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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椰城警民通”
APP 上线，提供 5 大类 130 项
“掌上服务”

报警 举报 咨询
动动手指全搞定
□记者 畅凯 文/图

海南新闻

@海口司机

6 路段增设

交通违法抓拍设备
本报讯 记者从海口市公安局交警支队获悉，近期，海口市公安局交
警支队新设 3 套抓拍机动车乱用远光灯、3 套抓拍机动车不礼让行人设
备。这 6 套自动抓拍设备于 2017 年 10 月 10 日起正式启用。交警提示，
违
法使用远光灯罚款100 元，
记1分；
机动车不礼让行人罚款100 元，
记3分。
特约记者 陈世清 通讯员 林馨 记者 张野

远光灯抓拍设备点位

不礼让行人抓拍设备点位

龙昆南道客天桥（南向北）
南海大道与华庭路人行过街
滨海大道与丘海大道交叉口（西向东） 滨海大道与和谐路人行过街
国贸路与国贸一横路（北向南）
南沙路龙华公安分局路段人行过街

本报讯 昨日上午，海口市公安局举行“椰城警民通”
APP 上线新闻发布会，海口公安“网上服务大厅”正式开通，
为群众提供 5 大类 130 项
“掌上服务”。
据了解，目前该 APP 可提供服务大厅、服务网点、警民
互动、一键举报、个人中心 5 大类 130 项“掌上服务”，其中有
70 项公安业务可网上资料预审，70 项可窗口预约，95 项公安
业务可提供业务指南。市民只需在手机上下载“椰城警民
通”APP 应用软件，就可以办理相关业务，并可通过该 APP
向公安机关监督建言，进行举报、投诉、建议等。值得
一提的是，目前该 APP 只支持安卓系统安装，适用于
ios 系统的版本将于近期推出，同时还计划开发微信公
众号、小程序等多个入口，
方便市民使用。
APP 中“服务大厅”提供了户政、治安、出入境、交
管四大类共 130 多项事务的办理指南，群众可以进行
在线咨询。针对户政 70 多类事项，各区办证中心提
供了网上预审、预约的业务，群众可以网上提交办理
人信息，相关办理材料。预约服务还提供了在线预
约办理机构、办理日期和办理时段。
“一键报警”一方
面是针对各类刑事案件、治安案件、逃犯线索、涉恐
线索和消防隐患的举报，另一方面也可将自身状况
及所处位置一键发送给警方。
据介绍，
“椰城警民通”APP 是继今年 3 月“海
口公安交警”APP 上线后市公安局又推出的一款
功能更强大、覆盖面更广的移动终端应用软件，充
分运用大数据技术，整合各警种、各部门的互联网
政务服务平台，实现了“一键通办”，为群众提供更
加方便快捷的业务办理指南和业务预受理服务。

海口车管所考场设备调试

科目二科目三暂停考试
□记者 张野

段，目前仍不能投入使用，具体恢复
考试时间尚未确定。科目一考试可
本报讯 2017 年 10 月 1 日《驾
以正常进行。
驶人考试内容与方法》
（GA 1026）
改造完成后，海口科目二考场
等 10 项行业标准正式实施，为了适
将增加一个小车考试区，届时海口
应新的考试内容，海口市公安局交
公安交警设有 2 个小车区和 1 个大
警支队从 10 月 1 日起开始对科目
车区，
具体如下：
二考试系统、科目三路考考试系统、
1.小车雪铁龙区（原小车区），
配
考试车辆和考试场地进行升级改
备 19 辆考试车，其中 C1 考试车 17
造。其中，科目三路考考场预计 10
辆，C2 考试车 2 辆；2.小车赛拉图区
月 8 日前完成改造，科目二考场预 （新增小车区），配备 9 辆考试车，其
计 10 月 15 日前完成改造。在此期
中 C1 考试车 8 辆，
C2 考试车 1 辆；
3.
间，相关考试将暂停。目前，科目二
大车区，配备 5 辆考试车，其中 A1、
和科目三相关设备开始进入调试阶
A3共用考试车2辆，
B2考试车3辆。

坚持党建引领，
发挥党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

海口琼山飞鹰大队战果斐然
国庆假期没玩够，
眼看第二天就要上课

这俩熊孩子居然失联 2 天
偷偷跑同学家玩去了！
三亚警方 3 小时帮忙找回
□记者 徐一凡
本报讯 10 月 10 日下午，三亚市公安局
天涯分局育才派出所接到盘女士报警求助，
称其在育才某中学上初二的儿子盆某强（男，
14 岁）10 月 8 日下午返校后，已失联两天，家
人四处寻找未果，
十分焦急。
接警后，民警向家长了解了盆某强的体
貌特征、近况后，前往其所在的学校了解在校
生活、学习近况。据了解，10 月 8 日晚上，有
学生在立才农场某蛋糕店看到盆某强与同校
同学卢某新（男，15 岁）在一起。于是，民警
来到卢某新家，发现卢某新也失联了两天。
民警迅速展开调查，在学校附近、网吧、沿路

“

商铺、小卖店、就餐点等场所寻找，3 个小时
后，
终于在路边发现卢某新和盆某强。
民警询问离家原因，两人的回答令人哭
笑不得。原来，两人在国庆期间玩得不够尽
兴，眼看假期即将结束，第二天就要上课，便
萌生了离校出走的念头，一起到南塔村卢某
新的另一同学家中玩两天。
目前，在民警的开导教育下，盆某强与
卢某新已返回学校。
警方提醒，未成年人出门要提前告知父
母自己的去处，而作为孩子的父母，也需时刻
掌握孩子的去向，平常要和孩子沟通，做好对
孩子的思想教育工作，如若发生此类情况应
第一时间向警方报警求助。

多次超标准公款吃喝，违规使用公款报销个人费用

秀英区卫生局副局长黎红娇被处分
本报讯 海口市秀英区纪委日前对区卫生
局党组成员、
副局长黎红娇违纪问题进行立案
审查。经查，
黎红娇多次超标准公款吃喝，
违规

使用公款报销应由个人支付的费用。经秀英区
纪委常委会会议审议，
决定给予黎红娇党内警
告处分。 通讯员 李海 陈国怀 记者 刘泽飞

多次违规私车公养、公车私用

琼山区农林服务中心副主任王威被撤职
本报讯 日前，
海口市琼山区纪委对区农林
服务中心副主任王威违纪问题进行了立案审
查。经查，
王威多次违规私车公养、
公车私用。

经琼山区纪委常委会会议和区监察局局长办公
会议审议，决定给予王威撤销党内职务、行政
撤职处分。
通讯员 黄裕胜 记者 刘泽飞

本报讯 记者昨日从琼山区获悉，
国庆中秋
“双节”
期间，
海口市公安局琼山分局
飞鹰大队全体队员坚守岗位，
8 天抓获 17 名违法犯罪嫌疑人，
保护了辖区治安稳定。
据悉，
飞鹰大队始终坚持党建引领，
发挥党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
在党的十九大代表、
飞鹰大队大队长、
党支部书记冯晖的带领下创造了辉煌。 记者 钟起的 通讯员 林颖

连战连捷 飞鹰打掉一盗窃团伙

10 月 9 日上午，飞鹰大队接到群众举报：中
山南路水果市场路段，一夜间 3 辆电动车被盗。
琼山公安分局领导高度重视，要求飞鹰大队尽快
破案。
接报后，飞鹰队员走访群众，调取监控，发现
当天凌晨被盗 3 辆电动车，均是 3 名年轻男子所
为。根据掌握的线索，飞鹰大队有针对性地开展
工作。12 时许，走访的队员在山高村 190 号蓝

党建引领

天公寓内的停车场发现 2 辆被盗电动车。副大
队长潘在立立即带领队员冒雨蹲守，4 个小时后
抓获 3 名盗窃嫌疑人。
飞鹰大队大队长冯晖介绍，在国庆、中秋“双
节”期间，队员们均放弃休息时间，8 天抓获违法
犯罪嫌疑人 17 名，其中两抢嫌疑人 5 名，盗窃嫌
疑人 9 名、贩毒嫌疑人 2 名、吸毒人员 2 名等，确
保了辖区节日平安。

发挥党支部战斗堡垒作用

飞鹰大队是 2007 年 9 月成立的便衣警察大
结合，根据工作实际，有针对性上党课；党支部书
队。2008 年 9 月，冯晖调任飞鹰大队。
“飞鹰，就
记冯晖经常找队员谈心，及时纠正不良苗头，保
意味着我们时时刻刻都要像鹰一样勇、猛、快。” 证队员不违法违纪；积极组织学习身边英雄，让
冯晖说，
“飞鹰”代表着澎湃的激情，高昂的斗志， 党员带队员发挥正能量；根据实际制定日常工作
不怕苦、不怕累，乐于奉献。
管理制度，领导带头遵守；严格按照“三会一课”
据悉，飞鹰始终坚持党建引领，发挥党支部
要求，认真落实党员组织生活制度，保证
“两学一
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2007
做”常态化。党支部还与府城街道建立党建联建
年，经分局党委批准，飞鹰大队成立了临时党支
关系，为飞鹰大队及时发现案件线索、及时制止
部。经过 10 年发展，党员人数由最初的 6 名增
犯罪和平安府城建设奠定坚实基础，努力实现
加到现在的 22 名。大队党支部将党课和谈心相 “共驻、共享、共建、共赢”的联建目标。

先锋模范 一位党员就是一面旗帜
一位党员就是一面旗帜。10 年来，
飞鹰大队
涌现出了大量英雄事迹和模范人物，
大队集体和队
员个人获得大量荣誉称号。大队获得13次先进集
体荣誉称号，
队员获得162 项优秀个人称号。
飞鹰大队党支部以身边英雄、先进典型来
鼓舞引领每个队员，在全队自上而下开展“学英
雄”活动，队员们斗志昂扬，不忘初心、执着坚
守，先后涌现出了全国见义勇为英雄司机、省见
义勇为先进个人、省道德模范、市道德模范、市
最佳辅警陈明旭；海口市见义勇为先进个人刘
少营；海口见义勇为积极分子胡献佳、吴乾宁、
孔令旺、庄多良、郑经露、韦长弟、吴挺尊等 30

名队员。党支部书记、队长冯晖先后被授予“全
国优秀人民警察”、
“ 中国十大正义人物”、
“感
动海南十大新闻人物”等荣誉称号，并被选举为
党的十九大代表。
据悉，飞鹰大队成立以来至今年 9 月底，共
破获各类案件 9243 起，抓获违法犯罪嫌疑人
16557 名，缴获各类枪支 62 多支，管制刀具 5075
多把。特别是群众反映强烈的
“两抢”案件，琼山
辖区由 2007 年日均 20 多起下降到现在日均 0.2
起。
“两抢”案件得到了有效遏制，治安案件大幅
下降，琼山的社会治安发生巨大转变，居民安全
感大大提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