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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较强冷空气影响

昌江多地区突下冰雹
南 国 都 市 报 2 月 13 日 讯（记 者 孙 春
丽）2 月 13 日 12 时左右，在海南昌江石碌镇
等村镇突然下起了冰雹，有的冰雹简直如小
石头一般。
“外面像打台风一样，天突然变黑了。”
在昌江石碌镇居家的吴淑意告诉记者，中午
时下的冰雹颗粒比较大，噼里啪啦地打在窗
户上。
针对本次强对流天气过程，
昌江气象台 2
月 13 日11 时 55 分发布冰雹橙色预警信号。
未来几天的天气如何呢？海南省气象台
预计，14 日～15 日白天，受偏南气流影响，各
地以多云天气为主，其中 14 日局地有小阵
雨 ；气 温 升 高 ，最 高 气 温 西 北 部 地 区 30～
33℃，
其余地区 28～30℃。
受冷空气影响，预计 15 日夜间～18 日，
受较强冷空气影响，
海南省将出现强降温、并
伴有降雨和海上大风天气过程。

降雨方面，预计 15 日夜间～16 日白天，
全岛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16 日夜间～18
日，全岛有分散小雨。
海南省气象部门提醒，此次冷空气过程
发生在前期气温明显回暖的背景下，降温幅

度大，昼夜温差小，相关部门需高度重视，建
议加强以下防范措施：
公众要注意防寒保暖，
防御气温骤降引发的感冒和呼吸道疾病。各
地需提前防范降温、降雨对疫情防控等的不
利影响。
（扫右上角二维码可看视频）。

地里西瓜被冰雹砸裂了
2 月 13 日，受南支槽影响，昌江黎族自
治县出现大范围雷雨大风天气，并伴有冰
雹。其中，石碌镇本站 12 时 15 分至 12 时 18
分出现冰雹，昌化镇、乌烈镇、十月田镇部分
地区大约 11 时 35 分至 12 时 15 分也陆续出
现冰雹。
冰雹突降，给一些农户的农作物造成影
响。老潘是昌江十月田镇五丰村的一位西
瓜种植户，这次冰雹让他地里的西瓜受损。

“你看，这些西瓜都被砸裂开了！”13 日下午，
老潘给记者发来了几段地里遭遇冰雹后的
场景视频。
老潘告诉记者，他去年 11 月种了几十亩
西瓜，还有 20 来天就可以上市，如今却遭遇
冰雹，他不知该如何是好。
此外，记者了解到，冰雹对乌烈镇一些
毛豆、圣女果种植户也造成了损失。
（南国都市报记者 姚传伟）

海汽在全省推出预约出行服务
关注微信公号三步搞掂
南 国 都 市 报 2 月 13 日 讯 （记 者 王 小
畅）13 日，记者从海汽集团获悉，该公司从即
日起开展预约出行和点对点的定制化包车服
务，满足广大旅客多样化交通出行需求，我省
各市县有出行需求的乘客可通过
“海汽客运”
公众号进行预约。
据了解，
根据海南省交通运输厅《关于统
筹做好春节后错峰返程运输保障和疫情防控
工作的通知要求》，海汽采取了严格的疫情防

控措施，充分准备了符合疫情防控要求、安全
达标的各类型车辆，为各行各业复工、学生返
校等提供优质的包车需求服务。并从即日起
提供预约出行和点对点的定制化包车服务。
预约包车出行操作简单，只需要三个步
骤。首先通过微信搜索公众号“海汽客运”，
并进行点击
“关注”
； 其次，
进入
“海汽客运”
公众号界面，点击下方的
“买车票”
按钮，
在弹
出的菜单中选择
“预约出行”
。

以上两步操作结束后，会出现预约出行
的界面，乘客需填写出发车站，到达车站，出
发时间，乘车人数，姓名及联系电话等信息，
之后点击
“立即预定”
按钮，系统会有
“提交需
求成功”
的提示。之后，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
和乘客联系安排具体的乘车事宜。
乘客乘坐包车，需佩戴口罩和隔位分散
就座，对于不戴口罩的乘客将拒绝提供服务，
并采取微信、支付宝等电子支付购票。

以暴力手段垄断东方旅游市场
李某成等 12 人涉恶势力犯罪集团案被提起公诉
南国都市报 2 月 13 日讯（记者 陈栋）近
日，
李某成、
吴某平、
王某达等12人涉嫌强迫交
易罪、
寻衅滋事罪、
故意毁坏财物罪一案，
由东
方市人民检察院向东方市人民法院提起公诉。
东方市检察院起诉书指控：
自 2016 年以

来，被告人李某成、吴某平、王某达等人在东
方市经营旅行社，
为垄断客源，达到利益最大
化和霸占东方旅游市场，
多次预谋、策划以威
胁、暴力手段垄断市场。为达到上述目的，
被
告人先后网罗被告人符某军等一批社会闲散

人员充当打手，在东方市内对其他旅行社实
施一系列强迫交易、寻衅滋事、故意毁坏财物
等违法犯罪活动，
造成了恶劣的社会影响，依
法应当以强迫交易罪、寻衅滋事罪、故意毁坏
财物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被冰雹砸裂西瓜。
（图片由老潘提供）

今年情人节

流行“无接触恋爱”
口罩成最理想礼物
南 国 都 市 报 2 月 13 日（记 者
蒙健）2 月 14 日是情人节，南国都
市报记者了解到，为响应
“少外出莫
聚会”
的行动倡议，不少情侣在情人
节当天选择通过“无接触表白”和
“云约会”
的方式表达了心意。
从美团外卖大数据了解到，预
约 2 月 14 日当天送达的
“礼物”
订单
同比前一天增长了三成，除了鲜花、
巧克力这类传统情人节礼物，西兰
花、花菜、零食大礼包等接地气的食
物异军突起成为今年人们表达爱意
的载体，
口罩、
护目镜、
酒精棉片则成
为最理想的情人节礼物。
由于不少人无法从家乡返回工
作学习的城市，为了抗击疫情，情
侣们舍小家为大家自觉开启了“同
城异地恋”模式。数据显示，来自
同一个城市、但订单发件人和收件
人地点位于两个位置的比例越来越
高，近期增长了近五成。

“口罩骗子”落网

万宁警方破获 4 起诈骗案

2 月 15 日大型线上招聘会开启
海口万宁将举办线上“春风行动”暨就业援助月招聘会
南国都市报 2 月 13 日讯(南海网记者 韩
星)记者从海口市人力资源开发局获悉，疫
情当前，为持续保障就业服务供给，海口将
举办主题为“春风送真情、就业暖民心”的
2020 年海口市线上“春风行动”暨就业援
助月招聘会，时间从 2 月 15 日持续至 3 月
31 日，为用人单位和广大求职者搭建广阔
的交流平台。
招聘会将开展线上问卷调查，了解用人
单位在当前疫情阶段的用工需求，更有针对
性地开展线上招聘活动，持续保障就业服务
供给。同时，广泛收集一批适合服务对象的

记者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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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口：
1888 999 5550
儋州：
1888 999 5557

岗位信息，分类设置招聘专区，注明招聘对
象，设立专门线上服务平台，
提供线上咨询服
务，开展远程招聘，靶向推送岗位信息，促进
精准匹配。
2 月 13 日，记者从万宁市人力资源与社
会保障局了解到，2 月 15 日至 3 月 31 日，万
宁将举办 2020 年“春风行动”
暨“百企千岗走
进千家万户”
大型线上招聘会，通过搭建网上
供需对接平台，
将岗位和政策送进千家万户，
做好关键时期不出门即可完成寻找工作，满
足企业和各类用人单位用人需求，促进万宁
市各类群体实现就业。

此次招聘会，用人单位可登录
“自贸港人
才网”
或手机端搜索进入
“自贸港人才网”
，注
册会员、完善企业基本信息、上传营业执照，
待审核通过后，企业方可发布岗位和进行网
络招聘会展位预定。用人单位和求职人员也
可关注“南海网人力资源”微信公众号，了解
最新资讯。联系人：朱先生(15673151026)、
陈小姐(18889774587)。
本次招聘会分别由海口市、万宁市人力
资源开发局主办，海南南海网传媒股份有限
公司、海南南海网人力资源开发有限公司、南
国都市报承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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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国都市报 2 月 13 日讯（记者
陈康 通讯员王雷）2 月 11 日，文昌
男子通过微信打款购买口罩后迟迟
收不到货，知道被骗后向万宁市公
安局南林派出所报案称，其通过微
信向该市南林居民兰某购买 5000
个口罩，约定元宵节前收到货，但付
款后就联系不上兰某，也未收到口
罩，称买口罩的钱是其和村民凑的。
南林派出所立即向该市公安局
核实，确认该案是一起发布虚假信
息出售口罩诈骗案。经过深入侦
查，2 月 11 日下午，派出所民警在
南桥镇将犯罪嫌疑人兰某抓获。经
审讯，犯罪嫌疑人兰某（男，现年 25
岁，为南桥镇南林居八一队人），并
因此侦破
“卖口罩诈骗案”
4 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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