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商报全媒体讯渊椰网/海拔手机端
记者 符雄助冤 商报记者 9 日从海口
市龙华区人民检察院了解到袁 该院日
前督促相关部门介入袁 促使海口一项
目的工程老板支付 9名农民工工资遥
年关将至袁 龙华区检察院深入开

展协助解决农民工讨薪问题专项监督
活动袁2月 7日为 9 名农民工拿到了
拖欠已久的工资袁助其开心回家过年遥
专项活动中袁 龙华区检察院从城

西司法所了解到袁 海口中海锦城项目
劳务公司负责人从去年 9月起一直以
各种理由拖欠已完成工程的 9名农民
工工资袁 经城西司法所多次催促仍未
支付遥

掌握基本情况后 袁龙华区检察院
干警与城西司法所工作人员一起到业
主方了解工程基本情况及工程款拨付
情况袁 共同协调解决业主方追拨工程
款遥经多方努力袁海口中海锦城项目劳
务公司负责人将拖欠的 9名农民工工
资袁共计 28万余元全部予以支付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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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徐明锋冤 9日上午 10时许袁海口
铁路公安处陵水车站派出所海棠湾警
务区民警在高铁线路栅栏外开展日常
巡线工作时袁 其发现不远处的铁路边
有一股浓烟冒起袁似是出现了火情袁便
协警一同赶往冒烟地点遥
在现场袁 有 3个六七岁的儿童在

铁路沿线燃放鞭炮玩耍袁 导致旁边的
枯草着火袁并有蔓延的趋势袁3个儿童
看见着火冒烟都已吓哭了遥 民警赶紧
组织警力找来树枝袁 对冒烟着火的枯
草进行扑灭袁 几分钟后着火点被彻底
扑灭遥同时袁带着这三名儿童到其家里
与其父母进行教育宣传袁 要求其父母
严加管教袁 并对他们普及爱护铁路安
全知识遥

顽童放鞭炮引火情
陵水铁警紧急扑灭

龙华区检察院
协助农民工讨回
拖欠工资 28万元

去年查处交通违法
281万起拘留1377人

省公安厅要求各地公安机关今年
要以预防较大事故为核心袁降低万车死
亡率遥 一要重点要推动农村道路交通安
全野两站两员冶建设纳入市县尧乡镇政府
财政预算袁保障农村道路交通安全工作
经费袁切实解决农村道路交通失管实控
问题遥 二要持续纵深推进隐患野清零冶遥
三要强化路面专项整治遥 四要健全应急
救援机制遥 五要加强责任追究遥

要以勤务改革为抓手袁全面推动城
市交通问题精准治理遥 一要全面推行
野路长制冶遥 着力推动交通治理由交警
野单打独斗尧一元管理冶向野多警联动尧多
元治理冶转变袁实现道路交通治理从野末
端管理冶向野前端源头预防冶延伸遥 二要
强化城市交通综合协调工作机制遥 三要
继续优化交通组织遥 四要实施最严执

法遥 继续保持严管严治高压态势袁建立
健全严重交通违法常态治理机制袁紧盯
野两客一危冶尧校车尧货车尧农村面包车和
电动自行车尧低速电动车袁严查野三超一
疲劳冶尧酒驾醉驾毒驾尧假牌套牌尧闯红
灯尧不礼让斑马线等致祸致乱致堵的突
出违法行为遥 五是全面建立高速公路巡
查管理机制袁 组建摩托车巡逻督导队袁
做到警车常巡尧警灯常亮尧警笛常鸣遥

要全面提升交通管理科技信息化
服务水平遥 一要编制全省道路交通安全
规划遥 二要加速推进交管信息化建设遥
三要充分利用社会资源遥 四要加强道路
交通安全形势分析研判和指挥调度遥

要推进野放管服冶改革袁全面提高便
民服务水平遥 一要深化野放管服冶改革遥
要充分利用野互联网+冶新优势袁积极推

广野流动车管所冶等便民服务措施袁强力
推进改革创新袁拓展网上尧手机终端办
事项目袁完善各项便民服务措施遥 二要
改善服务环境遥 要加大考场资源供给力
度袁打破辖区考场限制袁让学员自主选
择考场预约考试袁实现野让数据多跑路袁
群众少跑腿冶的工作目标曰积极推进交
通事故损害赔偿纠纷野网上数据一体化
处理冶改革试点曰推广交通事故办案系
统袁实现全流程一体化运行遥 三要建成
监督管理工作机制遥
要提高规范公正文明执法水平遥 要

加快推进立法遥 充分借助特区立法权袁
解决好电动自行车尧低速电动车尧城市
停车等执法难题袁应对网约车尧共享单
车尧共享汽车等新业态快速发展带来的
管理问题遥 要坚持规范执法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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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破辖区限制 学员自主选择考场

交通银行发布手机版野沃德理财顾问冶要要要

您的财商指数它来算

商报全媒体讯 从野你不理财袁
财不理你冶到野我想理财冶和野我会理
财冶袁这是很多普通投资者面对的一
道难题遥

110岁的交通银行为这道难题
给出了答案遥 2月 8日袁交行推出了
手机版野沃德理财顾问冶及野沃德财
商指数冶袁其目标在于为客户提供智
能化的资产配置建议和产品组合方
案袁解决大众客户的理财需求遥
动动手指获得财商指数
野沃德理财顾问冶是国内首款

为大众客户提供全方位尧 个性化财
富规划的移动产品袁 具有亲民尧智
能尧专业等特点遥

只需用手指点击交行手机银行
APP测评按钮袁野沃德财富顾问冶就
能对客户现有资产配置进行智能化
诊断和点评袁 并通过后台算法提出
个性化配置建议袁 客户确认后可一

键购买遥
此外袁交通银行也同步推出野沃

德财商指数冶袁对客户的个人财富管
理能力做出量化分析遥分数越高袁表
示其在同类客群中资产配置更合
理袁财富管理能力更强遥 野沃德财商
指数冶包含流动性尧保障性尧安全性尧
盈利性四个维度袁 对应现金管理类
渊活期存款尧货币基金等冤尧保险保障
类渊意外险尧年金险等冤尧稳健投资类
渊定期存款尧国债等冤和进取投资类
渊基金尧信托尧贵金属等冤四大资产分
布遥 根据野沃德财商指数冶给出的四
维图形袁 客户能够一目了然洞察自
己当前资产配置的优缺点袁 并根据
建议方案进行优化袁从而提升野沃德
财商指数冶得分遥

野大数据尧人工智能这些金融科
技袁看似是很高大上的前沿技术袁但
我们可以把它变得很亲民尧便捷袁即
使客户的金融知识有限袁 也可以玩
转理财遥 冶 交通银行个人金融业务
部尧网络渠道部总经理徐瀚表示袁交

行提出的野金融科技袁为民服务冶是
从客户的切实需求入手袁 将金融科
技作为一种服务工具袁 让每一名客
户都能享受到原来只有高端客户才
能享受到的专属服务遥
一键直达背后的野百年智慧冶
便捷体验的背后袁 是交行百年

历史所积淀的管理智慧遥
野传统的理财顾问需要花费大

量的人力成本袁而耶沃德理财顾问爷
充分利用大数据挖掘和人工智能等
金融科技袁融合了交通银行 10万员
工尧110年的专业财富管理经验袁以
及 1.1 亿客户的行为偏好分析袁形
成了专业尧科学的理财智慧遥 冶 徐瀚
认为袁 传统银行一般有专业理财师
为客户提供财富管理解决方案遥 但
理财师的培养成本尧 服务门槛都很
高袁 这也使得这项服务成为少数客
户人的野专利冶遥 而野沃德理财顾问冶
则实现了理财智慧的共享遥
理财是马拉松袁不是百米跑
随着大数据尧 人工智能概念的

火热袁不少银行尧金融机构都推出了
自己的智能投资解决方案袁 但都将
投资组合收益最大化为目的袁 对公
募基金产品进行组合筛选遥 为何交
行另辟蹊径袁 谋求为客户实现财富
的最佳平衡配置钥

野我们希望 耶沃德理财顾问爷帮
客户树立正确的理财观念院 理财是
对个人财务的长期规划和管理袁是
马拉松袁而不是简单地谋求一夜暴富
的百米赛跑遥 冶徐瀚认为袁财富管理
应当贯穿客户整个生命周期袁不同时
期有不同的理财重点遥 野沃德理财顾
问冶 更注重客户理财的韧性和前瞻
性袁而非片面追求短时收益袁保证客
户生活水平不会因突发事件而下降遥

野紧跟时代不断创新袁交行才
能拥有百年的历史积淀遥 冶 徐瀚表
示袁金融科技的本质是降低成本尧提
高效率袁更好满足大众的金融需求遥
在传承百年财富管理智慧的同时袁
交通银行也将不断推陈出新袁 成为
金融科技战略的引领者和实施者遥

经查袁海口丰收房地产投资
有限公司员工王某某袁1 月 30
日在其个人微信朋友圈发布信
息称袁野从 2018年 2 月 1 号起袁
海南全省限购袁限购袁限购袁所有
限购必须有 2年以上社保才可
以买袁无社保不能买袁消息真实
可靠袁如果外地的朋友还想买房
的袁 就还有明天袁 后天袁2天时
间袁1号准时出台政策袁 别到时
候后悔都来不及冶遥

三亚景芝龙房地产有限公
司员工黄某某在其个人微信朋
友圈发布类似信息袁还将其与近
期举办的野外交部海南全球推介
活动冶尧野央视春晚分会场冶 等相
关活动无端关联恶意炒作袁以达
到博人眼球的目的遥

1月 30日下午袁 海南省住
建厅房产处负责人接受记者采
访时表示袁野海南限购升级袁购房
者需在海南缴纳社保 2 年以上

才能买房冶 的消息为虚假消息遥
住建部门已将相关情况报送公
安机关依法查处遥
依照叶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

安全法曳尧叶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
管理处罚法曳袁 海口市公安局依
法对王某某作出行政拘留三日
的决定袁三亚市公安局依法对黄
某某作出行政拘留十日并处罚
金人民币五百元的决定遥

为博人眼球 编虚假消息恶意炒作
两名房地产中介传谣被海南警方行政拘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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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柯育超冤 2017年袁海南交警在省
委尧省政府和省公安厅的领导下袁以降
事故尧保安全尧保畅通为着力点袁忠实
履职袁顽强拼搏袁确保了全省道路交通
安全形势继续保持平稳遥

2017年先后开展了野酒驾尧毒驾冶
等 10多项专项整治行动袁全省共查处
道路交通违法行为 281.6万余起袁同
比上升 10.2%曰 行政拘留 1377人袁暂
扣驾驶证 3618本袁 吊销驾驶证 1147
本 袁 同比分别上升 79.5%尧229.2%尧
62.5%曰 交通违法记分 148.4万人次袁
其中计满 12分的 2.5万人次袁严重违
法查处数尧拘留人数尧暂扣尧吊销驾驶
证数均达到历年最高袁 形成严管严治
高压态势遥

商报全媒体讯 渊椰网/海拔手
机端记者 柯育超 特约记者 周平
虎冤 9日袁 省公安厅召开全省公安
交通管理工作会议袁 总结回顾
2017年工作袁 分析当前全省交通
安全形势袁 部署 2018年公安交管
重点工作遥省公安厅副厅长董长青
在会上要求袁2018年袁全省公安机
关要坚持公路安全与城市畅通并
重袁以野降压事故尧保平安尧保畅通冶
为主线袁全面推进公安交通管理工
作改革袁切实提高交通管理科学化
水平袁以野最严执法冶大力开展道路
交通安全野源头管尧入口堵尧路面
查冶专项整治袁积极打造共建共治
共享的道路交通治理格局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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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张萌冤 记者从
公安网警部门获
悉袁近日海口尧三亚
警方对两名在微信
朋友圈传播网络谣
言的房地产中介人
员依法作出行政拘
留和罚款处理遥

海口文昌三名干部严重违纪被“双开”
商报全媒体讯 渊椰网/海

拔手机端记者 郭尚冤 日前袁
海口文昌三名领导干
部严重违纪
被查处遥

日前袁海口市美兰区纪委对和
平南街道办事处正科级干部陈少兵尧蓝
天街道办事处副主任科员邹志明严重违纪问
题进行了立案审查遥
经查袁陈少兵尧邹志明违反国家法律法规规定袁

在征地工作中利用职务上的便利袁与他人共谋袁骗取国
家巨额征地补偿款袁涉嫌犯罪遥

依据叶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曳等有关规定袁
经区纪委常委会会议审议并报区委批准袁决定给
予陈少兵尧邹志明开除党籍处分曰由区监察局
报区政府批准袁 给予二人开除公职处分遥
其涉嫌犯罪问题袁 司法机关正在

依法处理遥

日前袁文昌市纪委对市
社会保险事业局原党组书记尧局长陈泽

清严重违纪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遥
经查袁 陈泽清在担任市卫生局党委书记尧局

长期间袁违反国家法律法规规定袁在工程招投标尧项
目协调尧施工监管及工程进度款拨付等方面袁为他人提
供帮助袁收受他人财物袁数额巨大袁涉嫌受贿犯罪遥

依据叶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曳等有关规定袁经
文昌市纪委常委会会议审议并报市委批准袁 决定
给予陈泽清开除党籍处分曰 由市监察局报市政
府批准袁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遥 其涉嫌犯罪
问题袁司法机关正在依法处理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