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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李碧微 通讯员 陈俊锐 摄影报
道冤 为加大对非法中介的打击查处力
度袁 三亚市公安局交警支队成立了非
法中介整治小组袁对非法中介行为进
行常态化打击查处袁并于 7月 13日再
次抓获 1名公开招揽业务的野黄牛冶遥

7月 13日 16时许袁 交警支队非
法中介整治小组工作人员在日常巡查
中发现袁1名野黄牛冶正在交警支队交
通违法处理业务大厅公开招揽业务袁
工作人员随即对其进行控制袁并当场
从其身上搜出非法代理他人办理业务
的相关证件资料遥
经查袁 该违法行为人名叫陈某包

渊男袁30岁冤袁 其对自己从事非法中介
和扰乱机关单位秩序行为供认不讳遥
目前袁 陈某包已被交警支队依法予以
行政拘留 5日遥

三亚警方严打非法中介

公开招揽业务
“黄牛”被拘5日

银挎包内的物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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挎包落车上，司机拾金不昧获点赞
海口公交 34路司机符儒蒋好样的浴 这是他今年第二次做好事

商报全媒体讯(椰网/
海拔手机端记者 王辉
摄影报道) 7 月 14 日下
午 1时 35分袁 海口公交
集团二分公司 34路司机
符儒蒋乘坐一辆 34路公
交车前往省图书馆调度
室上班袁当公交车行驶到
国兴大润发站时袁符儒蒋
发现与他同排和坐在前
排的乘客到站下车前袁都
瞅一下前面第三排右边
的空座位遥符儒蒋感觉很
奇怪袁 便走过去查看袁发
现座位上放有一个黑色
女士小挎包袁凭着自己的
职业习惯和工作敏感袁符
儒蒋认定这一定是哪位
粗心的乘客不慎遗落的遥

据悉袁 当时车上仅有 4名
乘客袁均称不是自己的包袁符儒
蒋便暂行保管好挎包袁 并告知
了当班司机遥下午 2时袁公交车
抵达调度室终点站袁 符儒蒋将
捡到的挎包交给调度人员登
记袁以便失主报失认领遥 经查袁
挎包内有现金尧 身份证尧 银行
卡尧金戒指等物品袁但没有找到
失主任何联系方式遥 因失物比
较贵重袁 调度室工作人员马上
叮嘱线路司机袁 如遇到报失乘
客可让其到调度室核认遥
随后袁当工作人员准备调

取监控袁进一步寻找失主信息
的时候袁失主周女士赶到调度
室袁确认了这个女士挎包正是
自己刚刚不小心遗落的遥 据了
解袁当天周女士从友谊广场站
乘坐 34 路公交车去国兴大润
发袁随手将挎包放在旁边的空
位上遥 到站后匆忙下车袁走到
大润发入口时才发现挎包遗
落在公交车上遥 因包内除了现
金和身份证外袁还有几件贵重
金银首饰遥 周女士十分焦急袁
急忙拨打公交客服电话并一
路直奔调度室遥

经仔细核对袁 挎包内含有
现金 830元尧 身份证 1 张尧银
行卡 2 张袁 另外还有价值近
5000元的金戒指 2枚尧银手镯
1件等财物均完好无损袁 经历
贵重物品失而复得的喜悦的
周女士袁 一手拿着自己的挎
包袁 一手紧紧握住调度员的
手袁简直不敢相信丢失的财物
能这么快找回来袁并连声称赞
公交司机符儒蒋是真正的拾金

不昧尧公交好人遥
值得一提的是袁34路公交

司机符儒蒋是一名党员司机袁
处处以一名共产党员的标准严
格要求自己袁 工作中多次发生
拾金不昧尧助人为乐善举袁获得
市民广泛赞誉遥 2月 1日袁符儒
蒋行车途中捡到游客杨先生遗
落的背包及现金 10100元完璧
归赵遥 公交司机符儒蒋这次再
次拾野金冶不昧袁值得点赞浴银公交司机符儒蒋

三亚机场携4G无线视频回传技术
进行海上事故及生产应急救援演练

商报全媒体讯渊椰网/海拔手机客记者 李碧微 通讯员 汤璐 马芳转 摄影报道冤 7月 13
日袁由三亚市政府组织的海上事故及生产应急救援演练在小东海情人湾水域进行遥 三亚凤
凰国际机场渊以下简称野三亚机场冶冤作为特邀单位袁派出技术人员利用 4G无线视频回传技
术为现场视频回传提供强有力的技术支撑遥

商报全媒体讯 渊椰网/海拔手
机端记者 徐明锋 通讯员 陈惠芳
李春芳冤 日前袁海南省第二中级人
民法院对白沙县食药监管局移送
的白沙县首起食品涉刑案件冥白
沙七坊陈某某小作坊在米粉尧面
条中添加少量硼砂案进行了公开
审理袁 白沙县食药监管局组织全
县 20余家米粉尧 面条加工经营小

作坊业主到庭旁听该案件的庭审
全过程袁近距离接受食品安全违法
犯罪警示教育遥

2016年 9 月 12 日袁白沙县食
药监管局在全县开展米粉尧面条专
项整治袁对白沙县七坊镇陈某某小
作坊生产的手工面进行抽样送检袁
检验结论为院野硼酸/硼砂项目不符
合叶食品中可能违法添加的非食用

物质和易滥用的食品添加剂品种
名单曳渊第一批冤食品整治办也2008页
3 号冶标准要求袁检验结论为不合
格冶遥 该小作坊加工负责人王某某
的行为涉嫌生产销售有毒尧有害食
品袁被立案调查遥 白沙县食药监管
局于 2016 年 11 月 2 日将该案件
移交县公安机关袁海南省人民检察
院第二分院提起公诉 袁 案件于

2017年 7月 6日开庭审理袁 并当
庭宣判院 当事人王某某犯生产尧销
售有毒尧有害食品罪袁判处有期徒
刑一年袁缓刑二年袁并处罚金人民
币 4000元遥同时袁禁止王某某在缓
刑考验期间从事食品生产尧销售及
相关活动遥

据了解袁2016年以来袁白沙县
食药监管局加大监管力度袁 严厉

打击野毒米粉冶尧野毒面条冶野无根豆
芽冶尧野毒牛百叶冶尧野毒凤爪冶尧走私
冷冻肉品等食品药品违法犯罪行
为袁 全面开展系列专项整治活动
共计 54余次袁 抽样送检样品 483
批次袁查处案件 9起渊移送公安机
关查处 1 起冤袁 共处罚金 56124.3
元袁 切实保障人民群众饮食用药
安全遥

白沙县首起食品涉刑案件庭审 20余家小作坊业主旁听

生产销售“毒食”作坊老板获缓刑

鉴于 4G无线视频回传技术在三
亚机场应急救援综合演练中取得的
良好性能和实际效果袁三亚市政府邀
请三亚机场参与演练保障遥三亚机场
获悉演练任务后袁立即抽调 5名骨干
技术人员组成保障工作小组袁就专业
设备在复杂水域环境下可能面临的
问题制定专项解决方案遥 7月 13日袁
演习模拟一艘客船和一艘渔船在演
习海域发生碰撞遇险袁三亚市海上搜
救分中心及三亚市政府应急管理办
公室迅速协调尧 组织各方力量开展
野海陆空立体冶联合救援袁三亚机场骨
干技术人员熟练地操作 4G无线基站
系统袁通过移动终端和便携式基站将
演练现场的实时高清语音尧视频稳定

地传回至现场指挥室显示屏袁充分地
展示了 4G无线视频回传技术在实时
语音尧视频尧图片和文字等方面的优
越性袁得到了相关领导和各参演单位
的一致好评遥

据悉袁 此次演练使用的 4G无线
视频回传技术依托三亚机场自行建
设的 4G无线专网技术袁 专业设备主
要由便携式快速部署基站和视频语
音终端组成遥该便携式基站可满足半
径 1.5 公里覆盖范围内的语音及视
频通信需求袁参演人员通过手持数字
终端可实时回传现场的视频及语音
数据袁确保演练现场尧指挥中心实现
实时视频通联袁 可有效提升演练指
挥尧协调保障能力遥 银应急救援综合演练

多次拾金不昧获市民赞誉

下车后发现挎包落在车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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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肖卫香冤 16日袁2017全球高校冠
军杯(LICC)在武汉落下帷幕遥 海口经
济学院昆仑战队以 2院0的优势打败多
伦多大学袁勇夺冠军袁获得野全球最强
高校战队冶荣誉袁以决赛 9连胜的全胜
战绩拿下首个世界级叶英雄联盟曳赛事
的冠军遥
据了解袁 海口经济学院一直被视

为野老牌豪门战队冶袁该校战队曾获得
第四届叶英雄联盟曳全国高校联赛渊简
称院LCL冤总冠军的身份代表 LPL赛区
出征国际高校冠军赛袁 并获得当届赛
事亚军袁该校代表队还多次征战叶英雄
联盟曳各大赛事袁丰富的赛场经验是他
们征战本届全球高校冠军杯的的先天
优势袁 因此一直被视为本届全球高校
冠军杯的夺冠大热门遥
教练陈俊龙表示袁 从出线到获得

冠军并不轻松袁 在与 3支半决赛队伍
几番鏖战之后才拿到参赛资格遥 此次
参赛的 5名队员均是来自海口经济学
院袁其中还有 2017届的毕业生袁无一
例外都曾面对过他人的质疑袁 但是他
们逐渐克服困难袁 获得了来自家人的
支持袁 而最大的支持还是来自学校的
支持校方袁 学校的支持让他们更有底
气面对质疑袁更加有信心去完成比赛遥

英雄联盟冠军杯落幕

海口经济学院
9连胜夺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