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案发后袁海口美兰警方高度重视袁立即
开展调查袁 并于 6月 15日中午发布辟谣信
息遥 在有关部门的协助下袁经过大量细致的
摸排工作袁海口美兰警方锁定了违法嫌疑人
吴某武遥

6月 17日 11时许袁 吴某武被传唤至海
口市公安局美兰分局白沙派出所接受调查遥
到案后袁吴某武对自己为了引起关注袁编造

散布谣言扰乱公共秩序的违法事实供认不
讳遥 经公安机关批评教育袁吴某武深刻认识
到自己的错误袁 对自己的违法行为深感后
悔遥 目前袁吴某武已被美兰警方治安拘留遥

公安机关提醒广大市民袁应注意识别和
自觉抵制网络谣言袁做到不信谣尧不传谣袁故
意编造散布谣言袁一旦触犯法律袁将承担相
应的法律责任遥

商报全媒体讯 (椰网/海拔手机端
记者 吴平) 东方市是省水务厅确定的
河长制工作试点市县袁 根据省水务厅
的具体要求袁 东方市委市政府强化河
湖管理保护工作袁 进一步加强对河长
制工作的组织领导遥
为全面推行河长制袁 确保河长制

各项目标任务落到实处袁 东方市水务
局及时组织专业技术人员袁 深入各河
湖进行摸底调查袁制定叶东方市全面推
行河长制工作方案曳袁加强河长制工作
业务培训袁全面开展强势宣传袁扎实稳
步推进各项工作遥
据了解袁 目前东方市已按时完成

第一批河湖分级名录确定工作袁 为全
面推行河长制工作奠定了基础遥 全市
共有 17条河湖被确定为第一批河长
制工作目标河湖遥

08岛事/重点 2017. 6. 19 星期一 责编/杨颜应 美编/符丽花

商报全媒体讯渊椰网/海拔手机端
记者 李双冤 近日袁由琼山区计生委尧国
兴街道计生办联合海口华健幼师职业
学校和国兴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开展青
春心理健康教育进校园活动袁 邀请海
南医学院心理学系主任尧 海南省政府
应急救护专家尧 海南省应用心理协会
会长尧心理学副教授朱唤清授课袁琼山
区计生委杜光伟副主任莅临指导袁华
健幼师职业学校师生和国兴街道计生
工作人员共五百多人参加遥

媒体曝光海口电动自行车乱象 海口交警野马上就办冶部署整改

7招严管重罚 降伏任性“电单侠”

针对电动车的交通乱象
问题袁海口交警支队将采取以
下解决措施院
一是结合公安部关于野三

驾三乱两闯冶交通大整治工作
部署袁将电动自行车纳入为期
半年的整治当中袁建立电动自
行车严管重罚工作机制袁视违
法情节轻重尧危害后果大小等
要素严格执法袁严厉处罚曰

二是研究完善勤务执勤
执法管理模式袁采取定点执勤
与巡逻管控相结合方式袁实行
网格化责任挂钩制度曰

三是立即摸排电动自行
车通行条件现状袁逐步完善电
动自行车通行保障曰
四是增设机非隔离设施尧

过街通道袁进一步优化交通组

织袁 规范电动自行车通行秩
序曰
五是拓展 野执法+媒体+

N冶袁着力形成野多部门联动机
制冶袁实施社会协管共治袁强化
电动自行车交通违法人员的
宣传教育袁公开曝光交通违法
行为袁营造良好宣传氛围曰

六是研究电动自行车科
技管理措施袁如用非现场方式
抓拍电动自行车交通违法行
为袁通过监控抓拍手段弥补无
警状态下失管失控的缺陷袁确
保路段尧路口全天候管控曰

七是严格落实电动自行
车注册上牌管理工作措施袁强
化电动自行车注册服务力度袁
有效解决电动自行车上牌注
册的条件遥

商报全媒体讯(椰网/海拔手机端
记者 吴平 通讯员 苏群) 针对近期高
温天气袁 华能东方电厂多措并举袁及
时启动高温天气应急预案袁突出重点袁
积极应对高温野烤冶验袁确保全厂机组
安全生产运营袁为高温天气期间全市
乃至全省工农业生产和人民生活提
供了电源保障遥
据统计袁 截至今年 6月 16日袁华

能东方电厂累计发电量达到 28.677
亿千瓦时袁为全市乃至全省经济社会
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遥

三亚大小洞天发展有限公司与
三亚江南学校排除妨害纠纷一案袁
经法院一审判决袁二审维持原判袁被
告三亚江南学校需立即停止对原告
三亚大小洞天发展有限公司位于三
亚市崖城镇渊原崖城糖厂冤的侵害袁
并将上述土地返还给原告三亚大小
洞天发展有限公司袁 同时向其支付
土地使用费及利息遥 判决生效后江
南学校拒不履行判决遥 2015年 10
月 23日袁三亚市城郊人民法院依法
立案执行袁 多次发出执行通知书和
清场公告袁 责令被执行人在规定期

限内履行生效法律文书所确定的义
务袁但被执行人仍拒不履行遥
由于被执行人三亚江南学校是

一所民办教育机构袁 涉案土地约
51.7亩袁建筑物 6472平方米袁且有
近三百名学生在该学校上课袁 如果
采取简单粗暴的强制执行方式袁不
仅学生无处安置袁耽误学业袁还可能
造成不良的社会影响袁 故此案一直
难以执行遥 后经三亚市城郊人民法
院与崖州区委尧区政府多方协调袁将
三亚梅联学校作为安置点袁 江南学
校师生开始陆续搬离本案涉案土

地遥为保障申请执行人的合法权益袁
城郊法院决定依法采取清场行动遥
当日上午 9时袁 执行现场三架

无人机紧急升空袁 不停地拍照尧摄
像遥 运用无人机高空侦查尧现场跟
拍尧航拍取证等优势袁可以对执行
现场的空中尧 地面进行立体式尧全
方位摄录取证袁最大程度地保障执
法行为的实时监控尧 统一指挥尧迅
速处置遥
执行人员按照预案配备执行单

兵移动办案终端迅速进入执行房屋
进行安全检查遥该系统集录音录像尧

实时通话尧卫星定位尧网络传输等功
能于一体袁 可以实现终端与执行业
务管理系统的对接联调袁 能将外出
执行的情况和数据同步到系统中袁
便于案件证据材料的保存和查阅袁
并将执行现场的画面实时连接到执
行指挥中心袁由指挥中心负责调度尧指
挥现场执行工作遥 潘院长在执行指挥
中心可同时多角度多方位掌控各执
行小组的执行情况袁各执行小组通过
移动终端向指挥中心汇报并接收指
令遥 当日上午 11时 30分袁执行标的
物顺利拆除袁本次执行圆满结束遥

编造散布野海口拉客司机砸死便衣冶和野三亚动车站挟持人质暴动冶谣言

为“求”关注 男子造谣被拘 5日

三亚城郊法院启用野互联网+冶模式破解执行难

无人机升空取证“法锤行动”成功清场
商报全媒体讯渊椰网/海拔手机端记者 吴坤莹冤 6月 17日上午袁三亚市城郊人民法院启动野法锤行动冶成功对一起排除

妨害案件进行清场遥 执行全程运用野互联网+冶尧无人机尧执行单兵移动办案终端等先进科技手段袁进一步实现了执行能力现
代化遥 此次行动共出动干警 220人次袁车辆 9辆袁无人机 3架袁单兵系统 2台袁大型拆除机械 3台袁掀起一场夏日执行风暴遥

东方科学确定
河湖分级名录
全面推行河长制

国兴街道开展

青春期心理健康
教育进校园活动

华能东方电厂应对高温

累计发电量达到
28.677亿千瓦时

经查袁违法人员吴某武在微信群内编造
传播的野海口拉客司机砸死便衣冶不实信息袁
实为两名电动自行车司机于 6 月 14 日 10
时许在海口市海府路省彩票中心路段非机
动车道上因互相别车引发打架纠纷袁被打晕
厥倒地的某商场保安经治疗已无大碍于当
天下午出院曰编造传播的野三亚动车站挟持
人质暴动冶不实信息袁实为三亚警方于 6月
14日晚在三亚火车站开展的防暴实战演练
视频遥

吴某武于 6月 15日凌晨 1时 30 分许

在自己的手机微信群上看到有人转发上述
两段视频后袁为了引起他人的关注袁在未了
解视频真实情况的前提下袁将两段视频一起
转发至另外两个微信群袁并配发编造的野今
天发生的袁在海口袁便衣抓拉客的袁被拉客的
拿锁砸死了袁直播海南新闻头条袁火了这新
闻冶尧野这一天真不平凡袁在海口是拉客的砸死
便衣袁晚上是三亚动车站挟持人质暴动冶不实
文字信息袁 该微信被大量转发后引起了广大
市民的关注和恐慌袁对海口野双创冶工作乃至
整个海南的治安稳定造成了不良的影响遥

商报全媒体讯 渊椰网 辕海
拔手机端记者 张萌冤 6 月 17 日

11时许袁海口美兰警方抓获一名编造散
布谣言扰乱公共秩序的违法人员吴某武

渊男袁31岁袁海口人冤遥 该男子因 6月 15日凌晨
1时 30分许用手机在微信群内编造散布野海口
拉客司机砸死便衣冶和野三亚动车站挟持人质暴
动冶的谣言袁对社会治安造
成恶劣影响袁 被美兰
警方处以行政拘
留五日的处罚遥

对于施法执法过程中袁仍然存在
交通乱象问题的原因院

一是对执法过程中严管重罚力
度不够曰
二是路面勤务管理模式不够科学曰
三是仍有部分路段存在电动自

行车通行条件不足的问题曰
四是对电动自行车和机动车交

通组织优化仍然存在短板曰
五是针对电动自行车驾驶人宣

传教育力度不够袁个别驾驶人法制意
识淡薄遥

男子为引起他人关注 编造传播不实信息

他编造散布谣言被警方治安拘留

商报全媒体讯 渊椰网/海拔手机端记
者 柯育超 特约记者 陈世清 通讯员 李
盛兰冤 6月 17日袁有媒体报道了海口市电
动自行车交通乱象遥 节目播出后袁海口市
委市政府高度重视袁海口市委主要领导第
一时间作出批示尧部署遥 6月 18日下午袁
海口交警支队召开野电动自行车乱象整治
新闻发布会冶袁 针对电动车存在的管理问
题研究部署整改工作遥海口交警支队相关
负责人在发布会上表示袁海口交警将一如
既往地致力于改善海口交通环境袁绝不回
避电动自行车管理工作中存在的问题袁以
野踏石留印尧抓铁有痕冶的劲头袁进一步加
强交通管控力度袁 力争在最短时间内袁实
现海口电动自行车管理工作的根本好转遥
据了解袁自 2012年叶海口市电动自行

车管理办法曳颁布实施以来袁海口首次将
电动自行车管理纳入法制范畴袁实施了电
动自行车注册登记管理制度袁逐步解决电
动自行车通行条件袁加强文明出行宣传等
举措袁不断强化电动自行车驾驶人员的规
则意识尧守法意识袁在一定程度上促使海
口市电动自行车管理秩序有所好转遥 但
是袁从实际的管理效果上来看袁仍然存在
无牌车上路行驶尧闯红灯尧逆向行驶尧占用
机动车道行驶尧驾车打手机尧超限载物等
交通违法现象遥

存在交通乱象问题的原 因

解决交通乱象问题措 施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