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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啦浴 微信朋友圈上这类广告绝对不能发

海口两微友因此各被罚款 15 万元
据海口市市场监督管
理局介绍袁 赖某英在微信
朋友圈宣传富迪小分子肽
产品袁该产品不属于药品袁
而赖某英在其微信朋友圈
宣传该产品能治疗肾病综
合症尧 肺气肿等案例来宣
传该产品具有疾病治疗功
能遥 柯某在微信朋友圈宣
传富迪小分子肽产品袁该
产品不属于药品袁 而柯某
在其微信朋友圈宣传该产
品能治疗颈椎病尧偏头痛尧

商报全媒体讯渊椰网/海拔手机端记者 徐明锋冤微信是现代人必不
可少的社交工具袁也因此成为发布广告的绝佳阵地袁然而微信朋友圈
发广告要谨慎袁小心惹上野大麻烦冶遥5 月 15 日袁国际旅游岛商报记者从
海口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了解到袁柯某尧赖某英涉嫌在微信朋友圈发布
违法广告袁分别被罚款人民币 15 万元遥

三高症等案例来宣传该产
品具有疾病治疗功能遥
柯某尧 赖某英的行为
属于 叶中华人民共和国广
告法曳 第十七条所指的违
法行为遥 海口市市场监督
管理局依据 叶中华人民共
和国广告法曳 第五十八条
第一款第渊二冤条规定袁拟
作出责令停止发布广告袁
在相应范围内消除影响曰
处以罚款人民币 15 万元
的行政处罚遥

变成“小哥”
网恋不靠谱“妹子”

男子冒用女友身份诈骗近 28 万元被判 6 年 10 个月

商报全媒体讯渊椰网/海拔手机端记者 符雄助 通讯员 罗凤灵 陈涌新冤儋州一 22 岁男子谢某冒用其女朋友黄某之名袁与男网
友张某在微信上网恋袁后以各种理由向张某索要钱财袁共骗取近 28 万元遥 谢某因犯诈骗罪被一审法院判处有期徒刑 6 年 10 个月袁
并处罚金 6 万元袁同时继续追缴其违法所得归还被害人遥 谢某上诉后袁海南省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于近日驳回其上诉袁维持原判遥
2017 年 12 月袁 谢某在网上玩游戏时认
识张某袁并加为好友通过微信联系遥2018 年 1
月 27 日至 6 月 8 日期间袁谢某冒用其女朋友
黄某的姓名袁 与张某在微信上谈恋爱遥 2018
年 2 月袁两人在手机游戏里野结婚冶袁并以野夫
妻冶相称袁之后谢某以订机票尧给长辈拜年红
包尧给父亲看病尧支付违约金尧旅游尧帮父亲还
赌债尧给彩礼钱尧买婚戒尧礼物尧化妆品尧衣服
等理由袁向张某索要钱财遥
野痴情冶的张某信以为真袁便分 150 次先
后将 26.263956 万元袁通过微信转账尧红包等
方式转至谢某的微信账户袁 还将 1.7 万元通
过银行的 ATM 机转账至谢某提供的黄某银

行账户遥 诈骗得逞后袁谢某将骗得的钱挥霍一
空遥 2018 年 6 月 11 日袁谢某在儋州市白马井
镇某宾馆被公安民警抓获遥
一审法院认为袁 被告人谢某以非法占有
为目的袁 采取隐瞒事实真相的手段骗取他人
27.963956 万元袁数额巨大袁其行为已构成诈
骗罪遥鉴于谢某如实供述自己的犯罪事实袁依
法可从轻处罚曰其多次对被害人实施诈骗袁可
酌情从重处罚袁遂作出上述判决遥
海南二中院二审审理认为袁 原判认定谢
某犯诈骗罪事实清楚袁证据确实尧充分袁适用
法律正确袁定罪准确袁量刑适当袁审判程序合
法袁依法应予维持袁遂驳回上诉袁维持原判遥

昌江女生离奇失踪 母亲泣血写信寻人
同事透露其曾表示出岛见网友 目前已有一年无音讯
母亲泣血写公开信寻女
麦顺南失踪后袁其母肝肠寸
断遥 为此写下寻人公开信遥
野孩子袁你怎么这么久不跟
家里联系啊钥 在妈妈的印象中袁
你活泼开朗袁爱说爱笑遥 还记得
最后一次见你的时候袁你开心地
向我挥手袁让我不要担心袁等你

回来遥 妈妈一直在等你袁可是为
什么你迟迟不回来钥你究竟遇到
了什么事情钥 冶
野孩子袁你是妈妈的掌上明
珠袁从小到大袁妈妈舍不得你受
一丁点委屈袁可是袁这么多天袁你
过得怎么样钥 妈妈真的好想你尧

好担心你浴 多少次袁妈妈整夜整
夜睡不着觉遥 没有你的消息袁妈
妈每天都生活在痛苦和思念中遥
如果你看到妈妈在找你袁就快回
家吧浴 同时袁希望社会各界爱心
人士能够帮助寻找袁发现线索及
时提供袁全家人万分感激遥 冶

警方定位在河北廊坊 同事透露出岛去见网友
商报全媒体讯 渊椰网/海拔手机端
记者 符雄助 实习记者 吴荟冤 国际旅游
岛商报记者 15 日从中国失踪人口档案
库官网了解到袁 昌江女子去年在北京旅
游准备返程回海口时与家人失联袁 失联
前毫无异常迹象袁 失踪时年仅 22 岁袁时
隔一年仍无音讯袁 母亲泣血给女儿写公
开信遥记者进一步了解到袁她只身前往北
京野旅游冶袁在机场离奇失踪后袁两三个月
间曾给家里打过电话袁 但说只言片语后
便匆匆挂断遥据家属介绍袁一年前警方调
查其手机定位在河北廊坊袁 而她同事透
露袁她曾表示要出岛去见网友遥
据中国失踪人口档案库官网信息袁
麦顺南袁 女袁 海南省昌江县人袁 出生于
1996 年 4 月 11 日袁 身高 152 厘米遥 于
2018 年 5 月 25 日前往北京旅 游 袁5 月
30 日从北京顺义区准备乘机返回海口
当天与家人失联遥 据了解袁 麦顺南可能
去往河北廊坊香河县袁其家人非常担心袁
多方寻找至今无音讯遥

记者从麦顺南的表哥孔晟
处了解到袁 她在走失前曾攒假调
休袁并自行订购了北京往返海口的
来回机票袁 但并未向家人提及去
北京的目的袁只告知家人去旅游遥
据麦顺南母亲透露袁麦顺南
在去北京前她曾给她一两千元遥
2018 年 5 月 30 日返程当天 拨
打电话已无人接听袁家人连续拨
打了一两天电话无果后袁随即去
了昌江县当地派出所报案遥 孔
晟表示院野昌江县当地派出所相
关人员表示需要到北京市派出
所报案冶遥 随后袁 孔晟便前往北
京派出所袁但当时他们没有查看
北京机场监控袁具体调查是由北
京市相关警方出面调查遥 据北
京市某派出所调查袁其表妹手机
定位显示其在河北廊坊香河县袁
但当他们辗转到了河北当地派
出所报案后袁至今无任何回音遥

野从表妹失踪至今袁昌江县
当地公安局并未立案调查袁只按
人口失踪信息登记遥冶孔晟表示袁
因警方调查显示麦顺南最后出
现的地方可能在河北廊坊香河
县袁但据她同事透露袁麦顺南要
到北京见网友袁但是具体情况家
人并不知晓遥家人怀疑麦顺南可
能需要到北京转机去河北遥麦顺
南失踪后袁家人分别去了三次河
北廊坊袁 想找寻表妹的下落袁遗
憾的是袁均毫无结果遥孔晟说道袁
野我和姑姑去了两次河北廊坊袁
第一次时间为 2018 年 6 月 1 日
至 6 月 2 日袁第二次时间则间隔
了一两个月曰姑姑之后也单独和
朋友去了一次袁时间是年前遥冶孔
晟激动地说院野据姑姑透露袁失踪
后两三个月袁表妹有给父亲打过
电话袁 但没说几句话就挂了袁并
未透露相关情况袁我感觉表妹可

能受到了某些人的控制遥她有时
候会拿手机打电话袁有时候通过
拨打微信语音电话遥我们也有及
时把相关信息和昌江县当地公
安反馈袁但至今仍在等待消息阶
段遥 冶
据孔晟回忆袁麦顺南中小学
在昌江当地学校就读袁中专则到
了海口市秀英区某卫生学校上
学袁十八岁中专毕业后返回昌江
某药店工作袁工作时长一直持续
到走失前遥 在他印象中袁虽然麦
顺南不善言辞袁但在家里做家务
总是很勤奋遥
最后袁如果麦顺南能看到这
条消息袁请尽快回家袁你走失后
父母因为牵肠挂肚日渐消瘦遥
希望麦顺南平安归来浴 寻
亲热线院0350要3338096 线索征
集院0350要3321163遥 此事袁商报
记者将持续追踪遥

三亚发生车祸
两人死三人伤
扫扫二维码
看海拔资讯
海视频
商报全媒体讯 渊椰网/海拔手机
端记者 谢佳宁冤5 月 15 日 16 时许袁三
亚市吉阳区博后村口博后路上袁一辆
出租车与一辆大卡车相撞袁 事故造成
2 名出租车乘客死亡袁3 人重伤袁 目前
事故原因正在调查遥
据了解袁 出租车上当时有 5 名乘
客袁两车相撞后袁出租车副驾驶位置损
毁严重袁 车子的一侧车门已经无法打
开遥 在消防队员赶到后袁 立即对出租
车进行了破拆遥 目前袁事故原因正在
调查遥

外籍男子酒驾
三亚交警拦查
扣证记12分罚2000元

商报全媒体讯渊椰网/海拔手机端
记者 谢佳宁 通讯员 张海哲 摄影报
道冤近日袁三亚交警依法查获一起外
籍驾驶人饮酒后驾驶机动车的交通
违法案件遥 目前袁交通违法行为人已
被依法处罚遥
据了解袁 5 月 13 日 22 时 48 分
许袁三亚交警崖州大队三级路长带领
路管员在崖州区梅山互通路段开展
交通违法专项整治夜查行动袁依法拦
截一辆粤 CW**68 牌小轿车袁并对其
进行检查遥 经检查袁 驾驶人卢某锈
渊男袁44 岁袁韩国国籍冤涉嫌酒后驾驶
机动车遥 经三亚市中医院酒精毒物检
测中心抽血检验袁卢某锈血液内酒精
浓度为 73mg/100ml袁属于饮酒后驾驶
机动车遥 经询问袁交通违法行为人卢
某锈对其交通违法事实供认不讳遥
三亚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已依
法对交通违法行为人卢某锈处以罚款
2000 元尧 暂扣驾驶证 6 个月处罚袁机
动车驾驶证记 12 分遥

万宁猪瘟疫点
投放“哨兵猪”
进行饲养观察
商报全媒体讯渊椰网/海拔手机端
记者 王春棠冤5 月 14 日袁 商报记者从
万宁市农业农村局获悉袁 万宁市已于
13 日开始在东澳镇分洪猪瘟疫点投
放 6 头野哨兵猪冶进行饲养袁饲养 15 天
后袁野哨兵猪冶 如未发现临床症状且病
原学检测为阴性袁未出现新发疫情袁该
疫点便可以解除封锁遥
解除封锁后袁 在疫点和疫区应扑
杀范围内袁 对需继续饲养生猪的养殖
场渊户冤袁应引入野哨兵猪冶并进行临床
观察袁饲养 45 天后渊期间猪只不得调
出冤袁对野哨兵猪冶进行血清学和病原学
检测袁 均为阴性且观察期内无临床异
常的袁相关养殖场渊户冤方可补栏遥
据了解袁目前袁万宁市疫情已得到
有效控制袁 猪肉的供应也正在稳步恢
复中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