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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报道引起重视 警方介入调查民警野钓鱼执法冶事件

三亚警方：
调查处理情况及时公布
湖南男子 48 年后千里赴海口寻亲

商报全媒体讯渊椰网/海拔手机
端记者 谢佳宁冤12 月 5 日 尧6 日国
际旅游岛商报椰网尧海拔 刊发叶吉
阳派出所民警涉嫌野钓鱼执法冶钥 三
亚某酒吧员工野被贩毒冶称遭到刑
讯逼供曳的报道袁引 起 三 亚市公安
局高度重视袁 已安排警务督察部门
开展调查遥
三亚警方表示袁 依法打击毒品
犯罪是警方职责遥 警方将根据媒体
反映的情况进行调查袁 一经查实绝
不姑息袁依法依规严肃处理遥 调查处
理情况将及时公布遥

云龙镇一户人家与
向军进行 DNA 鉴定
商报全媒体讯 渊椰网/海拔手机端记者 符雄
助冤国际旅游岛商报于 10 月 18 日刊发叶母亲你在
哪儿钥 出生第二天被送人 湖南男子 48 年后千里
赴琼寻亲曳 的报道引发网友关注遥 时隔一个多月
后袁当事人向军 12 月 6 日再次来到海南袁与海口
市云龙镇一户疑似他亲属的家人进行 DNA 鉴
定遥 鉴定将于十个工作日内出结果遥
据了解袁向军海口寻亲生父母的消息经国际旅
游岛商报等媒体报道后袁海口云龙镇一男子根据媒
体刊登的他的联系方式找到他遥 该男子称袁自己的
父母已经不在人世了袁 但是根据媒体刊发的向军
的照片袁向军与自己的父母长得很像袁且向军所陈
述生身父母的年纪与他的父母年纪相仿遥 据了解袁
该男子父母已身故袁留有三个兄妹袁他希望即使父
母不在了袁如果向军真的是自己失散多年的兄弟袁
能够在有生之年团圆袁圆母亲生前遗愿遥
向军告诉记者袁 他已经与云龙镇这户人家去
做了 DNA 鉴定袁现在心情很忐忑袁鉴定结果十日
内出来遥 野根据长相和父母年纪这两个特征判定袁
我们还不敢最终确认袁DNA 鉴定是最后的结果冶向
军说袁无论结果是还是不是袁他都悲喜参半袁如果云
龙镇这户人家是自己的家人袁终于找到根了袁是喜
事遥 但是袁却不得不接受母亲离世的现实遥 野母亲
在袁人生还有来路袁母亲走袁人生只剩归途袁子欲养
而亲不待袁将是我一生难以弥补的遗憾冶向军百味
杂陈地说道遥
对于向军的鉴定结果袁 国际旅游岛商报将持
续关注遥

考试车撞路人 学员心“碎了”
事发琼海 两名伤者送往医院救治 事故原因调查中
商报全媒体讯 渊椰网/海拔手机端记者
柯育超冤野驾考路上撞到人了袁 不知道人有
没有事遥 冶12 月 6 日下午袁海口市民林先生
向国际旅游岛商报记者爆料袁称在琼海白石
岭科目三考试路段袁 有考试车撞到了路过
的村民袁不知情况如何袁希望没什么大碍遥
记者从林先生提供的两段 视频 中 看
到袁 一辆车牌号为琼 CH91伊伊的白色考试
车横停在两车道之间袁前保险杠已经脱落袁
左侧前轮也瘪了遥 受伤的两名村民躺在事
故车正前方袁几名村民正在照看袁其中一名
村民看起伤势较严重袁 现场散落着部分车
辆零碎件袁事故也引来不少村民围观袁部分
村民见状迅速拨打 120 急救电话和报警电
话遥 交警部门很快到达现场调查处置和疏

导交通遥
野我驾车路过时袁就已经看到有村民躺
在地上了袁伤势很严重的样子袁时间大概是
下午 3 时 30 分左右遥 冶林先生告诉记者袁因
为不是第一现场目击者袁所以具体事故原因
暂未知遥
随后袁 记者咨询了琼海市交警部门袁得
知目前两名伤者已经被送往医院救治袁具体
事故原因还在进一步调查中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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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口交警加大对道路交通乱象查处力度 曝光部分违法行为机动车号牌

开车不系安全带 10 辆车上“黑榜”
商报全媒体讯渊椰网/海拔手机端
记者 柯育超冤近日袁海口交警加大对
海口道路交通乱象查处力度袁并对部
分不系安全带的违法车辆进行曝光袁
以此警示驾驶员文明出行尧遵守交通
规则遥
据了解袁 以下 10 辆小型汽车近
期因违反不系安全带违法行为袁被海
口交警曝光袁根据叶道路交通安全法曳
第 90 条尧叶海南省实施<道路交通安
全法>办法曳第 64 条第 1 款第 5 项规
定袁交警部门将处以罚款 50 元遥

交通违法曝光栏

渊以下交通违法信息由海口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提供冤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日期
2018/11/22
2018/11/23
2018/11/24
2018/11/24
2018/11/25
2018/11/25
2018/11/25
2018/11/25
2018/11/26
2018/11/27

机动车号牌
琼 A973P6
琼 APX583
琼 A00L51
琼 AFP772
琼 AQ8828
琼 A38M17
琼 A7T786
琼 A7L027
琼 A9882E
琼 AQK505

违法行为
不系安全带
不系安全带
不系安全带
不系安全带
不系安全带
不系安全带
不系安全带
不系安全带
不系安全带
不系安全带

违法地点
凤翔西路火车东站
高登东路
美俗路秀英派出所
椰海大道靠近龙昆南路
海府路农业厅
海新大桥西桥头处
凤翔西路火车东站
丘海大道-苍西村
滨海大道-海监十一支队
凤翔西路火车东站

野椰城交警冶
微信二维码

定袁驾驶已达报废标准的车辆上道路行驶的袁
将被处以罚款 2000 元的处罚袁吊销驾驶证袁并
收缴尧强制报废车辆遥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叶关于
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
干问题的解释曳第六条的规定袁拼装车尧已达到
报废标准的机动车或者依法禁止行驶的其他
机动车被多次转让袁 并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
害袁 当事人请求由所有的转让人和受让人承
担连带责任的袁人民法院应予支持遥
2018 年 8 月 1 日实施的 叶海南省小客车
保有量调控管理办法渊试行冤规定曳袁单位和个
人申请小客车增量或更新指标时袁 名下必须
没有应当报废未办理注销登记的其他机动
车遥 换言之袁如果企业或个人名下存在未按规
定报废和注销的机动车袁 将不能再以本单位
或个人名义申请增量或更新指标遥
机动车注销登记流程院

野椰城交警冶新浪
微博二维码

扫码添加椰城交警微信公众号尧 海口公安交警客户
端和新浪微博二维码袁 既可了解海口公安交警最新资讯
动态袁还可享受更多便民服务遥

未按规定报废车辆 不可申请小客车增量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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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钟玲冤当
机动车辆在达到报废标准后袁 机械性能也随
之下降袁操作稳定性变差袁极有可能存在刹车
等各方面失灵的情况袁存在极大安全隐患遥 此
外袁由于车辆部件老化袁致使燃油消耗过大袁
排放的尾气也会对大气造成污染遥 一些车主
在车辆即将达到报废或已达报废标准时低价
卖出袁买车人因贪图价格便宜袁或认为在乡镇
驾驶该车并无大碍遥 根据叶机动车登记规定曳
要求袁车辆已达报废标准的机动车所有人袁需
将报废机动车交售给机动车回收企业袁 提交
机动车登记证书尧号牌和行驶证袁由机动车回
收企业确认机动车并解体袁 向机动车所有人
出具叶报废机动车回收证明曳袁向车辆管理所
申请注销登记遥
根据 叶道路交通安全法曳 第一百条的规

野椰城交警 APP冶
二维码

渊一冤业务流程院已达到国家强制报废标
准的机动车业务流程院 机动车回收企业寅车
辆解体寅业务受理遥
渊二冤需提交的证明尧凭证院1尧已达到国家
强制报废标准的机动车遥 机动车所有人向机
动车回收企业交售机动车袁 由机动车回收企
业在机动车解体后七日内将申请表尧机动车
登记证书尧号牌尧行驶证和叶报废机动车回收
证明曳副本提交车辆管理所袁申请注销登记曰
2尧机动车灭失的尧机动车因故不在我国境内
使用的尧因质量问题退车的尧老旧的袁由机动
车所有人填写申请表袁提交机动车登记证书尧
机动车行驶证及相关证明凭证袁 向登记地车
辆管理所申请办理注销登记曰3尧 机动车登记
被依法撤销的尧达到国家强制报废标准的机动
车被依法收缴并强制报废的袁由登记地车辆管
理所办理注销登记遥

驾驶证丢失
可异地补办
商报全媒体讯渊椰网/海拔手机端
记者 柯育超冤近日袁海口市民苏先生
向国际旅游岛商报记者咨询袁 称其驾
驶证不慎遗失袁 不知是否可以在海口
补办遥记者了解到袁因为苏先生是外地
游客袁所以不清楚海口的车驾管情况遥
针对苏先生的情况袁 记者随后咨
询了海口交警支队相关负责人袁 据该
负责人表示袁 异地驾驶证是可以在海
口市进行补办的遥野补办驾驶证需携带
身份证原件尧 三张白底小一寸免冠彩
照尧驾驶人体检表袁前往海口市灵桂大
道 106 号海口公安交警支队第二车管
所办理遥 冶该负责人说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