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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再次开启野阴冷+湿冷冶模式 今天最低气温 16益

亲，尽量少开门窗，注意防寒防潮

昨日袁网上爆出的一段加油站的
监控视频袁女车主下车后袁完全没注
意到袁在副驾驶的位置早有陌生人在
悄悄靠近袁财物得手后袁小偷大摇大
摆地走了出去遥
记者在视频中看到袁这是属于合

伙作案袁得手就溜遥 注意下面图中穿
橘色衣服的男子袁后面跟着一个骑电

动车的男子袁是他的同伙遥 穿橘色衣
服的男子先是偷偷靠近袁驾驶座打开
的车辆前后观察了一下遥 找准时机
后袁 穿橘色衣服的男子迅速下手袁坐
上同伙的电瓶车袁嗖得一下袁就溜走
了袁速度非常快袁在加油的车主袁完全
没能察觉遥

警方提醒院在这起案件中袁只顾

加油袁忘锁车门袁车主在加油时车门
是关好了袁但是没有上锁袁这就给小
偷有了下手的机会遥 年底了小偷们
野创收冶忙袁希望所有车主朋友们互相
提醒袁千万要注意浴 以后出门一定要
保存好自己的财物袁 即使是加油袁距
离自己的爱车很近的时候袁一定要记
得下车锁车门浴

根据中央统一部署袁省委宣传部尧省文体
厅尧省记协自即日起袁受理新闻敲诈和假新闻
的案件线索举报遥 我们郑重承诺院严守保密规
定袁对重要线索一查到底袁定期通报受理查处
情况遥
举报电话院12318渊省文化市场行政执法总队冤
66810531渊省记协冤
举报邮箱院hnxwjb@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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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报讯渊记者 徐明锋冤国际旅游岛商报记者通过查询航班票价
得知袁28日海口飞往国内省会城市的机票折扣在 5折以下占半遥

海口飞上海尧重庆尧长沙尧南昌尧哈尔滨尧太原尧杭州尧福州尧昆明
的航班袁票价折扣均在 4折以下遥
海口飞往昆明的航班袁票价低至 2.7折渊270元冤遥
海口飞往天津尧武汉尧西安尧合肥尧广州尧贵阳尧拉萨尧呼和浩特

的航班袁票价折扣在 5折以下遥
海口飞往郑州尧南京尧成都尧西宁的航班袁票价折扣在 6折以下遥
海口飞往北京尧沈阳尧济南尧南宁尧乌鲁木齐的航班袁票价折扣

在 7折以下遥
海口飞往石家庄尧长春尧兰州尧银川的航班袁票价折扣在 8折以上遥

海口飞往昆明270元“白菜价”
商报讯渊记者 梁振文冤28日袁海口部分路段计划检修线路将

停电遥
当日 6:00-23:00袁国投水泥 遥
8:30-22:00袁五源中种养合作社尧中国联通尧永旺混凝土等用户遥
7:30-20:00 袁首丹村一带遥
8:30-22:00袁 海垦路尧滨濂路一带用户遥
8:00-22:00袁 白龙南一带遥
7:00-21:00 袁大坡镇新瑞尧中税村委会部份用户遥
7:20-21:30 袁发来尧演西北排尧博度虾场尧博度村委会一带遥
7:50-22:00 袁定文村尧付大村尧付西村等一带用户遥
以上用户请提前做好准备遥

海垦路滨濂路停电检修线路

商报讯渊记者 徐明锋冤近日袁网上
爆出的一段加油站的监控视频院 车主
在加油站袁准备加油的时候袁副驾驶的
车门却被一个陌生人悄悄打开了袁使
人惊悚遥 山东章丘市民小宁袁31万元
的借条袁2小时后袁字迹全部消失只剩
白纸遥而杭州的小杨袁打算在年节前租
房尧换房袁但是却遇上了新骗局遥 岁末
年终袁骗子尧小偷野创收冶忙袁出门一定
要保管好自己的财物遥

加油时袁副驾驶车门被陌生人悄悄打开 31万元借条袁2小时后字迹全消

新老骗术都要防 小心能驶万年船

商报讯渊记者 陈王凤冤国际旅游岛商报记者
昨日从海南省气象局获悉袁 今日白天全省最高
气温将下降 1-2益浴 小雨依旧不停歇袁中东部地
区还有转中雨的节奏袁海南岛再次开启阴冷+湿
冷天气模式袁小伙伴们要注意室内防潮遥
根据省气象局 27日 17时发布的天气预报袁

27日夜间到 28日白天袁北部袁阴天有小雨袁最低
气温 16益袁最高气温 21益曰中部尧东部尧西部袁阴
天有小雨转中雨袁 最低气温 16益袁 最高气温
23益曰 南部袁 多云袁 最低气温 18益袁 最高气温
27益曰西沙永兴岛袁中沙黄岩岛袁南沙永暑礁袁多
云袁 东北风 5-6级袁 最低气温 24益袁 最高气温

30益遥 28日夜间到 29日白天袁南部地区多云袁中
部和东部地区阴天有中雨袁局地大到暴雨袁北部
地区阴天有小雨袁西部地区阴天间多云袁局地有
小雨袁最低气温 16益袁最高气温 27益遥

气象专家提醒袁潮湿的天气总是让人感觉难
受袁身体周围好像都是潮湿的遥这种情况下袁尽量

少开门窗袁减少外界潮湿的空气进入室内袁少拖
地尧藏好衣被遥可以开空调除除湿袁或是配备一台
除湿器袁空气太过潮湿时袁使用除湿器除湿效果
还是很好的袁能减少被褥家具对水汽吸收遥 对于
木质家具尧地板等袁要多擦拭遥 必要时袁可以在室
内放一些干燥剂袁也可以起到除湿的效果遥

在加油站加油时，
副驾驶的车门却被
陌生人打开

骗局一

有媒体报道袁 山东章丘市民小
宁袁出示了一张信纸袁纸上只有 4枚
鲜红的指印袁但小宁却说袁这是一张
31万元的借条遥
小宁说袁有个叫马强的人累积欠

下了 31万袁 写了这张借条袁2 小时
后袁借条上的字迹全部消失遥 经过鉴
定袁 小宁的欠条上确实显现了笔迹遥
虽然字迹有些淡袁 但能看得出来袁上
面野借条冶二字袁中间书写野今借宁某
某叁拾壹万元整冶袁落款为野借款人马

强冶和借款日期遥
据了解袁今年 9月份开始袁全国

各地的公安机关不约而同盯上一种
神奇的笔袁是因为最近全国多地警方
先后发现了这一诈骗隐患遥针对消字
笔向公众发出防骗预警的国内公安
部门超过百家袁这是一种叫做野自动
褪色魔术笔冶的特制签名笔在网上热
卖袁消字笔尧服装专用褪色笔尧记号
笔尧自动消失笔尧退色笔尧气消笔尧水
溶笔等都是它在网络上化名遥从外观

上看袁 这种笔和普通签字笔并无二
致袁但是袁用这样的笔写下的字迹袁快
则 30分钟袁 慢则两天会消失得一干
二净袁甚至留不下书写痕迹遥如今袁已
有多地警方发现有不法分子利用这
种消字笔进行犯罪活动遥

警方提醒院在借据书写尧签订合
同尧票据结算等过程中袁对于合同袁尽
可能使用电子打印文稿曰需要签字和
填写票据时袁自带签字笔曰必要时加
盖印章或按手印遥

31 万元的借条，2
小时后字迹全消
失只剩白纸

骗局二

有媒体报道袁杭州的小杨就因为
租房的事情闹得心里不痛快遥不久之
前袁小杨在某网站上看见了房屋出租
的信息遥 给房东打电话联系了之后袁
给了房东 300元的看房押金袁和房东
约好在 12月 20日带小杨去看房遥在
12月 20日上午 10时许袁小杨接到了
房东的电话袁说房东临时有点事情过
不来袁让一个老师傅把房间的钥匙带
给小杨遥在 12月 20日中午 12时许袁
老师傅给小杨打电话袁让小杨到地铁
口等她遥等到小杨到地铁口就给老师
傅打了电话袁老师傅说需要让房东联

系他袁他才肯把钥匙给小杨遥
据报道袁 小杨给房东打了个电

话袁房东说她不放心小杨袁先后又让
小杨付了 700 元尧2400 元尧3400 元尧
3400元尧1600元遥加上先前付给房东
的 300元钱袁此时小杨已经付给房东
11800元钱了遥 当房东再一次提出要
小杨付 5000元的押金之后才能把钥
匙给小杨的要求的时候袁小杨就告诉
房东袁不租房子了袁要求退钱遥房东说
要等老师傅回去以后才能把钱退还
给小杨遥 可是袁等到第二天 12月 21
日上午 9时许袁小杨再给房东和老师

傅打电话的时候袁对方电话都已经关
机了袁他才醒悟自己被骗了遥

警方提醒院 网络上的信息量很
大袁在购物尧租房等时候袁市民要对信
息多加甄别袁避免上当受骗遥 付款前
这要谨慎小心袁 淘宝还有货到付款袁
为何自己还未收到野货冶就立即付款
呢钥 付钱后也要多个心眼袁留意一下
对方的银行账户尧 手机号码等信息遥
而他人用各种名义多次要求自己付
款的时候要小心袁或许骗子正在骗你
钱包里的钱袁千万不要干脆利落立即
付款遥

租房诈骗又有新
手段，年底租房警
惕陷阱

骗局三

这 8种情形
肯定是诈骗
近日袁 公安部刑侦局

提醒袁 以下 8种情形肯定
是诈骗遥 同时袁 正规企业
野400冶 电话一般只作为被
叫使用袁 而政府机关则不
会使用野400冶电话作为服
务热线遥所以接到以野400冶
开头的号码袁 不是广告推
销电话就是诈骗电话袁必
须果断拒听遥

1尧要求你不能挂电话
2尧要你必须开网银
3尧 要求你为安全袁不

要向任何人说
4尧要求你找隐蔽地方
5尧 称网站有通缉令袁

并有个人信息
6尧要你接收检察院执

行书传真
7尧叫你拨 114核实
8尧要你把银行卡的钱

转到安全账户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