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商报全媒体讯 渊椰网/
海拔手机端记者 符雄助冤 1月

30日晚袁朋友圈疯传一则视频袁视频
里两支青少年球队发生冲突袁 混乱的场
面中可以听到野国骂冶声不绝于耳袁甚至有
家长大喊野大人都别管袁让孩子打冶袁还有一
名小球员愤怒地向镜头摔水瓶袁叫喊着让摄
像者停止拍摄遥 经了解袁在海口举行的广州
恒足总冠军赛现场袁赛事U11组别北京鹏
瑞队与海南中海发生冲突袁现场安保人
员及时将冲突双方隔开袁 避免冲突
进一步升级袁事件未造成人员
受伤遥

商报全媒体讯 渊椰网/海拔手机端记者
柯育超冤1月 31日袁记者从海口警方了解到袁
海口市公安局按照海口市政府关于春节尧元
宵节期间进一步加强海口市烟花爆竹安全管
理工作的部署要求袁全警动员袁主动作为袁多
措并举袁 行动开展以来共依法查处烟花爆竹
非法储存尧销售点 13个袁行政拘留 9人袁行政
罚款 2人袁警告 2人 袁查缴非法烟花爆竹产
品 2936件遥
据了解袁 海口警方成立由公安局主要负

责人任组长袁治安尧交警尧城警等相关警种尧部
门负责人为成员的联合工作小组袁 进一步细
化工作措施袁加强烟花爆竹安全管理遥在强化
打击的同时袁海口警方累计出动警力 3410人
次袁 积极主动联合政府有关职能部门排查商
铺尧集贸市场等场所 736家袁劝诫在禁放区内
商铺向烟花爆竹批发商退货 3520件遥

海口警方强化烟花爆竹安全管控
查缴非法产品 2936件 行拘 9人

商报全媒体讯 渊椰网/海拔手机端记
者 柯育超冤岁末年初袁对于辛苦打工的农
民工兄弟来说袁 拿到薪金问题是头等大
事袁 为确保农民工能及时拿到薪资回家
过个好年袁海口警方始终坚持野以人民为
中心冶的发展思想袁市委常委尧公安局长
易鹏多次主持召开会议袁 研究部署打击
整治恶意欠薪专项工作袁 并成立工作专
班袁 对全市恶意欠薪案件进行全面梳理
整治打击袁 切实维护农民工等劳动者的
合法权益遥
近日袁 海口警方接到劳动监察部门

移送的深圳某公司拒不支付劳动报酬
案袁该案涉及农民工 150余人袁涉案金额
1000余万元袁 公司负责人郑某坚存在拖
欠民工工资逃匿拒不支付情况遥 海口警
方立即将该案作为重点案件侦办袁 及时

查明案件事实袁固定犯罪证据袁并依法传
唤郑某坚遥 在警方的协调督促下袁该公司
所拖欠 1000余万元薪金已于 1月 30日
全部追回并陆续发放到农民工手中遥 满
心欢喜的王先生说出了工人们的共同心
声院野太感谢海口公安了浴 大伙都以为这
笔血汗钱年前怕是要不回来了袁 这下可
以好好回家过个年了遥 冶据统计袁近期海
口警方已立拒不支付劳动报酬刑事案件
9起袁刑事拘留 7人袁网上追逃 2人袁会同
劳动监察尧 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等相关
职能部门共传唤约谈欠薪公司负责人或
包工头共 50余人袁 对其予以严厉训诫并
责令限期依法支付袁成功督促欠薪单位为
近 1000名农民工或劳动者支付了工资约
2400万元遥

海口警方严打恶意欠薪“老赖”
为民工追缴薪金约 240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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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拔手机端记者 柯育超冤
为有效震慑交通违法行
为袁 警示全体驾驶人遵守
交通规则袁 海口交警支队
根据相关规定袁 曝光部分
逆行的违法车辆号牌遥 据
了解袁 此次曝光的车辆共
有 10辆袁根据叶道路交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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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款第 20
项规定袁 交警部门将处以
罚款 200元处罚袁记 3分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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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钟
玲冤2018 年 3 月 24 日 20 时
许袁当事人施某顺渊男袁58岁冤
驾驶一辆小型客车袁从海口市
琼山区红旗镇大万村菠萝园
沿国道 223 线由南往北方向
行驶遥 该车行至海榆东线 27
公里路段时袁适遇当事人吴某
愉渊男袁47 岁冤由东往西方向
横过公路袁 施某顺避让不及袁
小客车将吴某愉撞倒在地遥随
后袁 吴某愉被送往医院抢救袁
但因抢救无效于当日死亡遥
海口交警支队经过调查

后认定院 此事故发生基于以
下原因袁 一是施某顺驾驶逾

期未年审车辆上路行驶袁未
确保安全遥 二是吴某愉通过
没有人行横道的公路时袁未
确保安全遥 鉴于两人违法行
为在事故中作用基本相当袁
最终袁 海口交警支队认定施
某顺尧 吴某愉承担事故的同
等责任遥

据了解袁叶中华人民共和
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曳
第七十五条规定院行人横过机
动车道袁应当从行人过街设施
通过曰 没有行人过街设施的袁
应当从人行横道通过曰没有人
行横道的袁应当观察来往车辆
的情况袁 确认安全后直行通
过袁不得在车辆临近时突然加
速横穿或者中途倒退尧折返遥

商报全媒体讯渊椰网/海拔
手机端记者 柯育超冤 近日袁海
口市民王先生向国际旅游岛
商报记者反映称袁其因驾驶机
动车超员被处罚袁其觉得民警
处罚过于严重袁很不理解遥
根据王先生是情况袁 记者

咨询了海口交警支队相关负责
人袁据其表示袁根据叶道路交通
安全法曳第四十八条的规定袁机
动车载物应当符合核定的载质
量袁严禁超载曰载物的长尧宽尧高
不得违反装载要求遥根据叶道路
交通安全法曳 第四十九条的规
定袁 机动车载人不得超过核定
的人数袁 客运机动车不得违反
规定载客遥根据叶道路交通安全
法曳第九十二条的规定袁公路客

运车辆载客超过额定乘员的袁处
200元以上 500元以下罚款曰超
过额定乘员百分之二十或者违
反规定载货的袁 处 500元以上
2000以下罚款遥 货运机动车超
过核定载质量的袁 处 200元以
上 500元以下罚款曰超过核定载
质量百分之三十或者违反规定
载客的袁 处 500元以上 2000元
以下罚款遥

野有前两款行为的袁由公
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扣留机
动车至违法状态消除遥 运输
单位的车辆有本条第一款 尧
第二款规定的情形袁 经处罚
不改的袁 对直接负责的主管
人员处 2000 元以上 5000 元
以下罚款遥 冶该负责人说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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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钟玲冤2019年
春节临近袁海口交警发布春运期间道路交通安全
提示袁警醒广大市民车主文明出行袁安全驾驶遥
一尧春运期间道路交通流量剧增袁广大出行

者特别是驾驶人要高度警惕袁 时刻牢记交通安
全遥

二尧在弯坡路段尧湿滑路面尧恶劣天气条件下袁
应降低车速袁下坡路段切勿空挡滑行遥

三尧客车驾驶人在临水临崖道路行驶袁请与
路侧保持安全边距遥

四尧农村尧山区道路坡陡尧弯急袁车辆超员容
易失控袁驾驶面包车切勿超员载客尧客货混装遥
五尧春运期间公路交通流量大遥出行前要通

过电视尧广播等方式掌握路况信息袁合理安排行
程和出行路线遥
六尧祸起瞬间袁防患未然遥 长途驾驶出行前袁

请确保车辆性能良好袁状态安全遥

村民过马路
被小车撞死

交警发布出行提示
这 6条攻略请收好

驾驶机动车超员超载
最高处罚款 2000元

10辆车逆行被曝光 快看看都有谁？
海口交警处以罚款 200元袁记 3分

记者从赛事组委会广州恒足体育文
化发展有限公司了解到袁1月 30日袁该赛
事在海口举行袁U11组别北京鹏瑞和海
南中海遥比赛刚开始时袁北京鹏瑞队的教
练和球员与海南中海队的教练尧 家长及
球员互有语言摩擦袁常规比赛时间结束袁
双方比分打平遥 进入点球 3:1袁点球北京
队获胜遥但是等到比赛结束后袁双方球员
发生语言和肢体摩擦遥
为了避免冲突升级袁 承办单位现场

的 6名安保人员和 10名裁判人员用身
体隔开双方遥 当天下午 5时 40许袁双方

分别在另外两个场地和同组的其他队伍
进行了当天赛程表的最后一场比赛遥比赛
结束后各自安全离开赛场袁 由于当时现
场没有人员受伤袁赛事主办方和承办单
位未报警处理遥 广州恒足体育文化发展
有限公司表示袁野希望在最后两天的赛程
中袁所有参赛队伍球员尧教练尧观赛家长保
持冷静袁专注于比赛遥 冶
对于此事袁网友吐槽袁野就这样袁以后

国足还能好得了钥 冶野水平不高袁脾气倒不
小冶野家长和教练都不教怎么做人吗冶遥 还
有网友调侃称袁野我好像看见了中国足球

的未来浴 冶野球技不咋滴袁粗口倒一流冶野小
小年纪脾气那么冲袁长大了还得了冶遥 此
外袁也有网友吐槽家长尧教练野护犊心
切冶介入冲突袁野实在不行让孩子们自
己打一架嘛袁 大人这架势冲出去有点
丢人冶遥 市民王先生在接受商报记者
采访时表示 袁 球队应该坚持友谊第
一袁比赛第二袁球员年纪尚小袁球队尧
父母和学校应该加强思想道德修养教
育袁对于父母和教练野护犊子冶行为袁王
先生表示袁惯纵自己的小孩袁这样的父母
也是野巨婴冶遥

本事小脾气大 小小球员演“武戏”
U11球队海口赛场起冲突 网友吐槽院野就这样袁以后国足还能好得了钥 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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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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1/17 琼 A9TJ69 逆向行驶 玉沙横路
2 2019/1/17 琼 A700V1 逆向行驶 滨海大道茉莉路
3 2019/1/17 琼 AFK619 逆向行驶 滨海大道茉莉路
4 2019/1/18 琼 A0ZH15 逆向行驶 人民大道-海康路市人民医院
5 2019/1/18 琼 AUE572 逆向行驶 人民大道-海康路市人民医院
6 2019/1/19 琼 A9255B 逆向行驶 滨海大道茉莉路
7 2019/1/19 琼 A6U897 逆向行驶 人民大道-海康路市人民医院
8 2019/1/19 琼 ASH132 逆向行驶 人民大道-海康路市人民医院
9 2019/1/19 琼 AUH325 逆向行驶 人民大道-海康路市人民医院
10 2019/1/22 琼 A9PU68 逆向行驶 玉沙横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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