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海南 220名 60岁以上老人
因车祸死亡

交警部门呼吁关注老年人出行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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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旅游岛商报记者了解到袁叶海南
省交通规费征稽轻微违法免罚清单 渊征
求意见稿冤曳涉及 7种违法行为袁一是柴
油机动车辆连续不按时缴纳机动车辆通
行附加费渊30日以上 1年以下冤曰二是柴
油机动车辆恢复行驶未办理缴费或启征
手续曰三是外省柴油机动车辆不办理尧领

取缴费登记凭证 渊外省柴油机动车辆不
办理缴费登记凭证冤曰四是汽油经营企业
擅自修理尧拆卸尧安装或者未修复就使用
已发生故障或者损坏的流量计量等装
置曰五是汽油经营企业购进尧调拨汽油袁
不向征稽机构申报或者少报数量曰 六是
汽油经营企业未定期向征稽机构报送或

者报送虚假的报表尧资料袁或者不按照规
定保管报表和财务账册曰七是运输汽油的
车辆或者船舶未携带相关资料或者柴油
机动车辆未随车携带机动车辆通行附加
费缴费凭证或者缴费登记凭证遥

据海南省交通规费征稽局介绍袁制
定叶海南省交通规费征稽轻微违法免罚清

单曳旨在营造良好的营商环境袁进一步激
发交通运输领域市场活力遥意见稿征求意
见的时间是 10月 15日至 10月 24日袁单
位和个人通过邮件反馈意见 渊邮箱院
hnsjtgfzjj@163.com冤袁 本次征求意见采用
实名制袁邮件署名并注明联系方式袁反馈
意见要说明理由遥

海南省交通规费征稽轻微违法免罚清单征求意见

这 7种轻微违法行为将不予处罚

公开追查追缴“林十二”等人
黑社会性质组织案涉案财产

商报全媒体讯渊椰网/海拔手机端记
者 谢佳宁 通讯员 陈俊锐 谭婕 冤 近
日袁三亚市公安局发布叶关于公开追查
追缴林卫东尧杨树昌等人黑社会性质组
织一案涉案财产的通告曳袁三亚市公安局
在办理林卫东渊野林十二冶冤尧杨树昌等人
涉嫌组织尧领导尧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案
中袁抓获了犯罪嫌疑人林卫东尧杨树昌尧
蔡宝良尧李辰光尧罗雪春尧任才银尧林继
明尧曾令军尧张大成尧韩高天尧韩亚七尧陈
新明尧王道烦尧董文海尧罗建明尧王景任尧
吴进雄尧王泰利尧王晓清尧耿剑尧吴多武尧
符鹰尧符基明尧朱志彪尧莫日根尧王宸国尧
蔡汉雄尧吴育涛尧王超尧刘波尧王红华尧吴
曼玲尧王仕英尧任天福尧罗加英尧王晓华尧
王峥嵘尧张燕尧孙海灵尧李舒克尧陈艾佳尧
樊起雪尧符永基尧蔡秀丽尧杨长海尧潘中
平尧孙勇尧谢凤冰尧王珍尧任飞尧宋健尧王
亚新尧吴雪花尧林绍雄尧林绍明尧李海祥尧
陈玉明尧韩明好尧林余芳尧刘玉辉尧房桂
娟尧钟玉萍尧王三运尧李大光尧罗光翰尧黄
飞尧陈俊君尧张皇尧夏雷尧关新宇尧黄泽鹏尧
王康斌尧周红梅尧白雪峰尧萧玲尧梁永梅尧
廖洁尧张洁蕾尧祝叶尧夏晓敏尧唐晓蓉尧张
承芬尧肖莉莉尧刘争艳尧郝蓉尧杨兰花尧杨
晓兰尧李林峰尧王琦尧王欣洋尧王鹏尧贾国
豪尧吴海玉尧马玲尧劳洁尧郭怡麟尧郭振华尧
王广浩尧文华明尧吴善明尧郑学范尧何兰
妹尧许丽丝尧韩积天尧陆进贵尧高政良尧董
菲尧王绥生尧林方尧王裕祥尧王春松等人袁
目前案件已经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遥
为进一步深挖彻查涉及林卫东尧杨树

昌等人黑社会性质组织的违法犯罪行为袁
依法追缴该组织及其成员涉案财物袁彻底
铲除黑恶势力犯罪的经济基础袁根据叶中
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曳叶中华人民共和国刑

事诉讼法曳及最高人民法院尧最高人民检
察院尧公安部尧司法部叶关于办理黑恶势力
犯罪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曳叶关于办
理黑恶势力刑事案件中财产处置若干问
题的意见曳等规定袁特通告如下院
一尧凡持有本案相关财物的单位尧组

织或个人袁应主动将财物上缴公安机关遥
二尧 凡持有本案涉黑组织及其成员

名下产业渊含孳息及收益冤的单位尧组织
或个人袁应主动向公安机关登记说明遥
三尧 凡与本案涉黑组织及其成员有

债权债务关系的单位尧组织或个人袁应主
动携带借款借据尧 还款记录等相关凭证
向公安机关说明遥
四尧 凡转移尧 隐藏或使用涉案车辆

的袁应主动向公安机关上缴遥
五尧凡明知是违法犯罪所得袁无偿接

受或者以明显低于市场的价格取得或通
过其他方式恶意取得本案涉黑组织及其
成员财物的单位尧组织或个人袁应主动将
财物上缴公安机关遥
上述涉及的债权债务及合同文书所

指向的财产袁是否属于涉案财物袁由人民
法院生效的法律文书予以认定袁 并依法
执行遥
自本通告发布之日起 15日内袁相关

单位尧 组织或个人要主动向公安机关上
缴涉案财物袁 对于不按要求上缴涉案财
物或转移尧隐匿涉案财物的袁一经查实袁
将依法严厉打击袁涉嫌犯罪的袁依法追究
其刑事责任遥 欢迎社会各界积极向公安
机关举报或者提供相关线索袁 对检举揭
发的有功人员袁 将依照有关规定予以奖
励并对举报者予以保密遥

联系人院尹警官 18689799546尧陈警
官 18689959097遥

三亚
警方

商报全媒体讯渊椰网/海拔手机端记者 徐明锋冤 10月 14日袁海南省交通规费征稽局发布通告袁将于 10月 15
日起向社会公开征求叶海南省交通规费征稽轻微违法免罚清单渊征求意见稿冤曳意见袁7种违法行为可免罚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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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
和交通工具的多样化袁 老年人
的出行方式更加多样袁 从传统
的步行尧 骑自行车尧 乘坐公交
车袁到驾驶电动自行车尧电动
三四轮车尧小型轿车等曰交通
出行场景也多样化袁包括生活
购物尧接送儿童上下学尧出游
等遥 然而袁随着年龄增加袁老年
人的生理机能衰退袁观察尧判断
和反应能力下降袁 成为交通事
故的高发群体袁 且一旦发生交
通事故袁 受伤甚至致死的概率
较高遥此外袁农村老年人进入城
市后袁对城市交通环境不熟悉尧
不适应袁交通安全知识匮乏袁交
通安全意识淡薄袁 交通法规遵
守性差袁自我保护能力较差袁使

得老年人交通安全问题突出袁
交通事故造成的老年人伤亡呈
上升趋势遥

据了解袁 第七次全国人口
普查数据显示袁我国 60岁及以
上人口为 26402万人袁 占总人
口的 18.70%袁 其中袁65岁及以
上人口为 19064万人袁 占总人
口的 13.50%袁接近 14%的深度
老龄化水平遥 野十三五冶期间袁
全国范围内老年人肇事事故尧
事故伤亡人数均呈上升趋势袁
老年人年均肇事交通事故
14860 起袁同比野十二五冶年均
上升 163.2%曰老年人因交通事
故年均 21017人死亡尧48402人
受伤袁同比野十二五冶年均分别
上升 62.5%和 74.3遥 交通事故

会给老年人自身带来伤害袁给
家庭带来沉重的经济负担和照
护负担袁 在当今社会老龄化加
速的现状下袁 预防和降低老年
人交通事故伤害是一个亟须解
决的社会性问题遥
海南交警提示院 老年人步

行过街时一定走过街设施袁并
遵守交通信号袁 切勿随意横穿
马路曰 城市内单独远程出行尽
量搭乘公交袁 如身体情况不适
要避免骑乘电动自行车尧 摩托
车尧 三轮车曰 其他驾驶人要关
注尧礼让道路上行走的老年人袁
做到减速尧文明礼让曰子女要多
关心关注老年人出行袁 宣传交
通安全法规常识袁 劝导老年人
不要违法驾驶尧过马路等遥

商报全媒体讯渊椰网/海拔手机端记者陈勇合冤 10月 14日袁国际旅游
岛商报记者从海南省交警总队获悉袁2020年 10月 1日至 2021年 9月 30
日袁全省发生造成 60岁以上当事人死亡事故 216起袁致 220名 60岁以上
老人死亡袁占比分别是 32.1%和 31.3%袁呈逐年上升趋势遥

台风天海口一小区
住户窗户被风吹落

商报全媒体讯 (椰网/
海拔手机端记者 李兴民
摄影报道 ) 10 月 13 日上
午袁有网友转发视频称袁由
于受强台风野圆规冶影响袁
海口保利中央海岸一期小
区 8栋一住户家窗户掉落
重重砸在地面袁 所幸没有
砸中人员和车辆遥 10月 14
日袁 国际旅游岛商报记者
就此进行了采访遥

当天袁 记者来到海口
保利中央海岸一期小区袁
就高空坠物一事采访了
保利中央海岸客服中心
相关负责人丁先生遥 他告
诉记者袁由于小区靠近海
边袁 当时风力强度大袁而
窗户掉落的这户业主家
没人袁且当时窗户处于敞
开状态袁 大风来回吹袁导
致窗户铰链结构受破坏袁
所以整块窗户掉落下来袁
野所幸没有砸到车辆和行

人冶丁先生说遥
丁先生还说袁 在台风

来临前三天袁 他们物业服
务人员就通过小区公共告
示栏尧 各个楼道业主群发
布了台风预警通知袁 提醒
业主关好门窗遥 在台风来
临前袁还再次进行了提示遥
事情发生后袁 他们对小区
进行了全方位地毯式的安
全隐患排查遥

14 日下午袁记者在该
小区进行了走访遥多位业
主告诉记者袁他们通过新
闻才得知一住户家窗户
掉落的事情袁如今物业人
员已经对各家各户的安
全隐患进行了排查遥

记者还了解到袁 该小
区也有很多高层住户的高
空安全意识较强袁 除了不
放置重物袁还会对窗户尧空
调外挂机等悬挂物进行定
期检查袁做到防患于未然遥

一年内

危险

商报全媒体讯渊椰网/海拔手机端记
者 吴英艳冤10月 13日袁内蒙古二连浩特
市汇通物流园区内 1名闭环管理从业人
员核酸检测呈阳性遥 为做好秋冬季新冠
肺炎疫情防控工作袁 海口市疾控中心再
次提醒广大市民和游客院
对 14天内有二连浩特市旅居史来

渊返冤 海口的人员需凭 48 小时内两次
渊间隔 24 小时冤 核酸检测阴性证明通
行袁并做好入琼后的 14天健康监测遥 仅
持有 1次核酸检测阴性证明的袁抵海口
后在口岸进行第 2次核酸检测袁居家等
待结果曰未持有核酸检测证明的袁抵海
口后在口岸进行 1次核酸检测袁居家等
待结果袁个人做好健康管理袁1天后自行
前往采样点开展第 2次检测袁居家等待
结果遥

9月 29日渊含冤以来有二连浩特市旅
居史的入琼人员袁 尤其是与确诊病例有
过接触史或活动轨迹有交集尧 重合的人
员袁请做好个人防护袁主动向居住地所在
社区尧居渊村冤委会报告袁联系开展 1次核
酸检测尧居家健康监测等健康管理工作袁
间隔 24小时后做好个人防护袁自行前往
采样点再次开展 1次核酸检测遥
请市民和游客持续关注我省对于国

内中尧 高风险地区和涉疫区的最新疫情

防控政策调整信息遥 建议近期非必要不
要前往有疫情发生的地市袁确需前往的袁
请务必提前向所在社区渊村冤和工作单位
报备袁做好个人防护袁并遵守当地防疫规
定曰返回时提前 12小时向居住地所在社
区尧居渊村冤委会报告袁并按海口市管控要
求落实相关疫情防控措施遥 其他外地旅
游尧出差返琼人员袁建议返回海口后主动
开展 1次核酸检测袁 并进行自我健康监
测 14天遥
继续坚持科学佩戴口罩尧勤洗手尧常

通风尧文明用餐尧注意咳嗽礼仪等良好的
卫生习惯袁 尽量避免参加非必要的聚集
性活动袁有序维护安全社交距离袁进出公
共场所配合做好体温测量尧 健康码查验
等工作袁并减少在密闭场所的逗留时间遥
接种新冠病毒疫苗是预防新冠肺炎

最经济尧最有效的手段袁也是每一位公民
应尽的责任和义务袁 请符合接种条件的
市民尽快前往定点接种门诊接种疫苗袁
共同筑牢海口市免疫屏障遥
如有出现发热尧干咳尧乏力尧咽痛尧嗅

渊味冤觉减退尧腹泻等不适症状时袁请立
即前往就近的医疗机构发热门诊就诊
排查袁如实告知医生流行病学史袁就医
途中全程佩戴口罩袁并避免乘坐公共交
通工具遥

海口市疾控中心发布疫情防控提醒

这类入琼人员请主动报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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