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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口和平桥下有人私自建房搭桥？
市民投诉称影响城市形象 美兰城管现场调查袁将协调居委会尧街道办解决
商报全媒体讯 渊椰网/海拔
手机端记者 李兴民 摄影报道冤
1 月 10 日袁 市民冯先生向国际
旅游岛商报新闻热线反映袁有
人在海口市和平桥下疑似盖
房袁在水面上搭建木板栈桥袁作
为渔民出海上船下船的便道袁
影响海口市的形象袁 希望有关
部门管一管遥 商报记者将这一
情 况 向 美 兰 城 管 尧12345 反 映
后袁多部门赶到现场进行调查遥
1 月 10 日下午袁 商报记者
接报来到现场看到袁 和平桥下
确实有人盖了一排房子袁 但年

代看上去久远袁不属于新建遥 在
河面上袁有人在水里栽上木桩袁
搭上木板袁 就形成了人行木板
栈桥袁旁边停了很多小渔船遥
在现场袁渔民告诉记者袁他
们在水里搭建的木板栈桥袁是
因为这里是祖祖辈辈的码头袁
是一庙到六庙渔民出海生产袁
捕捞归来时上船下船的主要便
道遥 之前袁居委会尧街道办尧城管
也来过袁 但都默认把这个地方
作为临时码头袁 满足渔民生产
生活的需要遥
美兰区和平桥底便民疏导

点韩经理说袁 市民举报的和平
桥下乱建的房子袁 是在便民疏
导点 2009 年成立之前就有了袁
属于历史问题遥
对于市民反映和平桥下的
乱象袁 美兰区城管局海甸中队
执法人员说袁他们会尊重历史袁
也会将这里的情况袁 实事求是
地报告领导来解决遥
12345 回 复 记 者 袁1 月 11
日袁 美兰区海洋部门将协调
居委会尧 街道办解决市民投
诉的水上栈桥影响海口形象
的问题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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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报报道叶牛群野糟蹋冶酒店曳引起重视 三亚吉阳区迅速处理

杜绝“牛害”，禁止随意放养
商报全媒体讯(椰网/海拔手
机端记者 谢佳宁 实习生 李欢)
1 月 9 日尧10 日袁 国际旅游岛商
报刊发叶尴尬浴 牛群频频野糟蹋冶
五星级酒店 三亚亚龙湾一些豪
华酒店及周边区域满地牛粪 业
界人士认为有损旅游形象曳的报
道袁引起三亚市吉阳区政府及相
关部门重视袁10 日下午已派六盘
村和博后村小组组长登记各村
农户饲养牛数量袁将严禁牛出入
马路以及亚龙湾酒店区域遥

在三亚亚龙湾国家旅游度假
区管理委员会提供的 叶海南三亚
亚龙湾国家旅游度假区管理委员
会关于牛只上路啃食绿化植物破
坏湾内环境的函曳上记者看到袁长
期来袁 博后村和六盘村两村村民
饲养的牛只无人看管袁 随意出现
在亚龙湾公共区域和各企业酒
店袁 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亚龙湾
国家级旅游度假区整体形象遥 自
2017 年以来袁 该委成立牛只整治
领导小组和行动小组袁 多次开展
牛只上路整治活动袁 因博后村和
六盘村为行政村袁 隶属吉阳区人

民政府管辖袁整治活动收效其微遥
10 日中午袁 三亚亚龙湾国家
旅游度假区管理委员会召开了对
野牛害冶的商讨会议遥 会上袁吉阳区
农林局尧城管局尧亚龙湾派出所尧六
盘村尧博后村相关负责人以及各酒
店企业代表袁分别提出意见建议袁
商讨解决方案遥 此事也在三亚市
旅游发展委员会的指导下袁 三亚
旅游酒店行业协会渊筹冤进行了多
方协调遥 最终袁会议达成共识袁由
两村书记尧组长统计本村牛只养殖
户袁做到牛只落户到责任人袁没人
认领的当作本村公共财产遥 严禁

牛只出入亚龙湾景区及公共场所袁
发现后将对其扣留袁 由养殖户领
回袁 如出现造成酒店企业经济损
失尧破坏公共财产的由养殖户进行
赔偿遥
据三亚市吉阳区农林局副局
长介绍袁10 日中午开完 野牛害冶商
讨会议后袁六盘村和博后村村小组
组长已入户去登记农户饲养牛数
量袁不管村民以后对牛是放养还是
圈养袁将严禁牛只出入马路以及亚
龙湾酒店区域袁若还有牛只进入酒
店袁酒店可立马投诉至吉阳区政府
或农林局袁损坏多少赔多少遥

国际新能源汽车展
昨日海口隆重开幕
商报全媒体讯(椰网/海拔手机端
记者 王辉)1 月 10 日上午袁以野绿色发
展尧建设美好新海南冶为主题的 2019
渊首届冤 海口国际新能源汽车展览会
隆重开幕遥
2019渊首届冤海口国际新能源汽车
展览会于 1 月 10 日至 13 日在海南国
际会展中心举行遥
车展期间袁一批全球前沿技术和
最新产品将集中发布袁将推动我国新
能源汽车产业的进一步发展袁也将极
大地促进海南 2030 年前实现全岛使
用新能源汽车的战略计划落地遥
活动期间有 5000 余位来自全球
的汽车尧零部件尧互联网尧金融等领域
的业界精英和专家学者尧媒体领袖等
参加这些论坛活动遥

海口交警加大道路交通乱象查处力度袁对违规驾车行为进行曝光

10名“手机党”被点名 罚50元记2分
商报全媒体讯渊椰网/海拔手机端
记者 柯育超冤开车玩手机袁是不文明
的驾驶行为遥 近日袁海口交警加大对
海口道路交通乱象的查处力度袁并根
据相关法规袁对部分驾驶员违规驾车
的行为进行曝光袁以此警示驾驶员文
明出行遥
据了解袁此次曝光的机动车共有
10 辆袁均为在驾驶时拨打接听手持电
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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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的规定袁交
警部门将处以罚款 50 元袁并记 2 分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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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期
机动车号牌
违法行为
违法地点
1
2018/12/27 琼 A131P3
开车拨打电话
丘海大道电力村
2
2018/12/27 琼 AKV006 开车拨打电话
白驹大道-西边村
3
2018/12/27 琼 A319AB 开车拨打电话
凤翔西路-火车东站
4
2018/12/28 琼 A202AG 开车拨打电话
红城湖延长线
5
2018/12/28 琼 A156G8 开车拨打电话
白驹大道-西边村
6
2018/12/29 琼 A28S13
开车拨打电话
红城湖延长线
7
2018/12/29 琼 AJH722
开车拨打电话
凤祥西路-火车东站
8
2018/12/29 琼 AJV873
开车拨打电话
红城湖延长线
9
2018/12/29 琼 A2066D 开车拨打电话
红城湖延长线
10 2018/12/29 琼 A51T61
开车拨打电话
迎宾大道消防培训基地

新车申领临时号牌 累计不可超过三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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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钟玲冤日
前袁影视明星李易峰驾驶一辆未悬挂号牌的兰
博基尼轿车在北京市东四环辅路与桥墩相撞遥
经调查取证袁北京交警部门认定李易峰在事故
中存在发生交通事故后逃逸尧驾驶未悬挂号牌
的机动车上道路行驶两项违法行为袁对其合并
处以罚款 2000 元尧并记 24 分遥
根据叶道路交通安全法曳的有关规定袁国家
对机动车实行登记制度遥机动车经公安机关交
通管理部门登记后袁方可上道路行驶遥 尚未登
记的机动车袁需要临时上道路行驶的袁应当取
得临时通行牌证遥 机动车临时号牌上会注明
使用期限和通行区域袁 临时号牌的有效期限
一般为 7 日尧15 日尧30 日遥 如车辆要到省外行
驶的袁车主需在申请临时号牌时说明车辆通行
的区域遥 临时号牌过期后袁仍驾车在道路上通
行的袁交警部门将按照驾驶未悬挂号牌的机动
车上道路行驶的交通违法行为袁对驾驶人处以
罚款 100 元的处罚袁记 12 分袁并扣车遥
值得一提的是袁若临时号牌过期后袁如有充

分理由的袁 可以再次向公安交管部门申请办理
二次临时号牌袁办理临时号牌累计不超过三次遥
一尧 申请机动车临时号牌需要提供的材
料院1尧属于个人车辆的袁需车主提供车辆合格
证尧交强险保单尧购车发票原件及复印件和本
人身份证原件遥 如需他人代办的袁还需提供车
主签名的委托书和代办人的身份证原件遥 2尧属
于单位车辆的袁需提供车辆合格证尧交强险保
单尧购车发票原件及复印件尧单位的组织机构
代码证原件渊正副本均可冤尧盖公章的委托书尧
代办人身份证原件遥
二尧 再次申请临时号牌需提供的材料院机
动车临时号牌过期后袁车主需要再次申请临时
号牌所需材料与第一次办理的材料一致袁此外
还需携带第一次办理的临时号牌遥 需要注意的
是袁一辆车只允许申请三次临时牌遥
三尧处理机动车临时号牌产生的违章所需
材料院驾驶使用临时号牌的车辆产生违法记录
的袁需驾驶人本人携带身份证尧驾驶证尧车辆合
格证和购车发票等车辆证件原件至交警部门
违法处理窗口办理遥

野椰城交警冶
微信二维码

野椰城交警 APP冶
二维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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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货车违规载人 司机被罚百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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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先生因货车车
厢内载人被执勤交警所处罚袁其觉得不合
理袁认为车厢内空间较大袁且不存在安全
隐患袁为何不可以载人遥
针对李先生的情况袁记者咨询了海口
交警支队相关负责人袁 据该负责人表示袁

货车车厢是不允许载人的遥 野我国有明确
的法律条文规定袁 货车车厢是不能载人
的遥 根据叶道路交通安全法曳第 90 条尧叶海
南省实施约道路交通安全法跃办法曳 第 82
条第 3 项的规定袁货运机动车违反规定载
人的袁将被处以罚款 100 元处罚遥 冶该负责
人说遥

行人步行上高速 被货车撞倒致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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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 3 月 16 日 19 时许袁当事人杨某
田渊男袁78 岁冤步行进入海屯高速公路遥当其
行走至海屯高速公路 渊南往北方向冤1 公
里+200 米路段时袁被许某建渊男袁48 岁冤驾
驶的一辆重型仓栅式货车撞倒遥 杨某田随
后被送往医院袁终因抢救无效死亡遥

根据叶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
法曳第六十七条规定院行人尧非机动车尧拖
拉机尧轮式专用机械车尧铰接式客车尧全挂
拖斗车以及其他设计最高时速低于七十
公里的机动车袁不得进入高速公路遥 因此袁
海口交警支队认定杨某田承担此次事故
的主要责任袁 许某建因未确保安全驾驶袁
承担事故的次要责任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