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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燕系统”三亚上线,大小违章一网打尽

抓拍神器“出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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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拍到前排人员动
作和表情的高清图片
+
日均能处理 100 万张图片
+
5000 余种车型的识
别准确率超过 98%

不系安全带、打手机、前排乘员特征

开车干啥它都看得见
南国都市报 11 月 13 日讯（记者 王天宇
通讯员 张海哲）13 日，南国都市报记者从
三亚市公安局交警支队获悉，具备强大抓
拍识别和信息处理功能的“海燕车辆二次
分析系统”，已于 10 月在三亚上线。目前该
系统已经安装，处于调试阶段，其中面部
识别等部分功能已投入使用。
“只要你有违章行为，且不管你是大
违章还是小违章，‘海燕系统’总能清楚
地拍下证据，让你接受处罚。”三亚市公
安局交警支队相关工作人员介绍，面对
这样的“抓拍神器”，开车持手机、不系
安全带等不良习惯都逃不出“海燕”的
眼睛。
据悉，传统的交通辅助系统只能为交
警提供违章行为的时间、地点和有关车牌
号码这 3 个要素信息。但“海燕车辆二次分
析系统”可以对所有卡口监控抓拍的图片

进行二次深度分析，为交警提供车辆信
息 （车标、细分车型、车辆颜色、是否
年检、车内物品、前排乘车员特征
等）、车牌信息、驾驶违法行为 （不系
安全带、开车接打电话、压线、超
速、套牌） 等要素。
此外，该系统平均处理图片速
度能达 100 万张/天，对 400 个厂家
车标、5000 余种细分车型的识别
准确率超过 98%。并且，该系统
均采用高清摄像头，对车内前排
人员的任何动作和表情，都能拍
到高清的图片。
三亚市公安局交警支队有
关负责人透露，
“海燕系统”还
能提供在控车辆查询、告警等
一系列管理功能，可用于追
逃嫌疑目标，辅助刑侦破案。

车体形状和颜色
车辆特征识别
10 月 31 日，凤凰路检察
院路段，一名驾驶员开车打电
话被抓拍。
（三亚交警供图）

车辆抓拍及识别

三亚城区将新建4处
社区平价专营区

有气象记录以来首次

我们村从来都没下过冰雹，这次下的冰雹
同手拇指一样大小，落在地上不久就融化
了。”周仕茂说，由于村民们对天降冰雹的
天气表示吃惊，纷纷用手机录制了视频，
并通过微信朋友圈进行了分享。
当天，南国都市报记者联系了陵水黎
族自治县气象局，证实在 11 月 13 日 9 时 33
分，位于陵水本号镇与提蒙乡交界处确实下
了冰雹，持续 2 至 3 分钟。该气象局有关负
责人表示，这是自陵水气象站 1955 年建站以
来，从未有过的相关记录。
该负责人还称，这次陵水地区出现天降
冰雹的天气，可能是受第 24 号台风“海葵”残
余环流和冷空气共同影响，产生强对流空
气，零度层较低，使水气凝结形成的。

村民所捡的冰雹。
（视频截图）

私分拆迁款还私自动用拆迁款给自己买安置房

省粮贸海口公司 3 留守人员贪污获刑
南国都市报 11 月 13 日讯（记者何慧蓉）
省粮贸海口公司的 3 名留守人员因贪污罪分
别获刑 2 年，并处罚金 20 万元。在留守期
间，他们以补发工资为名私分了公司的 22
万余元拆迁补偿款，还私自动用 85 万拆迁
补偿款给自己购买安置房。
2004 年 12 月 31 日，省粮贸海口公司
与全体职工签订了 《解除劳工合同关系合
同》。2005 年 1 月 1 日起，省粮贸海口公司
停止对外开展业务。为了处理好企业改革后
续工作，王某春、邓某强、吴某玲被确定为
留守人员。

2009 年 3 月 20 日，省粮贸海口公司在
海口市水巷口的职工宿舍楼和办公场所及门
市部被列为旧城改造的拆迁范围。2009 年
6 月 12 日 ， 海 南 省 粮 油 贸 易 公 司 召 开 会
议，确定成立以王某春为组长的拆迁安置小
组，邓某强、吴某玲两人为组成人员。
省粮贸海口公司的骑楼铺面属拆迁范
围，但没有租户，王某春等 3 人便编造骑楼所
在前楼部分有 6 名职工需要安置。2009 年，
3 人将拆迁补偿款和临时过渡安置费
220500 元私分，名义是补发 2001 年至 2004
年工资和 2005 年至 2009 年工资。此外，3

记录过车
地点和通车时
间及车牌号
前排乘员特征

陵水局部地区突降冰雹
南国都市报 11 月 13 日讯（记者 王天宇）
“我们这里竟然下冰雹了，我长这么大从来
没见过。”13 日上午，一场大雨突袭陵水黎
族自治县提蒙乡与本号镇交界处，期间还
下了两三分钟冰雹，有村民形容冰雹同手
拇指大小。陵水气象部门表示，这次天降
冰雹，是陵水有气象记录以来的第一次，
十分罕见。
13 日上午 9 时 30 分许，陵水提蒙乡远
景村委会下旺村的村民周仕茂正在自家的
塑料大棚内打理圣女果秧苗。“在下冰雹之
前天空乌云密布，随后没过多久就下起了
大雨。”周仕茂说，当时冰雹砸到他的塑料
大棚上发出了“乒乒乓乓”的声音。
“我只在电视上看到过外地天降冰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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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还私自动用拆迁补偿款 853560 元用于自
己购买安置房，
三套房房款共计 83 万余元。
2014 年 3 月，王某春退赃 15 万元，邓
某强退赃 15 万余元，并补缴了安置房房款
55 万余元，吴某玲退还赃款 15 万元。因未
补缴房款，王某春、吴某玲向海南省粮油贸
易公司上交自己拿到的安置房钥匙。
海口龙华区法院认为，王某春等 3 人共
同侵吞占有国有财物共计价值 1074060 元，
均已构成贪污罪。该院以贪污罪分别判处王
某春、邓某强、吴某玲有期徒刑 2 年，并处罚
金 20 万元。

南国都市报 11 月 13 日讯（记
者 孙学新）记者今天从三亚有关部
门了解到，三亚“菜篮子”工程将
有新进展，春节前三亚城区将新建
4 处社区平价专营区。
按照新修订的《三亚市平价蔬菜
产销联盟方案》要求，三亚将加快推
进
“公益性平价市场、农贸市场公益
性平价摊位、社区平价蔬菜专营店、
超市平价蔬菜专营区”
四类价格调控
点的建设，
其中海棠区计划在林旺农
贸市场、藤桥农贸市场、南田农贸市
场建设公益性平价摊位，
在林旺北风
情小镇建设公益性平价市场。崖州
区计划在南滨农贸市场、
港门综合农
贸市场、
城东农贸市场建设公益性平
价摊位。吉阳区、
天涯区的平价蔬菜
网点也正在选址中。

海南口岸首次截获
多种检疫性有害生物
南国都市报 11 月 13 日讯（记
者 石祖波 通讯员 高帅 赵刚）记者
从海南检验检疫局获悉，3 日，洋浦
检验检疫局对一批产自美国的集装
箱黄松原木进行查验时，截获多种
活虫。经海南检验检疫局隔检中心
鉴定，共有西部松大小蠹等 10 余种
有害生物。其中西部松大小蠹、红
翅大小蠹和美雕齿小蠹为海南口岸
首次截获检疫性有害生物，黑角树
蜂为全国口岸首次截获非检疫性有
害生物。这些检疫性有害生物一旦
传入并定殖，将对我国林业生产和
生态安全构成严重威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