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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勤人员打开一看
里面没有证却有 200 块钱！
警方严

厉处罚

新闻﹃动﹄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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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98 东线高速三亚往海口方向

“

本 报 讯 昨 日 ，琼 海
市公安局交管大队执勤
人员在开展执勤工作中，
处罚一名驾驶机动车超载并试图通
过塞钱逃避违法处罚的驾驶人。
记者 廖自如
通讯员 王敬雄 马灿媚 文/图

雨天路滑，
两货车弯道失控

冲出高速栽入深沟翻车
试图
“塞钱
塞钱”
”逃避处罚的男子

昨日上午 9 时 20 分许，琼海市公安局交管
大队执勤人员巡逻至爱华东路某酒吧处时，发现
一辆满载货物的车牌号为琼 A1B×××轻型仓
栅式货车缓缓地驶来。根据工作经验，执勤人员
推测该车涉嫌超载的可能性较大，遂示意驾驶人
付某靠边停车接受检查。
面对检查，付某支支吾吾，问东答西，就是
不肯出示相关证件。在执勤人员严厉的执法告
知下，付某这才慢吞吞地拿出了驾驶证、行驶
证。执勤人员打开驾驶证一看，发现只是个外
壳，里面放着的不是相关证件而是 200 元现金。
执勤人员对付某塞钱逃避处罚的行为
进行了严厉批

评教育，
将 200 元归还给他，要求其配合检查。
付某见求情不成，竟趁执勤人员忙着取证
不 注 意 时 ，欲 偷 偷 将 200 元 塞 进 执 勤 人 员 口
袋。执勤人员发现后立即责令其停止此行为。
执勤人员对货车过磅查验，结果显示该车超载
100%以上。随后，付某称忘带驾驶证，并主动
报出身份证号码配合检查。执勤人员本以为
付某有所悔改，谁知查询公安网后发现，付某
报的居然是其妻子的身份信息。
随即，执勤人员依据《道路交通安全法》
相关规定，对驾驶人付某驾驶货运机动车载
物超过核定载质量 100%以上的违法行为处
以罚款 2000 元、驾驶证记 6 分、暂扣驾驶证
6 个月并扣留机动车的处罚。

事故致一人死亡一人受伤
□记者 徐一凡
本报讯 昨日 13 时 45
分许，G98 环岛高速公路
三亚往海口方向驶出大茅
隧道约 1 千米处发生一起
车祸，两辆货车冲出高速

公路栽入深沟，造成一人
死亡，一人腿部受伤。事
发后，交警和消防人员赶
至现场展开救援。据现场
初查，事故是由于雨天路
滑两辆货车在弯道路段冲
出高速公路后翻车。记者

从三亚交警部门获悉，因
道路救援工作需要，G98
高速迎宾互通往林旺互通
方向从昨日 18 时始进行
交通管制，当天 21 时许解
除管制。目前，事故原因
仍在进一步调查中。

小车半路故障熄火 交警帮忙推车
本报讯 11 月 10 日 18
时许，
琼海市公安局交管大
队执勤人员巡逻至皇家骑
士路口处时，
发现一辆车牌
号为琼 C1C6 ××的白色

轿车突发故障停在路边，
无
法启动。执勤人员一人负
责提醒过往车辆注意避让，
另一人帮助车主将车往路
边推移。经过共同努力，
顺

利将故障车推到安全路段
等待维修人员过来处理。
故障车车主连声致谢。
记者 廖自如
通讯员 王敬雄 马灿媚

云南三七 西洋参 天麻 铁皮石斛 鹿茸 燕窝 4 折产地直销

买文山三七、
买文山三七
、西洋参到报社直销会
优质西洋参 每克低至 1 元
买 5 斤送 1 斤 买 3 斤送半斤 免费切片/打粉
西洋参和“参”字沾边，许多人把西洋参 了品质保障外，价格更是最低 1 元/克，真
归结为大补燥热品，其实这一认知是错误 正做到让“老百姓吃得起物美价廉正品进
的。西洋参具有滋阴补气，宁神益智及清 口西洋参”。
热生津，降火消暑的双重作用。古语云：
“西洋参性凉而补，凡欲用人参而不受人参
之温者皆可用之”。故补而不燥是西洋参的
特别之处。
本次滋补养生节活动由组委会专派采
办人员直赴原产地精心挑选，严格品质把
控合格后，直接空运到活动现场，省去了
中间不必要的流通环节，让利消费者。除

黑玛卡 仅售 298 元/斤
玛卡是特别珍稀的纯天然植物，独特的生长环境
造就了玛卡珍贵的医用价值。
它不仅含有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芥子油苷、生物碱
等，其特有的玛咖烯、玛咖酰胺具有填补肾精、恢复肾
气，改善肾虚的作用。玛咖是阴阳同补的纯天然植物
保健品。

昭通天麻 仅售 0.9 元/克
天麻为多年生草本植物，分布于全国大部分
地区。尤以云南昭通品质最佳。天麻是一种常见
的名贵中药材，可以说治头痛首选就是天麻，其主
要的作用就是祛风湿，同时止痛以及活血的作用
也不错，另外服用之后还能辅助降低血压。

每天一勺三七粉
补出大健康

文山直达海口 品质有保障 精品三七放心买

云南文山三七有“金不换”、
“南国神草”
等美称。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记载：”三
七能治一切血症“。清朝药学著作《本草纲
目拾遗》记载：”人参补气第一、三七补血第
一“。现代医学研究表明，三七含有皂苷、三
七素、三七多糖、氨基酸等多种成分，对血液
系统、心脑血管系统、中枢神经系统等疾病
都具有独特的保健作用，是不可多得的名贵
药材。

文山三七

三七对心脑血管具有很好的保护作用，有“血管
清道夫”的美名，但是只有优质的真品三七才有这样
的效果。掺杂掺假、以假充真、腐烂变质、染色增
重，甚至使用对人体有害的工业滑石粉、石蜡添加剂
“抛光和打磨”等方式加工的三七，会对人的身体健康
造成危害。
报社直销会从云南文山三七种植基地带来品种齐
全、质量有保证的文山三七”直达海口”，自然本色、手
工水洗、营养充足、品质上乘，不打磨、不打蜡，吃真
三七，买好三七就到报社直销会。

低至 269 元/斤 买 5 斤送 1 斤

三七滋补养生理想选择
不打磨、不打蜡、
现场免费打磨超细粉
三七+西洋参+铁皮石斛三者
按 2:2:1 的比例混合打粉服用效果更佳！

免费领取通知：今天凭此报到滋补养生节活动现场的前20名顾客，将免费领取价值
298元桃胶一袋，上午11点前发放，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活动时间：11月14日（周二）至19日（周日）
活动地址：龙昆南路与红城湖路交叉口，汇隆广 场3单元4楼（海南特区报社）
乘车路线：10
10路
路、、18
18路
路、19
19路
路、20
20路
路、21
21路
路、 42
42路
路、49
49路
路、64
64路
路、76
76路
路、89
89路
路、94
94路
路
（海南省妇幼保健院站下车）

订购电话：
0898-

666602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