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偷走后视镜，盗贼现场留下微信号——

“加好友转钱就还你””
南国都市报 4 月 15 日讯（记者 王忠新）
近日，家住万宁市万城镇人民中路附近的的
肖女士反映，她的汽车后视镜两次被偷走，
小偷竟然都留下微信号要求转钱才返还。
肖女士告诉记者，她把车停在万宁文化
商业广场附近，因为小区内没有停车位，晚
上下班肖女士一般都会把车停在家附近的马
路边。4 月 10 日，肖女士发现汽车后视镜
被人恶意盗走，她在车前挡风玻璃上发现小
偷留下微信号，
让添加好友转钱拿回后视镜。

“是同一个微信号，这已经是第二次被
偷了，第一次被偷是发生在一个月前。第一
次我没有添加，自己在网上购买了一个后视
镜回来装上。谁知刚装上，他又偷走了。”
肖女士说，第一次被偷后，她已报警。但因
数额小，肖女士第一次并没联系偷后视镜的
人，自行解决了。
第二次后视镜被盗后，肖女士添加了小
偷留下的微信号，和小偷反复讲价，最终转
给对方 80 元。

三亚一乘客突发心脏病
乘务员紧急施救终平安

飞机上

爱

无处不在

南国都市报 4 月 15 日讯（记者 石祖波 通讯员 赵琛）记者从
南方航空海南分公司获悉，4 月 14 日，南航 CZ6741 从三亚凤凰
机场起飞前往广州，起飞 20 分钟后，乘务长接到旅客心脏病发
的报告，乘务组人员闻讯立即询问旅客具体情况，取出氧气瓶为
旅客吸氧，并广播找医生，过了十几分钟，旅客的意识逐渐恢复，
飞机即将下降时，
旅客的状态逐渐好转，最终转危为安。
飞机起飞后 20 分钟，乘务长孟红巡舱时，接到乘务员的报
告，一名女性旅客突然感觉心脏不适。孟红马上到该旅客身边，
发现该名旅客面色苍白、出虚汗。经询问同行家属，了解到该旅
客有心脏病，是第一次坐飞机，刚服用了自带的硝酸甘油。
孟红立即通知 3 号乘务员广播找医生，并取出氧气瓶为旅
客吸氧，同时向机长报告了旅客的情况。机组第一时间与塔台
联系，帮助旅客联系地面救护车。由于时间紧迫，经过广播，机
上没有医生。孟红一直陪在旅客身边，帮助她按摩手臂，不断和
她说话沟通。
过了十多分钟，旅客的意识逐渐恢复，孟红帮她慢慢躺下
来，继续吸氧。在飞机即将下降时，旅客的状态逐渐好转，能正
常的沟通和交流，面色也不再苍白。全体乘务组人员看到旅客
好转，
都松了一口气。
飞机落地后，地面救护车抵达，孟红广播通知所有旅客在原
位等待，机上的旅客也非常配合，主动为该名心脏病旅客开辟出
一条生命通道。舱门开启后，医务人员第一时间上机对旅客开
展救治。机上的旅客们纷纷为乘务组的行动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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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宁一女士
两次中招
警方介入调查

肖女士说，盗后视镜的人告诉她，后视
镜藏在万宁市人民公园，让她自行找回。在
公园一处展览柜里，肖女士发现了自己的后
视镜。
辖区派出所还在进一步调查此事。民警
提醒，车主要尽量把汽车停放在正规停车场
内，被盗后，受害者应维护自身权益，向警
方积极提供破案线索，早日把偷盗者绳之以
法。

承包工程产生矛盾
男子砍伤竞争对手

老人散步途中晕倒
文昌城管队员援手救助

南国都市报 4 月 15 日讯（记者 吴岳文）4 月 12 日上午，
文昌市综合行政执法局城北二中队一组组长何瑞喜和他的队
员及时救助一名晕倒老人，使老人及时脱险。15 日下午，记
者见到了郭俊卿老人，目前，她的身体已无大碍。
何瑞喜告诉记者，12 日上午 9 点半，他在第一农贸市场
执勤时，发现一名老人瘫倒在路边。看到这种情形，他当时
二话不说，带着队员连忙向前搀扶老人，并对老人进行简单
的处理。何瑞喜说：“当时老人出冷汗，全身瘫软，我们用
风油精帮老人擦鼻子，按摩老人的神经穴位，老人慢慢苏醒
过来。”
据介绍，老人叫郭俊卿，住在文城镇文新路阿青摩托车
城附近，当天她和保姆正在第一农贸市场附近散步，郭俊卿
身体突发不适，有晕倒的迹象，于是保姆便叫住刚好路过的
执法人员，请求帮助。郭俊卿的儿子李阳称：“我妈妈如果
走路时间比较久，心脏供血不足，就会突然晕倒，我过去的
时候，已经有四、五名城管队员帮妈妈按摩头部和手脚，妈
妈慢慢苏醒过来。
”
经过执法人员和路人的及时救助，郭俊卿慢慢恢复了意
识，随后，由儿子李阳带回家中。李阳告诉记者：“我不知
道这几名执法人员的名字，希望借助媒体表示感谢，感谢他
们的帮忙，应该要弘扬这样的风气。”何瑞喜表示：“看见老
人摔倒了或者是遇到其他突发事件，我们肯定会第一时间会
冲上去，这是我们应该做的。
”

南国都市报 4 月 15 日讯（记者
何慧蓉 通讯员 刘静 陈世倩）一名
男子因承包土方工程与人发生矛
盾，为泄愤，经跟踪踩点，纠集多
人、携带砍刀蒙面将正在打球的竞
争对手砍伤致六级伤残。
据了解，颜某因承包土方工程
与何某发生矛盾，遂怀恨在心，便
计划组织人员实施报复。颜某准备
作案工具，头套十个、假车牌一
副，让王某、梁某帮其准备一辆商
务车、6 把刀和找一些帮手，经过
事先多次踩点掌握何某每天下午都
在某文化中心打兵乓球的规律。
2016 年 4 月 9 日中午，颜某见时机
成熟，于是召集王某、梁某等人准
备“教训”何某，并携带砍刀等作
案工具，驾驶租来的商务车前往某
文化活动中心。在颜某的指认下，
众人戴头套蒙面后，持刀将毫无准
备的何某砍伤，造成何某全身多处
损伤，其中两处为重伤二级，经综
合评定为六级伤残。颜某与众人作
案后便逃离现场。
另查明，其中一名作案人员梁
某在家中帮朋友保管一支自制火药
枪，案发时，将其携带放至车内准
备作为斗殴的作案工具，后被民警
抓获时从轿车后排脚垫处搜出。
经海口市美兰区检察院提起公
诉，法院审理后认为颜某等 3 人犯
故意伤害罪，分别判处有期徒刑 3
年至 3 年 3 个月，并赔偿何某经济
损失 10 万余元。另，梁某犯非法
持有枪支罪，判处有期徒刑 1 年，
两罪并罚，执行有期徒刑 4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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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口供电局连续十七年圆满完成
博鳌亚洲论坛保供电工作

工作人员在安装人工鸟巢。
（高弋淞摄）

4 月 8 日至 11 日，博鳌亚洲论坛 2018 年
年会在风光秀丽的海南召开，来自各国的
2000 多位各界嘉宾汇聚一堂，共商合作共赢
大计。年会期间，海口电网运行平稳有序，
海口地区重要保供电场所供电安全可靠。
海口供电局全体干部职工以高度政治责任
感及周密细致的保电措施，实现保供电期间
重要设备“零缺陷、零跳闸、零故障”，重要场
所“零停电”，服务“零投诉”，连续十七年圆
满完成博鳌亚洲论坛保供电工作。
做好博鳌亚洲论坛保供电工作是供电
部门的一项极其重要的政治任务，是电网人
的职责所在。为确保年会期间海口地区的
保供电万无一失，海口供电局自 2017 年 12
月 1 日起启动保电准备工作。该局制定了保
电工作任务共 64 项，实行客户、电网差异化
运维策略，对涉及变电站、线路开展了 4 轮次
特巡、测温工作，消除设备缺陷 35 项，缺陷消
缺率达 100%。完成 22 家重要用户 3 轮次风

险评估，
消除安全隐患 16 项。
此次，
海口供电局将新科技、创新项目应
用到前期保电工作中。海口供电局出动无人
机对线路进行巡视，对线路、杆塔进行全方
位、无死角拍摄，准确把握设备健康状况，以
便开展消缺工作。过去 10 个人耗时 4 小时的
巡线任务，通过利用无人机，只需要 4 个人 2
小时就能完成，
大大解放巡线人力，
提高工作
效率。另外，
针对博鳌年会的重点保电线路，
海口供电局安装了近百个人工鸟巢，覆盖隐
患点 15 个。据统计，经安装人工鸟巢之后的
线路，均未出现因鸟类筑巢引起线路跳闸事
件，
且人工鸟巢的鸟类入住率达 70%以上。
年会期间，海南全省实施特级保供电，
海口供电局以最高标准、最严要求做好年会
保供电工作。海口供电局恢复 28 座重要保
电变电站有人值班，安排工作人员值守重要
用户电房，发电车及 UPS 车保障重要用户供
电，将客户服务延伸到保电用户的最后一

米，覆盖所有用电终端。安排 18 个线路巡视
小组共计 142 人对涉及重要保电线路的 51
处危险源、68 处山火隐患点、13 处特殊跨越
点进行值守及特巡。同时，海口局组建了 28
支 228 人的应急抢修队伍，38 辆应急抢修车
24 小时待命。该局“海电先锋”突击队、
“电
哥电嫂”服务队发挥先锋模范作用，深入各
个环节服务博鳌保电工作，展现海口供电局
主动承担、真情服务的工作作风。
博鳌亚洲论坛 2018 年年会在海南博鳌
完美落下帷幕，年会及相关重要活动的保供
电工作画上了圆满的句号。此次保电任务
彰显了南方电网公司的央企责任和海南电
网“三年行动计划”的使命担当，也展现了海
口电网人严、勤、细、实的工作作风。下一
步，海口供电局全体干部员工又立刻投入到
海南建省办特区 30 周年系列重大活动保供
电工作中，全力保障重要时期电力供应。
（杨永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