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事发当日袁受害人陈先生渊化名冤如
同往常一样骑着电动车上班袁怎料在下
班之际准备骑车回家时袁发现停放在海
口市秀英区长滨东四街广粤锦泰工地
南门门口的电动车被人盗走袁惊慌之余
立即掏出手机报警遥

野当时他比较着急袁一直在说自己
的电动车被人盗走了袁 让我们帮忙寻
找袁还表示自己的电动车上装有 GPRS
定位袁 可以监测得到电动车的行驶轨
迹遥 冶五源河派出所民警吴警官告诉记
者袁 陈先生提供的线索很重要袁 通过
GPRS定位系统显示袁被盗电动车一直
处于移动状态袁民警无法锁定车辆的去
向袁便保留着该线索袁同时派警力跟踪
寻找遥

当日晚袁GPRS定位系统显示被盗
电动车停在了海口市秀英区水头村
内遥 得到这一重要线索后袁海口市公安
局指令海口市公安局秀英分局便衣警
察大队立即赶往现场处置遥 到达现场
后袁 便衣民警根据陈先生提供的定位

信息袁对村里的村民尧商户进行地毯式
排查遥 野在排查了部分村民后袁民警最
终于 21 日 22时左右袁 在一处居民楼
内找到了被盗的电动车袁 当时车辆正
在一楼充电遥 冶便衣民警李警官表示袁
在一楼找到了被盗的电动车袁 经过分
析袁嫌疑人很有可能尚在该楼内袁遂立
即组织警力对居民楼进行逐层搜查袁
并最终在三楼将嫌疑人闵某抓获遥 从
陈先生报案到便衣民警将嫌疑人闵某
抓获袁用时不到 4个小时遥

经审讯袁嫌疑人闵某渊男袁今年 28
岁袁湖北黄岗人袁平时在工地打工冤对其
盗窃电动车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遥值得
一提的是袁闵某与陈先生同处一处工地
打工袁事发当日看见停放在路边的电动
车未锁好袁 由于自己没有电动车出入袁
便心生贪念袁将电动车盗走以供自己日
后出行之用遥 怎料刚一野伸手冶袁便被民
警抓获遥

目前袁嫌疑人闵某被依法处以行政
拘留 15日袁案件在进一步侦办中遥

商报全媒体讯渊椰网/海拔手机端
记者 徐明锋 摄影报道冤 儋州一 20岁
男子白天是造型店的洗头工袁 晚上伙
同他人实施盗窃行为袁野忙碌冶 的双面
人生最终因落网而止步遥

6月 22日袁海口铁路公安处白马
井车站派出所民警在日常工作中得
知袁一名涉嫌盗窃的在逃人员王某渊化
名冤可能藏匿于儋州市一家造型店内遥
最终白马井站派出所配合立案单位袁
成功将在逃人员王某抓获遥
据王某交代袁 2019年 11月份袁他

和几个朋友开始做起了盗窃的非法勾
当袁几个人分工明确袁有开车的尧盯梢
的袁也有实施盗窃的袁该团伙在洋浦及
儋州地区的广场上疯狂盗窃工地脚手
架扣件万余个袁累计获利数万元遥
据介绍袁王某不仅晚上盗窃袁为了

隐匿身份袁他还到造型店内当洗头工遥
就这样袁王某开始了他的双面人生袁只
可惜好景不长袁 在广场工地多次被盗
后袁公安机关介入调查遥

6月 23日上午袁国际旅游岛商报
记者了解到袁王某已被移交洋浦警方袁
案件还在审查当中遥

快速破案！不到 4个小时抓获嫌疑人
寻回市民被盗电动车 海口警方院嫌犯拘留 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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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报全媒体讯渊椰网/海拔手机端
记者 柯育超 实习生 伍芝颖冤 近日袁
海南省公安厅交警总队积极协调保险
公司推出野买保险送头盔冶惠民行动遥
从 7月 1日起袁 保险公司将陆续在路
口尧 各交警窗口单位设置便民点提供
服务遥
为深入推进野一盔一带冶安全守护

行动袁 充分发挥重点企业尧 行业的示
范引领作用袁 进一步提升摩托车和电
动自行车骑乘人员佩戴安全头盔意
识袁 海南省公安厅交警总队联合中国
平安财产保险海南分公司推出 野买保
险送头盔冶惠民行动袁提供多样化交通
安全出行保障方案袁7x24 小时全天报
案服务专线电话尧专人受理袁预赔付承
诺袁结算理赔时效承诺等遥
群众只要购买 99元保险袁保障方

案除了提供 11.3万元的保障渊涵盖驾
驶人意外尧第三者意外尧财产损失冤外袁
还将送上有质量保障的安全头盔遥 具
体详情可向保险公司咨询遥

省交警总队有关负责人表示袁海
南交警还将动员更多的企业尧 行业参
与到野一盔一带冶安全守护行动中来袁
共同示范引领袁创造安全尧畅通尧有序
的道路交通环境遥

今年 4月 28日建章再次接到
海南省红十字会电话电话袁 当问及
是否愿意捐献造血干细胞时袁 他爽
快同意了遥建章于 2013年 7月加入
中国造血干细胞库袁2019年 9月 23
日初次配与患者 HLA相符遥等了这
么长时间袁他终于要去救人了遥

建章来海南已进入第十二年
头袁海南已成为他第二故乡遥来海南
日日夜夜袁建章除了学习尧训练外袁
还经常想做些公益遥 2013年 7月袁
单位组织无偿献血时袁 他填写了加
入中国造干细胞库的申请表袁 成为
一名造血干细胞志愿者遥 眨眼 7年
过去了袁一切都未发生袁直到 2019
年 9月袁接到了省红十字会的电话袁
这才想自己是造血干细胞志愿者袁
曾有过救人的承诺遥
因为造血干细胞配型概率很低

渊一般是万分之一到上百万分这
一冤袁当得知与一重症患者配型成功
后袁建章非常高兴遥 野这位患者和我
是同一年出生的袁 现在沈阳的一家
医院就医遥一个在中国的南端袁一个
在中国的北方袁 因造血干细胞建立
起了联系袁依捐献原则虽不能见面袁
但感觉上也真是千里之外的有缘

人遥冶建章说袁知道了患者的需求袁我
便暗下决心袁要珍惜缘份袁不管遇到
了什么情况袁答应了就要一帮到底遥
虽然答应了救人袁 但建章的心

里还是在咯噔遥野平时自己在工作与
生活中袁只要自己有想法袁领导就会
有支持遥 可是捐献造血干细胞需要
注射动员剂袁 要进行约一个星期的
住院准备遥 当下部队正是一年中最
忙的时期袁自己担负教学尧维修保障
等任务袁要求完成的标准高袁此时要
请这么长时间的假怕是批不了遥冶建
章心里难免有些顾虑袁 担心影响工
作遥 最后袁经沟通袁建章单位领导非
常赞同和支持此举袁 并鼓励他去完
成这件救人的事情遥
据了解袁这位患者是名女性袁得

的是急性白血病袁 此病临床表现多
有出血尧贫血尧感染袁免疫力降低袁多
数病例病情危重袁预后凶险遥因为病
情来得很突然袁 患者及其家人非常
无助袁当得知有人愿意帮助他们时袁
患者全家又燃起了新的希望遥 建章
希望通过捐献袁 能用造血干细胞这
野生命的火种冶将点亮千里之外患者
的野生命之灯冶遥 祝患者早日恢复健
康袁回归宁静的生活遥

海南交警推出
买保险送头盔

凡年龄在 18-55周岁袁身体健康渊符合无偿献血条件冤尧
志愿捐献造血干细胞袁可与各地红十字会渊或者中华骨髓库
分库冤的热线电话联系报名尧填写志愿捐献书及有关表格袁
并抽取 6耀8毫升血液遥 组织配型实验室将会对您的血液进
行 HLA分型等检验袁并把您的所有相关资料录入中国造血
干细胞捐献者资料库的计算机数据库中遥 这样您就成为捐
献造血干细胞的志愿者了遥

武警战士捐献造血干细胞
拯救同龄急性白血病患者

如何成为一名造血干细胞志愿者

商报全媒体讯 (椰网/海拔手机
端记者 李兴民) 6月 23日袁 国际旅
游岛商报记者从海南省住房公积金
管理局获悉袁根据叶住房公积金管理
条例曳及相关规定袁依据叶海南省人
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调整海南
省 2018年最低工资标准的通知曳及
省统计局公布的 2019 年相关在岗

职工年平均工资袁海南就 2020年度
海南省住房公积金缴存基数范围进
行发布遥

据悉袁 职工住房公租金缴存基
数袁 不低于所在市县上一年度最低
工资标准袁 不高于当地在岗职工上
一年度月平均工资的 3倍遥 住房公
积金缴存基数范围适用于城镇非私

营单位遥 城镇私营单位参照标准执
行遥 2020年度住房公积金微存基数
范图适用时间院2020年 7 月 1 日至
2021年 6月 30日遥

住房公积金缴存基数实行一年
一核定两调整袁 各缴存单位应于 6
月底前完成本单位 2020 年 6 月份
住房公积金的汇缴工作遥

省公积金管理局发布 2020年度公积金缴存基数范围

不低于上一年度最低工资标准

白天当洗头工
晚上结伙盗窃
儋州野双面男冶终落网

第 114例

商报全媒体讯 渊椰网/海拔手机端记者 柯育超 实习生
伍芝颖冤 野我的电动车停放在路边不见了袁 可能被人偷走
了袁能帮我找找吗钥 冶6月 21日 18时许袁海口市公安局秀英
分局五源河派出所里响起了一阵急促的铃声袁 一名男子焦
急的向民警阐述着自己电动车被人盗走的情况遥接报后袁派
出所民警立即出动袁很快将嫌疑人闵某抓获遥

惠民行动

商报全媒体讯渊椰网/海拔手机端记者 吴英艳 冤 6月 23日袁海南武警战士建章渊化名冤为拯救东北某
医院的急性白血病患者在海南省某医院成功捐献造血干细胞袁用时 252分钟袁采集 189毫升造血干细胞
混悬液袁成为全国第 9755例尧海南省第 114例捐献造血干细胞的英雄遥

海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