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商报全媒体讯渊椰网/海拔新闻记
者 黄桂风 通讯员 赵刚冤近日袁儋州市
人民法院执行局依法采取司法拘留强
制措施袁 促使一起买卖合同纠纷案成
功达成和解遥

野法官袁被执行人报警了袁110 现
在已经到达现场袁 你们还要多久能
到钥 冶11月 15日上午袁申请执行人蔡
某某拨通承办法官电话袁 称正在某洗
衣厂内和姚某某追债袁 因姚某某要骑
车离开袁他便拦住姚某某袁姚某某遂报
警遥 承办法官立即请示调派警力前往
现场遥刚出发袁申请执行人又打电话告
知 110民警已经到场遥 承办法官遂通
过电话联系现场民警袁 要求民警予以
现场协助控制姚某某遥随后袁承办法官
与法警赶到现场袁110民警将被执行
人姚某某移交给法院遥

拘留到案后袁被执行人仍拒绝还
钱袁在承办法官的严厉释法析理下袁姚
某某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袁 最终双
方各让一步袁 签订了分期还款的执行
和解协议袁本案纠纷得以化解遥

商报全媒体讯渊椰网/海拔新闻记
者 牛志远冤近日袁为帮助广大消费者
增强对电信网络诈骗的安全防范意
识袁 最大限度预防和减少电信网络诈
骗案件的发生袁 海南银保监局提醒广
大消费者院

一尧下载野国家反诈中心冶APP袁提
前预警尧 事前预防遥 野国家反诈中心冶
APP是公安部于 2021年推出的一款集
预警劝阻尧风险核验尧我要举报尧宣传防
范等多种功能为一体的官方 APP遥
二尧勿以任何名义向陌生人转账袁

提高警惕尧多方求证遥监管部门不会对
个人某个具体事务有要求转账的行
为袁任何以野虚拟账户冶野监管账户冶为
名义的交易均为骗局袁 消费者可及时
拨打海南银保监局官方举报咨询电话
0898-68563123咨询求证遥

三尧通过正规渠道申请维权袁识破
骗局尧保护财产遥 切勿轻信任何野先转账
再维权冶等诈骗套路遥如已遭遇电信网络
诈骗袁应及时向公安机关报案遥

11月 23日 18时左右袁 阿威带着
三岁的儿子逛完商场超市后袁 便来到
友谊阳光城 6楼一家餐厅吃晚饭袁后
看到野莲冶寿司店门口有小孩玩的玩具
时袁便陪着儿子在餐厅门口玩耍袁当时
阿威看到店门口有一个共享充电宝设
备袁就顺手扫了一个充电宝袁离开时袁
将随身背的旅行包落在了店门口的两
个椅子中间遥 阿威称他把孩子送回家
就和朋友喝酒去了袁 而随身背的旅行
包忘得一干二净袁重要的是袁包里还装
着 23万元现金遥

24日下午袁 阿威在接受记者采访
时说袁一个月前他在海口一家车行订
了一辆价格 20多万元的车袁 因为提
不到车袁23 日下午他就取了 23 万元
现金袁计划着第二天到车行的时候直
接把钱交上袁 催促车行尽快给他提
车遥 野我想我把现金给你送过去袁看

你车行有没有压力 袁 能不能快点给
我提车遥 冶阿威说取了钱后逛商场时
自己一直护着包袁没想到用手机扫充
电宝时把包放在野莲冶寿司店门口椅子
上就忘记了袁 带着孩子回家后也一点
都没有察觉遥

23日 23时 20分左右袁 阿威与朋
友喝酒正在兴头上袁 突然接到陌生电
话袁显示号码为海口金贸派出所袁阿威
以为是诈骗电话一直没有理会遥

野我潜意识里就觉得包在车里袁没
想到派出所的警察比我丢东西的人还
着急遥 冶阿威说袁由于前面的电话未接袁
派出所民警又拨打了他另一电话袁接
电话后袁 民警再三催促让他到车里查
看包到底还在不在钥 此时袁妻子也打来
电话问他是不是丢了包袁 喝得晕晕乎
乎的阿威这才确认袁其装有 23万元现
金的包真的丢了遥 野民警着急寻找失

主袁也给我老婆打电话核实情况袁我这
才意识到不妙袁当时头就冒汗了袁酒也
顾不得喝了遥 冶阿威赶紧叫了代驾赶到
海口金贸派出所袁 经过提供证件以及
取款证明材料后袁民警告诉他袁装有 23
万元的包是友谊阳光城 6楼的野莲冶寿
司店工作人员捡到并送到派出所的遥

野半夜我从民警手里拿回自己的包
时袁真是又惊又喜袁这么多现金失而复
得真不敢相信遥 冶阿威为表示对友谊阳
光城的感谢袁 一大早起来就去订制了
一面写有野拾金不昧冶的锦旗送给了商
场袁 还准备了 2万元现金给捡到包的
服务员袁但被其婉拒了遥
友谊阳光城 6楼野莲冶回卷寿司店

负责人表示袁 公司会给当事服务员适
当奖励的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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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口一男子深夜接到警察蜀黍电话袁才知道包丢失了要要要

包里有23万元现金！如数归还！
商报全媒体讯渊椰网/海拔新闻记者 李兴民 摄影报道冤11月 24日下午袁海口友谊阳

光城的工作人员收到海口居民阿威渊化名冤送的一面写有野拾金不昧冶的锦旗袁原来是该
商场 6楼的野莲冶寿司日料餐厅的服务员意外发现门口有一个客人遗忘的包袁就主动报
告给店长袁再由店长报告给了海口友谊阳光城的主管袁可是他们等了 2个多小时袁失主
却迟迟未上门寻找遥 随后袁经主管和店长以及服务员的共同见证下袁将装有 23万元现金
和失主驾驶证的包一起交给了辖区金贸派出所遥

海南银保监局提醒院
防范电信网络诈骗

“老赖”被催债反报警
儋州法院：司法拘留

海南交警查获一批“酒驾球迷”
@广大球迷朋友袁电视好友美食啤酒可以有袁但酒后开车一定不能有

商报全媒体讯渊椰网/海拔新闻记者
陈勇合冤11月 24日袁国际旅游岛商报记
者从海南省公安厅交警总队获悉袁2022
年卡塔尔世界杯开赛以来袁海南交警查
获了一批野酒驾球迷冶遥

11月 21日 03时 13分袁三亚
交警机动大队在荔枝沟路某路段
开展酒驾醉驾整治行动时袁 依法
拦截一辆小型汽车袁 经现场呼气
式酒精测试仪检测袁 驾驶人洪某
现场酒精含量为 70mg/100ml袁涉
嫌饮酒后驾驶机动车遥

经核查袁 驾驶人洪某驾驶的
车辆属于预约出租客运车辆遥 执
勤交警将其带往第三方酒精毒物

检测机构进行抽血检验遥经检验袁
驾驶人洪某血液中酒精含量为
60mg/100ml袁 属于饮酒后驾驶营
运车遥
驾驶人洪某饮酒后驾驶营运

机动车袁 三亚交警根据相关规定
依法对其处以 15 日行政拘留尧
5000元罚款尧 吊销其机动车驾驶
证且 5年内不得重新取得机动车
驾驶证的处罚遥

为做好卡塔尔世界杯足球赛
期间道路交通安全管理工作袁11
月 21日凌晨袁 东方公安交警在
KTV尧酒吧尧烧烤城周边等重点路
段开展严查酒驾醉驾统一行动遥

零时 11分许袁执勤交警在东
方大道雷神酒吧路段开展整治
时袁 发现一辆普通二轮摩托车驾
驶人有酒后驾驶嫌疑袁 随即对其
进行酒精检测袁 经呼气式酒精检
测仪检测袁 结果显示为 50mg/
100ml袁属于饮酒后驾驶遥 并且驾
驶人未随车携带驾驶证遥

驾驶人陶某达表示袁 当晚和
朋友在家喝了一些酒袁结束后便
抱着侥幸心理送朋友回家 袁没
想到途中遇到查酒驾遥 面对交
警的交通安全教育袁驾驶人表示
将吸取教训袁 今后会自觉遵守交
通法规遥

依据相关规定袁 驾驶人陶某
达因饮酒后驾驶机动车尧 未随车
携带驾驶证 2 项交通违法行为袁
被东方公安交警处以罚款 2100
元尧驾驶证记 12分尧驾驶证暂扣 6
个月的处罚并暂扣车辆遥

11月 20日晚至 21日早上袁
海口公安交警在全市开展集中统
一查处酒醉驾专项整治行动遥 行
动中袁 交警在蓝天路和南宝路交
叉路口设卡执勤时袁 发现一辆小
型汽车的驾驶人涉嫌饮酒驾驶机
动车遥

经呼气式酒精检测袁 该车驾

驶人罗某现场酒精含量为 53mg/
100ml袁 涉嫌饮酒后驾驶机动车遥
依据相关规定袁 驾驶人罗某达因
饮酒后驾驶机动车的交通违法行
为袁 被海口公安交警处以罚款
2000元尧驾驶证记 12分尧驾驶证
暂扣 6个月的处罚遥

2022年 11月 23日袁 保亭公
安交警在新兴烧烤园路段开展酒
驾醉驾专项整治行动遥21时 33分
许袁 执勤交警依法拦停一辆轻便
二轮摩托车进行检查遥 经现场酒
精呼气式检测 袁 测试结果为
29mg/100ml袁 属饮酒后驾驶机动
车遥

在进一步核查中袁 交警发现
黄某持有准驾车型为 C1袁并非准
驾车型为 F的轻便二轮摩托车驾

驶证袁 属于驾驶与准驾车型不符
的机动车违法行为遥另外袁2020年
12月 22日袁黄某因饮酒后驾驶机
动车被保亭交警查获处罚袁 此次
是第二次饮酒驾驶遥目前袁案件正
在进一步办理中遥
海南交警提醒袁 广大球迷朋

友袁 电视可以有袁 三五好友可以
有袁美食啤酒可以有袁但酒后开车
一定不能有袁切记野开车不喝酒尧
喝酒不开车冶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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