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商报全媒体讯 渊椰网/海拔新闻记
者 唐伟杰冤存在侥幸心理袁澄迈仁兴镇
的李某遭遇刷单返利类诈骗袁 被骗金额
高达 11万余元遥
据了解袁李某因疫情待业在家袁在刷

视频时收到陌生短信袁 称可以带她赚钱
并要求她下载一个名叫野乐信冶的软件遥
该客服添加了李某的交友账号袁 要求其
每天做任务袁 任务的内容为关注微信公
众号并给其 6元佣金遥
在李某做了两天任务之后该野客服冶

称另一个软件佣金更多袁 名为 野卡牛科
技冶袁李某下载了此软件并在上面开始做
任务袁任务内容为跟野客服冶充值抢单后

收单袁 之后钱会自动返回到绑定的银行
卡上袁会有 12元的佣金遥
李某做了一天任务之后袁第二天野客

服冶 称 27号为会员日有机会抢到大单袁
李某随即充值 600元抢单袁 但平台一直
没返钱给李某袁 其平台上显示李某任务
值负了七千多袁 需把任务值的钱充平后
钱即可到账袁 李某充值 10000元后钱未
到账袁野客服冶解释李某等级太低袁必须再
充值 10万元才可升到最高级别遥

随后李某再次充值 10 万元袁野客
服冶却称李某操作失误袁再充值 10万元
即可全部返还袁 李某意识到不对劲袁立
即报警遥

商报全媒体讯 渊椰网/海拔新闻记
者 李兴民 通讯员 莫丽花冤 9 月 11 日
晚袁在海南高速公路上袁一辆小轿车撞上
挖掘机袁致一人死亡遥

9月 11日 21时 40分袁乐东消防救
援大队指挥中心接到群众报警院 位于千
家高速往乐东方向袁 一辆小轿车撞上挖
掘机袁小轿车司机被困驾驶室遥指挥中心
立即调派抱由站出动 2辆消防车尧11名

消防救援人员赶赴现场处置袁 途中联系
交警尧120部门到场协同处置遥

22时 04分袁 消防救援人员到达事
故现场经侦查后袁 立即展开紧急救援遥
22时 10分袁 被困人员从驾驶室被救出袁
经到场医生判定袁 小轿车司机已无生命
体征遥

22时 15分袁 消防救援人员将现场
移交交警尧120部门处置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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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袁是什么原因使得江博路停放着
这么多的车辆袁却无人管理呢钥 该路边为
何成为市民口中野交警不会贴罚单冶的情
况呢钥 对此袁记者联系并采访了海口交警
支队琼山大队袁 该大队相关工作人员表
示袁江博路属于小区内部路段袁目前无法
进行管理袁交警部门近期也时常接到该路
段的投诉袁但由于不属于交警部门管理的
路段袁所以无法出警处理遥
随后袁记者也联系了江博路旁翡翠水

城小区的物业公司袁 据物业工作人员解
释袁江博路也不属于小区的管理范畴遥野目
前我们小区内车位充足袁有业主在江博路
上停放车辆袁 我们也无法管理和干涉袁这
条路可能是市政部门统一管理的遥 冶
带着问题袁记者又咨询了海口市市政

管理局遥 市政管理局回复表示袁在其管养
的道路目录里袁并没有江博路袁并且也不
清楚江博路是哪个部门在进行管理遥
一条市民时常出入的路段袁 地名尧标

识都已经设立袁但目前却处于野无人管理冶
状态袁市民出行受困问题仍然悬而未决遥

对此袁9月 12日袁记者再次来到江博
路进行走访袁私家车停放现象仍然未得到
有效解决遥 随后袁记者从江博路旁的滨江
世纪佳城小区物业公司了解到袁该路段属
于市政道路袁但尚属于开发商的产权遥野该
道路为市政道路袁但未移交袁现还属于开

发商联华地产的产权袁我们只是配合日常
打扫一下路段的卫生遥 此外袁我们同样也
接到很多业主投诉这条路袁 也很苦恼袁目
前也不知道怎么去管理遥 冶该物业公司一
名工作人员说遥
随后袁记者又咨询了开发商联华地产

工程部的相关负责人遥该负责人表示院野江
博路是政府规划的道路袁一直没有进行施
工袁是我们自己施工的遥 刚开始是由我们
自己在进行管理袁但因业主投诉耶该路段
为市政规划的道路袁开发商凭什么进行管
理爷之后袁我们也没法介入管理了遥 冶

记者来到了辖区海口市琼山区滨江
街道询问情况遥据滨江街道负责小区物业
管理的工作人员林书发表示院野该路段由
滨江街道管辖袁但路段完工后并未移交给
相关政府部门袁按照耶谁建设袁谁管理爷袁江
博路应该还是由开发商管理才对袁但倘若
开发商没有移交给物业袁物业也没法参与
管理遥 冶
一条临近学校尧数个居民小区的重要

辅路袁却因为大量的私家车停放而使得附
近的居民出行野困难重重冶袁但它却也在建
设好后没有主管单位管理袁沦为野无主之
路冶遥
那对于该路段后续情况如何袁国际旅

游岛商报记者将继续关注遥

海口江博路沦为“无主之路”？
私家车乱停放交通堵塞 居民出行难
相关部门尧企业均表示不属于管理范畴

商报全媒体讯 渊椰网/海拔新闻
记者 柯育超 实习记者 孙鑫 摄影报
道冤 交通是连接城市的重要纽带袁是
城市发展的主要动力袁但在交通文明
如此发达的今天袁却仍有不少的交通
违法行为出现遥 连日来袁不断有市民
向国际旅游岛商报记者反映袁称位于
海口市琼山区滨江路附近的江博路
路段袁有大量私家车停放袁一度造成
交通堵塞袁 使得附近居民出行受困袁
苦不堪言袁 希望有关部门能介入管
理袁还居民良好畅通的道路环境遥

为了解具体情况袁近日袁记者
来到了江博路进行走访遥 据了解袁
江博路西接椰博路袁东临滨江路袁
路段附近不乏学校尧小区等袁是比
较重要的一条辅路遥 在现场袁记者
注意到袁 江博路与椰博路交界处
摆放着一块警示牌袁写着野内部道
路袁严禁工程车辆尧罐车等大型车
辆通行袁违者罚款 1000元遥冶此外袁
路口处还树立着野禁止停车冶的标
识袁 然而与两块警示标识形成鲜

明对比的袁却是一排排整齐的野违
停车辆冶袁更讽刺的是袁部分车辆
还直接停放在禁停标识的旁边袁
违停的车辆几乎占满整条车道袁
部分车辆甚至停在了绿化带中遥
值得一提的是袁 道路的右侧虽施
划了停车位方格袁 但却与路口的
禁停标识不符曰 而原本路段上的
一处掉头口袁 由于被两辆私家车
野占领冶袁掉头口被封死袁想要掉头
的车辆不得不驶向更远处的掉头

口遥
在走访过程中袁不断有车辆从

江博路段通行袁记者注意到袁当路
边出现野停车位冶时袁若前车想停
进车位袁 后车就必须要保持安全
距离并停车等待袁 而部分车主在
通过该路段时袁 也是放慢车速缓
缓通行遥 此外袁还有几辆车由于长
时间停放袁 车身已经落满灰尘和
树叶袁几乎形成野僵尸车冶遥

随后袁 记者针对此现象进行
了走访袁不少市民对此反映强烈遥
野路口明明有禁止停放车辆的警
示标识袁 但还是有很多人停在路
边袁也没见有交警过来贴单袁可能
是大家停着都没被处罚过遥 冶蒋先
生告诉记者袁 他在这里开店已三
年多袁由于车辆的随意停放袁江博
路堵车现象时有发生遥 野车辆停在
路边袁两条车道就变成了一条袁有
些车辆想停个车或者掉个头就都
被堵住了袁 而且有些市民为了不

在小区内缴纳停车费袁 就把车都
停放在路边遥 冶蒋先生说遥

家住江博路附近的何女士对
此也颇有怨言袁 她表示院野这里常
年都是这样袁自从这条路通车后袁
就开始有车停放在路边了袁 大家
可能看到没有交警贴单袁 就都一
起停了袁久而久之袁也就形成了习
惯袁都认为江博路路边能停车袁而
且不会有交警贴罚单遥 冶何女士告
诉记者袁 江博路一到早高峰时段
或下班时间袁就很容易堵车遥 野每

次早上送小孩出门上学袁 这路边
又只有一条道能通行袁 短短的一
条路袁每次都要堵个三五分钟袁希
望有关部门能够管一下遥 冶

走访中袁也有市民表示了野中
立冶 的想法院野现在家庭基本都有
一辆车袁小区车位少袁很多业主都
停放在路边袁这也是无奈之举袁但
停归停袁不拥堵路段就可以遥 我觉
得只要相关部门能规划一下袁应
该还是可以缓解一下堵车和停车
的双重问题遥 冶

在整治中袁 海口公安交警坚持处罚
与教育相结合的执法原则袁 对符合现场
处罚的交通违法行为人实施交通安全学
法教育遥 9月 11日 17时许袁海口公安交
警在各个执勤点设立现场学法教育区
域袁印制野学法教育流程冶易拉宝图示袁积
极开展违法行为人现场学法教育活动遥
在执勤交警的指导下袁 违法行为人通过
图示扫描下载 野交管 12123冶APP尧野椰城
交警冶微信公众号袁点击野办事大厅冶尧野学
法教育冶板块袁任选一个野电动自行车警
示案例冶类视频完整观看后袁进入野学习
考试冶环节袁从题库中随机抽取 10 道题
进行作答袁经考试合格尧现场查验后袁执
勤民警开具法律文书袁 处以警告或罚款
的处罚遥

电动自行车违法行为人通过观看警
示教育视频袁参加交通安全知识考试袁不
仅起到宣传警示作用袁吸取教训袁还可有
效提升个人交通安全意识遥 广大市民对
此种处罚与教育相结合的人性化执法模
式纷纷点赞不已遥
海口公安交警提示广大电动自行车

驾驶人袁驾驶电动自行车上路行驶应按
规定悬挂号牌袁驾乘人员须规范佩戴安
全头盔并系扣牢固袁 严禁饮酒驾驶尧闯
红灯尧逆行尧非法改装尧占用机动车道行
驶尧搭载超员尧超限载物尧乱停放等违法
行为遥 时刻谨记交通规则袁确保安全文明
出行遥

海口整治电动自行车交通违法行为

3天查处违法行为 12932起

海南高速上

轿车追尾挖掘机，一人死亡

商报全媒体讯 渊椰网/海拔新闻记
者 陈勇合 通讯员 林馨 陈世清冤 自 9
月 9日以来袁 海口公安多警种联动重
拳整治电动自行车交通违法行为遥 据
统计袁截至 9 月 11 日袁共计查处电动
自行车各类交通违法行为 12932起遥

她以为刷单返利能赚点钱
却遭遇诈骗被骗 11万余元

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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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停”标识成了摆设走访

市民 希望能够规范管理

几个部门打“太极”联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