 日凌晨，群众报警称其一辆电动
车在海甸岛二西路被盗。接警后，美兰警方
立即赶赴现场，并循线追踪，发现被盗车辆
在琼山区出现。
经过细致的外调内查工作，侦查员发现
一个隐藏在高登东街、专门收购被盗电动车
的窝点。当天，民警在高登东街一民宅院内
抓获犯罪嫌疑人林某凯、陈某坤，另外一名
犯罪嫌疑人黄某也于 8 月 17 日上午主动到
公安机关投案自首。
经查明，犯罪嫌疑人林某凯、黄某均为
吸毒前科人员，因贪图享乐却无固定经济来
源，便纠集在一起通过收购被盗电动车再
转售以达到非法获利的目的。两人分工合
作，嫌疑人黄某联系收购赃车，林某凯负
责拆卸锁头、车牌及电池，并将赃车存放
在林某凯家中。自 2017 年 6 月起，两人通
过收购被盗电动车再转售的方式已非法获利
人民币数千元。
而 8 月 16 日当天，嫌疑人陈某坤便是将
盗窃所得电动车转售给林某凯、黄某两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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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善农村人居环境
琼中 2 个村获奖

民警向受害群众发还被盗电动车。
美兰警方表示，那些盗窃电动车、尚未
到案的犯罪嫌疑人，正在进一步追捕中。在
此，敦促尚未到案的犯罪嫌疑人，尽快到
当地公安机关投案自首，争取宽大处理。
在 12 日举行的相对简约的发还仪式上，
9 名群众代表领回了自己的被盗电动车。尽
管车子线路，电池、车锁等被破坏，但受害群
众还是很开心。被盗车主李先生说，他的电

动车是亲戚借去骑的时候被偷的，他当天甚
至都没有报案，而在接到美兰警方打来电
话，得知车找回来的时候，心情顿时大好。
“想不到民警这么快就破案了，车子这么快
就回来了，非常开心。”
李先生说。
民警表示，还有一个需要说明的是，能
联系到失主的电动车都是上了牌照的，这也
是警方能这么快确定车主的原因之一。

南国都市报 9 月 12 日讯（记者
李梦瑶 通讯员林学健）日前，国家
住房城乡建设部、中央农村工作领
导小组办公室等 5 部门联合公布
2017 年改善农村人居环境示范村
名单，其中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有
2 个村庄上榜，湾岭镇水央村和中
朗村分别获评为
“环境整治示范村”
和
“保障基本示范村”。
湾岭镇水央村于 2017 年初建
成并投入使用花园式的
“人工湿地”
生活污水处理系统。中朗村利用集
体土地通过“公司+农户”方式开发
建设商铺等设施，为周边居民及过
往游客提供购物、
休息、
观光等服务。

安利旗下 XS 品牌登陆海南引爆市场能量

专题

9 月 9 日，安利旗下 XS 品牌上市媒体
见面会在海口举行。美国安利公司 XS 品
牌全球副总裁、XS 品牌联合创始人大卫·范
德文（David Vanderveen）以及美国安利
公司创办人家族第三代、XS 全球品牌小组
成员凯尔·温安洛（Kyle Van Andel）现身
见面会现场，与中国媒体记者交流 XS 品牌
理念，以及品牌文化。

不含食糖好口味
激发健康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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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S 是第一个全球销售的无食糖能量饮料品
牌。2001 年，
成立于全球极限运动爱好者心中的
圣地——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拉古纳海滩。凭借
独特的口感和强大的产品力，XS 品牌一经推出
便积累了众多拥趸。据了解，
XS 不含食糖，
热量
极低；缤纷鲜果口味加气泡，口感炫酷；同时，它
还不含合成色素和合成防腐剂，健康无负担。
2002 年上市以来，
XS 的足迹已遍布全球 51 个市
场，
售出超过 10 亿罐，
为安利创造了超过 20 亿美
元的销售业绩。
据悉，从 8 月中旬至今，XS 团队在北京、广
州和昆明等全国 31 个城市相继举办 XS 品牌上
市全国市场预热活动，并在 9 月 6 日昆明站迎来
售出 1000 万罐的佳绩。
9 月 9 日，XS 品牌全球副总裁大卫·范德文
先生出席海南站媒体见面会时，
更是宣布一个更
令人兴奋的消息，
在 XS 上市配售的第四天，
中国
市场成为全球 XS 第二大市场。大卫先生表示，
他对于 XS 今年在中国上市的销售业绩有信心。

9 月 10 日，XS 海口阳光户外派对，大卫与凯尔一起给海南的年轻伙伴调制 XS 特饮。

XS 肩负安利品牌年轻化的历史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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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会现场，安利创办人家族第三代传人凯尔表示，除了对
中国市场的期待，XS 还被安利公司赋予了更高期待——肩负着
安利品牌年轻化的历史使命。凯尔谈到：
“安利公司在这几年给
大家一种特别四平八稳的形象，但是有了 XS 品牌，可以让安利
变得更年轻也更有活力，
XS 是联系几代人的品牌和途径。
”
“年轻和自由取决于你的行为，而不是年龄”。XS 品牌追
求自由，崇尚生活，也希望可以通过 XS 帮助安利营销人员完
成这一梦想。XS 品牌是冒险精神、工作和娱乐的完美结合。
”
XS 对于安利的意义，不仅仅是为年轻的营销人员开启一个
商业机会。安利公司更希望，XS 能够凭借自身强大的产品力所
营造的优秀产品体验，缔造一种新的体验式氛围，让更多人通过
XS 所倡导的生活方式，来实现更好的生活体验，从而让更多的
人了解安利，
让自主创业成为趣事，
让营销伙伴乐在其中。

XS 给年轻人更好的创业机会

3

大卫先生认为，
“每当你打开一罐 XS 饮料，不仅是打
开一款饮料，而是分享创业的机会，所以我今天才会来参
加这个活动。”而凯尔也表示，XS 和安利给了大家创办自
己事业的机会。
XS 品牌已经创立了 16 年，而增长最快的是过去三
年。大卫先生预测，
在接下来 12 个月是 XS 品牌增长最快
的时期，
“XS 品牌很容易让大家觉得它是一个非常有创新
性的产品和品牌，但其实我们觉得不仅如此，我们要提供
的是整体上的体验，
我们一直关注的是整个人类社会行为
发展方式的演进，特别是这些年轻的消费者，我们希望让
我们的产品真正的改善这些年轻消费者消费的趋势。
”
XS 的品牌价值，不仅仅是一罐运动饮料，更是一个
创业机会，一种生活方式。
（易帆/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