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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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
馨冤 近日袁 海口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利用
大数据分析平台袁成功破获一起交通肇
事逃逸案件遥

6月 1日 23时许袁一辆车牌号为湘
AUK5**小型越野车由南向北行驶至大
英山西四路八一小区路段时袁将路人李
某撞倒袁造成李某当场死亡遥 肇事车辆
因撞到附近交通设施而损坏袁肇事司机
弃车离开现场遥
接到报警后袁海口市公安局交警支

队立即指派民警赶到事故发生地进行现
场勘查遥办案民警联系上登记车主遥据车
主介绍袁 他是湘 AUK5**小型越野车的
原车主袁已将车辆抵债给某担保公司遥

在支队科技部门的协助下袁最终锁

定嫌疑人遥 经过大数据分析比对袁6月 2
日上午袁 办案民警基本确定驾驶人王某
与肇事车辆有相当重要关联遥 王某于 6
月 2日 16时许到交警支队投案自首遥
王某袁男袁32岁袁海口市人遥 据其交

代袁当晚 23时左右袁王某独自驾车从朱
云路驶出袁当其行驶至事故发生路段时袁
他感觉撞到什么东西袁 然后车辆向右偏
行冲上绿化带袁撞坏路灯杆袁又继续前行
撞断一棵树袁车才停下来袁随后王某被安
全气囊撞晕遥王某醒后由于心里惧怕袁便
赶紧逃离现场遥 肇事车辆是王某今年 1
月以 16万元的价格从一朋友处购得遥办
案民警对王某进行血液和尿样检测袁初
步排除酒驾和毒驾嫌疑遥
目前袁 王某因涉嫌肇事逃逸被刑事

拘留袁案件正在进一步调查处理中遥

商报全媒体讯渊椰网/海拔手机端
记者 李兴民 通讯员 向恩惠冤 6月 17
日 19时 43分袁 海口支队 119指挥中
心接到群众报警院 位于海口海甸岛安
民路安置小区 8栋 103房煤气罐着火
请求救援袁 海甸中队立即调派 1个灭
火编队院1辆抢险救援车袁1辆压缩空
气泡沫车袁1辆 18吨水罐车袁13 名指
战员赶赴现场处置遥

经查袁 是安民路安置小区 8 栋
103厨房里的煤气罐着火袁 无人员被
困袁火势处于猛烈燃烧阶段遥指挥员命
令院 抢险班对楼层有无被困人员进行
确认袁灭火班进行灭火遥 随后袁火势被
扑灭袁 继续对厨房内着火物质进行冷
却袁 将已经烧空了的煤气罐安全转移
至户外遥经查看无复燃可能后袁现场移
交给户主袁 中队收检器材向 119指挥
中心报告情况后撤回遥
据户主称袁 当时正在使用煤气罐

烧菜袁煤气罐软管与灶台连接处脱落袁
导致着火遥

商报全媒体讯渊椰网/海拔手机端
记者 李兴民 通讯员 郑棉航 冷瑶
焱冤 6月 18日 15时 45分袁 文昌公安
消防支队指挥中心接到 110转警院位
于文城镇云逸路诒喜花园三单元 5
楼袁有一老人被困家中遥请求消防官兵
前往处置遥接到报警后袁文昌支队立即
调派文城中队 1辆抢险救援消防车尧7
名消防官兵赶赴现场处置遥
据悉袁 一名老人因管教孙女情绪

激动导致精神失常袁将家中老伴渊女冤
和 2个小女孩渊孙女冤锁在卧室内袁室
内响声一片遥 现场指挥员立即实施营
救袁成功破拆两扇房门之后袁发现老人
情绪激动并手持木棍袁 在房间里乱砸
东西袁地上破碎的玻璃渣子一片遥 随
后袁 该老人被制服并救出 3名被困人
员遥在老人家属的陪同下袁将老人送至
精神病院进行检查遥

文昌一老人精神失常

一老两小锁在家
消防官兵来处置

商报全媒体讯 渊椰网/海
拔手机端记者 李碧微 通讯
员 王通彬冤 18日 3时 21分袁
三亚市公安消防支队指挥中
心接到报警称院位于三亚市天
涯区海螺屠宰场附近的一处
简易车棚着火遥 接到报警后袁
指挥中心立即调派警勤尧河西
两个中队赶赴现场处置遥

经询问袁 着火的物质是
一个私自搭建的简易车棚袁
里面停放了 3 辆小汽车袁由
于暴雨雷击的原因导致车棚
失火袁火着得很快袁车棚也马

上倒塌了袁其中一辆小汽车被
车棚压在了下面袁并出现了着
火迹象袁另外两辆没有受到大
的损坏车主及时将车开了出
去遥 了解完现场情况后袁消防
官兵立即使用泡沫灭火剂出
两只水枪开始灭火袁20 分钟
后大火成功被扑灭遥

当天凌晨三亚市区突发
雷暴尧强降雨天气袁多处地方
出现警情袁三亚市公安消防支
队自 6月 18日 2时至 8时袁
共出动消防车辆 18辆次袁人
员 70人次袁处置警情 5起遥

暴雨雷击引燃车棚
一小车有着火迹象

商报全媒体讯渊椰网/海拔手机端
记者 王春棠 通讯员 樊骁 摄影报道冤
6月 18日 3时 55分袁海南省琼海消防
支队指挥中心接到报警称院 位于琼海
市长坡镇往嘉积方向发生一起交通事
故袁一辆小轿车路边起火燃烧袁请求前
往处置遥接到报警后袁立即调派特勤中
队 3辆消防车和 12 名指战员赶赴现
场实施扑救遥

4时 37分袁 消防官兵抵达事故现
场后袁经现场侦查及询问报警人得知院
现场是一辆小轿车撞击路边树木袁车
头严重变形袁车身正在猛烈燃烧袁司机
被困车内遥指挥员立即下达战斗命令院
灭火班出单干线一支水枪进行灭火袁
抢险班负责警戒袁供水班负责供水遥 4
时 51分袁明火被彻底扑灭袁撬开车门
后袁确认被困人员死亡遥在确定不会发

生复燃的情况后袁现场移交当地民警遥
目前袁起火原因正在进一步调查当中遥

商报全媒体讯渊椰网/海拔手机
端记者 徐明锋 摄影报道冤 6月 18
日上午袁 海口市民符先生拨打国际
旅游岛商报新闻热线称袁 红城湖的
临时遮阳棚被城管执法人员拆除
了袁 骑电动车和行人只能冒雨顶烈
日等候通行遥
商报记者接报后袁当天 11时 20

分来到红城湖路遥 记者在红城湖路
与海府路交汇红绿灯等候通行处袁
看到城管执法人员正在拆除临时遮
阳棚袁 该遮阳棚印制着某品牌电动
车的广告语遥 在红城湖路与朱云路
交汇处袁 则看到临时遮阳棚已经被
拆除遥此外袁记者在红城湖和南海大

道红绿灯处袁 还看到交警值班室旁
的临时遮阳棚也正在被拆除遥
随后袁 记者从海南省政府综合

服务热线 12345了解到袁 遮阳棚要
经过审批才能够建设袁如未经审批袁
城管有权进行拆除遥
海口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有

关人士表示袁 目前海口市交通路口
遮阳棚基本未经批准设置袁 且棚体
广告五花八门袁影响市容遥鉴于上述
原因袁 海口市决定统一整治拆除上
述遮阳棚遥考虑夏天天气炎热袁市民
等待红绿灯时遮阴的需要等遥目前袁
海口市里正统一规划设置遮阳棚袁
需要时间落实遥

红城湖临时遮阳棚被拆了
12345热线院未审批袁城管有权拆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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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车撞树着火 司机不幸遇难
事发琼海市长坡镇往嘉积方向 目前起火原因调查中

小区煤气罐着火
所幸无人员被困

银小车撞树后被烧得剩野壳冶

银城管拆除临时遮阳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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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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馨冤 很多车主对车辆的抵押过程不熟
悉袁近日袁记者从海口交警支队了解到袁
车辆抵押登记有以下几点院

一尧申请抵押登记的袁机动车所有
人应当填写 叶机动车抵押登记/质押备
案申请表曳遥 由机动车所有人和抵押人
共同申请袁并提交以下证明尧凭证:

1. 机动车所有人和抵押权人的身
份证明曰

2. 机动车登记证书曰
3. 机动车所有人和抵押权人依法订

立的主合同和抵押合同遥
二尧业务流程院
1.办理抵押登记业务流程院业务受理
2. 办理解除抵押登记业务流程院业

务受理
三尧业务限时院
车辆管理所应当自受理之日起一日

内袁审查提交的证明尧凭证袁在机动车登
记证书上签注抵押内容和日期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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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馨冤 驾驶机
动车上路需随身携带机动车驾驶证袁 然而袁不
少驾驶员却不以为然袁以为能够侥幸逃过交警
的处罚袁而没带驾驶证就开车上路行驶是要被
扣车的遥
根据 叶道路交通安全法曳 第十九条明确规

定袁驾驶机动车袁应当依法取得机动车驾驶证曰
驾驶人应当按照驾驶证载明的准驾车型驾驶机
动车曰驾驶机动车时袁应当随身携带机动车驾驶
证遥海口公安交警表示袁根据叶道路交通安全法曳

的相关规定袁 驾驶车辆未随身携带机动车驾驶
证的袁罚款 100元袁记 1分袁并扣车遥
驾驶证丢失期间仍驾驶机动车的袁罚款 100

元袁扣车曰驾驶证被依法扣留期间仍驾驶机动车
的袁罚款 100元袁扣车曰驾驶证损毁期间仍驾驶
机动车的袁罚款 100元曰驾驶人在驾驶证超过有
效期仍驾驶机动车的袁罚款 100元遥
海口交警部门提醒广大驾驶人袁 开车上路

要随车携带驾驶证尧 行驶证及按照规定放置保
险标志尧检验合格标志袁要自觉遵守交通法规袁
养成良好的驾驶习惯袁安全尧文明出行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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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馨冤 6月 2日袁海
口市公安局交警支队组织民警分别深入汽车西
站尧海南省际运输有限公司尧公共汽车总站尧汽车
东站尧高速公路旅游运输公司尧汽车南站尧海南佳
腾化工气体有限公司尧海南石华运输服务有限公
司等客运公司及危化品运输公司开展安全检查
工作遥
检查工作中袁民警对各公司负责人要求企业切

实落实安全主体监管责任袁及时堵塞安全生产中的
漏洞袁消除安全隐患遥随后袁民警对企业交通安全会
议记录尧驾驶员交通安全教育尧安全责任落实情况
进行检查袁重点对车辆 GPS定位系统尧交通安全应
预案尧灭火器具等进行了认真细致的检查遥

工人深夜被撞身亡 肇事司机弃车逃逸
海口交警利用大数据破获一起交通肇事逃逸案件 肇事者被刑拘

海口交警深入企业开展安全检查工作

未随车带驾驶证 罚百元记 1分扣车

银 海口交警在开展安全检查工作

交警教你办理车辆抵押登记

热线/椰城红绿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