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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灰底为黄牌车，白底为蓝牌车。

我省交警曝光227辆假牌套牌车

举报查实 奖1000元
南国都市报1月7日讯（记者何慧蓉通讯员武艳琰）为

推进我省道路交通安全整治“三年攻坚战”及“百日安全行

动”，严厉打击车辆假牌、套牌的严重交通违法行为，净化道路

交通环境，维护合法车主利益，海南交警在全省组织开展机

动车涉牌涉证专项整治行动。为组织发动群众积极举报违

法行为，1月7日，省公安厅交警总队向社会公布了227辆假

牌、套牌嫌疑车辆，欢迎群众积极举报，线索经过查证核实后，

对举报人奖励1000元。举报电话：省公安厅交警总队
68835000；各市县公安机关：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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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牌、套牌嫌疑车辆
假牌车辆市县区域 套牌嫌疑车辆

海
口

粤RJ8289 川U24331 琼AJ6771

豫R2Z290 赣C48489 琼AMR828

赣F87818 赣CH6292 陕AB5U58

冀A89051 赣CX3217 陕AQ25K5

赣C02068 赣K65885 湘A1S13H

辽GD3753 黑BY5179 粤AV9J32

贵DD0326 鲁QA0058 粤B005RR

桂A0WK33 粤BDW200 粤B1NG99

桂GRS512 粤W02585 粤B338GN

黑DZZ199 川A16288 粤B6J07K

京NZQ331 鄂A24MH1 粤BD388C

粤A9GT66 鄂A07356 粤BP111U

粤AT66T6 赣AU6999 粤G77722

粤B8168M 赣E8D581 粤L66618

粤BMM931 沪N28332 粤TDT288

粤BT1R32 冀E6X682 浙A6773W

粤CEG520 冀EUS636 琼A40616

粤M7A737 京AE8908 琼A66679

粤SN7665 京NRG728 琼A68658

浙A9987Q 辽CHC666 琼AD6075

浙AB5M02 琼A0JD36 琼AF2098

黑B36466 琼A0JL86 琼A83X66

京A1HQ99 琼A05Y66

京N218F9 琼A30J26

粤EB7583 琼A30D88

粤B86A83 琼A559J8

儋
州

豫BHM836 琼A2PK03

豫NF6608 琼AEP671

川JGP832 琼AEV995

京P7DC76 粤A092N6

蒙LPF538 黑A102WU

粤AL218P 豫QC7376
粤BSL071
粤C3FV79
粤GKH789

假牌车辆市县区域 套牌嫌疑车辆

乐
东

粤B36G75 粤BM7008
鲁KM999L
豫A0RF35

黑AG3429 苏B99787 苏E9K999
鲁HR0369 湘N0E071 渝A398X6
黑AS9629 豫HA2028 渝BXN799
黑AZ359P 豫HD9536 豫A5A79W
黑R88116 黑ME3483 豫AA57J1
吉B52V19 京N9YS81 粤AM601Z
吉JH8864 鲁A059VS 粤BE0M09
京A20976 鲁B933LL 鄂A7HV81
蒙A579PH 蒙E80677 贵ARZ855
粤MFH233 琼A6T081 琼B81118

粤S668Q7 豫A96865

粤AJM599 湘DL7330

京N9N893 冀DLZ382 琼AU6855
粤AG5D26 京N9VB69 琼C16F60

闽EW9396 豫A8881E
琼A16T87 琼A6K535

三
亚

琼
海

桂AMP569 豫G27278 琼A86555
鄂H2D026 豫HB5773 粤AZ199U

豫P4Z983 琼A0TT06
鄂B01199 鲁Q3HC39

澄
迈

东
方

豫F65377 鲁H21A58
赣C74323 琼AEG602
粤B7186U

定
安

辽A366JE 鲁AT565G
粤B6XM52 粤PAR933
粤BE0580 豫AM333R

文
昌

湘AK3D05 鄂F2A518 琼C7AY89
粤A6FC39 琼A56590 琼C7L312
粤A593Q2 黑A75U36 苏A53J0W
粤B9L9M3 冀TYF767 粤AX2V13
粤BLA473 琼AMH379 粤SW4W83

琼E0BK88 渝CD6666

昌江 辽B5D006 赣C5D065

临
高

琼A0H565 粤AG3F47

琼D08563

白沙 渝C00618 琼AAS897

五指山 豫DNX777

万
宁

川ASX252 鄂S32000 琼A01668

黑E5V048 琼C8E669 琼BAL961

京EW1882 鄂AZR493 琼C89010

新A7K999 黑ENX039 琼CC1717

粤BHJ437 吉A00197 渝B27S07

粤GF1175 京AA2011 粤AD258L

琼A9GQ88 粤LN1266

琼A18N29 浙BGT520

琼A568AA

陵
水

赣CE7199 鲁G37578 辽EB5555

赣A57760 川A01928 琼A8E768

川A3CX01 川B88687 琼A168G3

京N8FA97 赣J69663 琼AUJ976

粤A9F817 吉BXF119 粤B919HH

粤BF6258

保亭 赣J97D23 粤B6787M

高速公路 渝BQ212Q 粤AD5361

屯昌 琼C18U60

临高加快推进博文学校建设

预计明年6月完工

南国都市报1月7日讯（记者
梁振文）近日，临高投资1.45亿元

的博文学校项目开工建设，预计

2020年6月完工并交付使用。

1月4日上午，记者在临高博

文学校项目建设现场看到，施工方

进行场地附着物清理、回填土、平

整土地和围墙基础工程建设，场地

已经具备下一步的施工条件。

据博文学校建设项目现场负责

人廖先生介绍，博文学校建设项目

总投资1.45亿元，是临高又一个

重大教育基础性民生建设项目。项

目建设内容包括教学综合楼、教学

楼、学生食堂、学生宿舍楼、教师

周转房及运动场等室外配套工程。

学校项目建设用地面积 54.846

亩，总建筑面积34693.15平方米。

据了解，博文学校预计明年6

月完工，计划招收2100名学生，其

中初中生750名，小学生1350名。

海口西海豪园3栋别墅
擅自加建改建被拆

南国都市报1月7日讯（记者
胡诚勇）1月 6日，海口秀英区政

府组织相关职能部门执法队员、

工作人员 80 余人，对位于滨海

大道旁的西海豪园内2栋未报批

自行拆除重建的违法别墅和1栋

违法加建的别墅，实施依法强制

拆除。

在接到市民和媒体关于西海

豪园存在别墅违规重建、加建的

举报后，秀英区委区政府高度重

视，组织力量前往现场，并启动

违法建筑48小时快速防控处置机

制，对西海豪园内违规拆后重建的

V8607、V8516两栋别墅及正在加

建的V8220别墅依法强制拆除。

海口市“六大专项整治”联

合指挥部相关负责人表示，海口

市将举一反三，对全市高档小区

实施全面防控，坚决杜绝高档小

区内加建、改建违法行为。

南国都市报1月7日讯（记者 梁振文）近
日，白沙黎族自治县公安局交警大队开展酒

驾醉驾毒驾无证驾驶统一行动。男子左某龙

饮酒后开车，遇交警设卡检查，见势不妙，

弃车逃跑。左某龙被抓后谎称自己是路人。

据了解，2018年 12月 28时 21时 15分

许，白沙公安局交警大队在开展酒驾醉驾毒驾

无证驾驶统一行动在牙叉镇桥南路设卡对过往

车辆进行安全检查。一辆轿车在检查点不远处

突然停车，当民警走近车辆查看情况时，该车

驾驶员左某龙竟打开车门弃车飞奔逃跑。“我

们发现嫌疑人不对劲，就立即追了上去。”民

警立即对左某龙进行追截，最终在滨河南路文

化广场附近将其抓获。随后，民警将左某龙带

回检查点进行酒精吹气检测。经检测，左某龙

血液中酒精含量为55mg/100ml，属于饮酒

后驾驶机动车。

左某龙被抓后仍坚称自己没有驾车，只是

散步到在附近围观交警检查执法的普通市民。

民警随即调取执法记录仪和沿途卡口监控

视频进行核对。在证据面前，左某龙承认自己

饮酒后驾车的违法行为。最终，白沙交警对左

某龙处以罚款2000元、驾驶证记12分并暂扣

六个月的处罚。

男子酒后驾车遇交警检查
弃车逃跑被抓说“我是路人”
被罚2000元、记12分扣证半年

白
沙

左某龙接受酒精吹气检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