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轻信申请公租房可走后门

琼海民警巧用微信工作群

帮迷路阿婆
找到了家属

乐东百余人被骗百万
房管局工作人员提醒市民：
不要上当！公租房申请都免费
“我从 2015 年先后交给她 1 万多
元，到现在都没有拿到公租房。
”近日，
乐东市民何先生致电南国都市报热线
反映，自己和乐东 200 余名市民托一
名自称是房管局的工作人员申请公租
房，到现在都没拿到房，总共被骗超百
万元。
随后，记者从公安部门了解到，日
前嫌疑人陈某迫于压力已经向公安机
关自首，该案件正在进一步的调查中。
南国都市报记者谭琦 文/图

陈某在和何先生等人签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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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子自称房管局人员
多次售卖公租房指标

“我们这里有 228 个人，已经统计的
有 128 人给了钱没拿到房。”10 日下午，
何先生打开手机中的一个微信群，向南国
都市报记者展示自己疑似被骗的信息。
2015 年，何先生得知乐东将在乐东
中学南门处建设一个名为迎新小区的公租
房项目，在一次与朋友的交谈中得知，有
一名房管局的工作人员可以拿到指标。
“我家中有 2 个老人，又常年生病，
所以就想赶紧申请一套。
”何先生在乐东县
城做生意，一直都租房住，心急的他经过
朋友介绍，认识了自称房管局工作人员的
女子陈某。2015 年年底，何先生交给陈某
4000 元，陈某承诺在 2016 年第一批分房
的时候可以拿到指标。随后，陈某以各种
借口又从何先生处拿到了一万两千元。
“一般 50 平方米的房子收费 4000 元
至 6000 元不等，如果还有附加条件的是
10000 元至 12000 元不等。”何先生打开
手机微信群，该群中都是委托陈某帮忙申
请公租房的人，其中 138 人统计了自己的
交给陈某的钱款，总数超过百万元。
“她一直都是通过现金交易，没有收
据也没有合同留底。”何先生说，因为之
前朋友通过她成功申请到了公租房，所以
自己也相信了。6 日上午，何先生等多人
已经到抱由派出所报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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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收费都是骗局
嫌疑人已投案自首

究竟这位陈某是不是乐东房管局的工
作人员？而申请公租房又需要什么样的手
续？记者来到乐东房管局进行了解。
“这是行骗者利用群众对公租房相关
政策似懂非懂的情况编造的谣言，而进一
步进行行骗。”乐东房管局的工作人员介
绍，事实上公租房申请流程中，都要经过
政务中心填表受理、所属单位进行初审，
初审合格后，申请资料将归总到房管局复
审。经相关部门核查比对后，符合条件的
申请人名单将进行公示，公示无异议或异
议不成立的，进入轮候库。
“我们配租会采用电脑系统进行抽签，
中签者会收到系统发出的短信通知，房管
局不会采用电话的方式告知。
”该工作人员
说，从 2016 年 4 月以后，乐东房管局已经
暂停了公租房的申请，并在网上发布公
告。陈某并不是房管局的工作人员，但房
管局公租房抽签的详细事宜都会在乐东政
府网站上公布，这让陈某有了可乘之机。
“公租房的申请是免费的，只要是收
取费用的都是骗局。”乐东房管局的工作
人员提醒广大市民，要按照正规程序进行
申请，谨防被骗。
随后，记者从乐东抱由派出所了解
到，日前嫌疑人陈某迫于压力已经向公安
机关自首，并接受进一步的调查。

上百万豪车送修 修理厂倒闭 车没了？
疑修车老板侵占 追车一年后 他报警！
南国都市报 1 月 11 日讯（记者 孙春丽）
“你的车已让人送到蓝天路，我询问一下再
联系你。”11 日上午，多次打电话追讨送修
理厂维修豪车的李先生，得到的是修理厂老
板同样的回答。而那家送修的汽车修理厂，
早已不复存在，李先生追讨送修豪车的时间
也已过去了 1 年多。
李先生说，2016 年他价值 140 万元的
奔驰 CL350 发生故障后，他听从保险人员
建议送到南海大道一家汽修车维修。从那以
后，他的车每次发生故障都在这家汽修车维
修。2017 年 1 月，他那辆奔驰小车发生故
障后，再次送到这家汽修厂维修，驾驶证和
行驶证也放在驾驶室内。修车厂老板说维修
时间可能稍长一些。他当时忙于在外地做生
意，就没有在意此事。几个月后，他接到山

西临汾交警的电话，询问该车情况。他这才
知道他的这辆奔驰小车已被开去山西了。他
随后赶到汽修厂，发现那家汽修车已经关
闭，老板张某也不知去向。他打电话给张
某，张某都以“母亲生病回老家了”
、“在外
开会”等理由搪塞他。今年 1 月初，他反复
打电话追讨，张某才说正让人将车从广东开
回海口，让他等候。等候了 10 多天，仍不
见张某将车送回，他为此着急不已。
11 日上午，李先生当着记者的面给张
某打电话，张某说车已开回到海口蓝天路。
可久等不见张某送车回来，随后李先生多次
打电话给张某，要求自行去蓝天路
取车，张某均要求李先生等候。
无奈之下，李先生只好向开发
区公安分局金盘派出所报案。民警

央视文物鉴宝专家走进海口、三亚大型鉴宝活动
为进一步丰富收藏爱好者的收藏知识，
使其了解自己藏品的年代与价值，进而把握
收藏机遇，明晰投资理财的新趋势，应广大
收藏家和爱好者之邀，北京红门文物鉴定有
限公司特邀：北京市文物研究所研究员，中
国考古学会会员，中国古陶瓷学会理事、
cctv-2《鉴宝》陶瓷鉴定专家，央视《我是行

家》黄秀纯、胡平于 1 月 26、27 日走进海口
艺圣和古玩城 4 楼、1 月 28、29 走进三亚宝
盛大酒店 10 楼会议室为广大收藏爱好者现
场鉴宝，大件或者不便在公共场合露面的藏
品、可预约专家上门鉴定，凡经过专家认可
的藏品可免费进入北京拍卖行。
咨询热线：189076912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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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询问过程中，李先生已记不起张某的住址
和那家汽修厂的名称，加上修车单和驾驶
证、行政证等，均放在那辆奔驰小车驾驶室
内，显得空口无凭。
记者在派出所数十次拨打张某的电话，
均显示为“正在通话中”。民警表示，这是
张某设置了呼入限制。警方随后调查发现，
车牌号为琼 AONB96 的奔驰小车车主确实
为李先生。民警表示，如果李先生反映的情
况属实，张某的行为将涉嫌侵占他人财物，
警方要求李先生补充相关材料后再行报案，
或到法院起诉。

南国都市报 1 月 11 日讯（记者
陈康 通讯员冼才华 乔玉婷）1 月 10
日，琼海公安局城北派出所民警王
世东接到万泉豪庭小区保安的报警
电话，称有位衣着单薄的阿婆在小
区内来回走，怀疑老人是走丢了。
接到报警后民警迅速赶去万泉
豪庭小区，在小区的垃圾堆旁找到
了这位阿婆，阿婆大约 80 多岁。
由于老人年事已高，记不清家人的
电话。
就在大家都束手无策的时候，
民警王世东想到了给阿婆拍一张照
片，发到派出所微信工作群，让派
出所的辖区民警、协警以及辖区各
个村委会的治保主任、书记等帮忙
查找这位老人的家属。随后民警还
在朋友圈上发布了寻人启事。
17 时 20 分左右，民警王世东
接到琼海市经侦大队民警陈泉生的
电话。陈泉生说到他有朋友从微信
上看到寻人启事，表示认识这位老
人，并提供了老人家属的联系方
式，随后民警通过该联系方式找到
了老人的儿子王世焕。

未履行生效裁决书确定义务

被执行人
被拘 15 日
南国都市报 1 月 11 日讯（记者
王天宇 通讯员 邢莉莉）近日，被执
行人由于拒不履行法院生效判决确
定的义务，经三亚市中级人民法院
合议，决定依法对被执行人司法拘
留 15 日。
据悉，被执行人田某东、鲁某
丽、三亚双品学校、乐东九所新区
双品幼儿园与申请执行人王某刚、
杜某平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因被执
行人未履行生效裁决书确定的义
务，申请人向三亚中院申请强制执
行，三亚中院依法立案受理。

菜市场内
两次扒窃

男子获刑 6 个月
南国都市报 1 月 11 日讯（记者
何慧蓉 通讯员 林小映）东方一男子
符某流窜市场，扒窃市场内低头买
水果、逛菜市场的人，扒窃现金及
手机等财物。因犯盗窃罪，符某被
海口秀英区法院判处有期徒刑 6 个
月，并处罚金 1000 元。

创维人工智能首秀拉斯维加斯
近日，第 51 届 CES 国际消费电子展在
世界名城拉斯维加斯盛大开幕。作为全球消
费电子技术和产品的风向标，CES 国际消费
电子展每年吸引了无数全球厂商参展以及全
球用户高度关注。
这场大型展览会，
已经成为
了全球消费电子厂商一年一度争奇斗艳的高
新科技竞技场。创维今年以空前规模全面参
展，创维强大且豪华的核心技术产品阵容一
经亮相，
便受到来自全球各地观众的追捧。
此次展会上，创维向全球用户展示了自
主研发的 AI 画质芯片，包括“精密平滑处
理”、
“ 动态目标重塑”、
“ 超级 4K 增补”等核

心关键 AI 技术。据了解，创维自主研发的
AI 画质芯片，通过采用 AI 技术对图像对象
进行搜索、识别和重构，从而精准地提升图
像画质，分毫毕现地还原极具临场感的高品
质影像，电视画质观感更加逼真和真实，仿
佛身临其境。
2018 年，正值创维创立 30 周年，正是
30 年来在家电领域的精耕细作，以品质和
创新为生命线，对未来时代脉搏的精准把
握，创维才得以长期在彩电领域保持技术领
先优势，并在全品类拓展上大放异彩，成为
中国家电企业国际化和全球化的典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