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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吴英印）近日，三亚日报
社接到一封群众来信，来信者想借用《三亚日
报》一角，表达其对三亚市公安局天涯分局的
感激之情。同时，她也想通过此事，弘扬美丽
三亚的正能量。

落入圈套：45万元公款转给了骗子

给三亚市公安局天涯分局写感谢信的这
名群众名叫陈美丽（化名），今年 26 岁，系三
亚一建筑公司的出纳。据其介绍，2018 年 5
月 16 日，公司账上一笔 45 万元的公款到账
后，她喜极而泣，经历了 270 多个日夜的追悔
莫及、煎熬等待，这一刻，陈美丽心口压着的
大石终于落下。从此，她将告别恶梦，一心一
意地扑在工作上，以此感谢三亚警方付出的
努力，以及公司领导给她的一次机会。

“去年 8 月 1 日，对我来说，那是噩梦一般
的日子。不知什么时候，我被诈骗分子盯上
了……”陈美丽告诉三亚日报记者，她当时是
一名新入职的公司出纳，那天上午 9 时许，她
来公司上班后，发现其部门的财务经理因病
请假。正当她忙得一塌糊涂时，她的 QQ 上
突然显示“财务经理”点击她。因为她有财务
经理的 QQ 号，再加上这是工作中的常事，所
以她便问“财务经理”何事？不料，对方却给
她发了一张银行回执单的截图，同时在 QQ
上说公司老总转来一笔钱，问其这笔钱到账
否？她查询之后，发现没有钱入账，于是她在
QQ 上如实回复。或许发现她很老实，“财务
经理”便在 QQ 上让她把 45 万元转入这张银
行回执单的账号上。11 时许，她在未打电话
给财务经理确认的情况下，一下子把公司账
上的 45 万元转进了该银行回执单账号上。

回想起当天所发生的事情，陈美丽至今
仍然后怕。她说，当天下午 15 时许上班后，

“财务经理”又以同样的方式与她聊天，并发
来另外一张截图的银行回执单，同时让她把

130 万元转入该银行账号上。没多想，陈美丽
又把公司账上的 130 万元转入该银行账号。
幸运的是，由于该银行账号是私人账号，所以
这笔钱无法成功转入。

此时，公司的财务经理陈惜花（化名）发
现手机的一条转账信息不对劲后，立马赶来
公司查看。结果，发现有人冒充其 QQ 号诈
骗了公司 45 万元。“她当时只要打电话跟我
确认一下，就完全可以避免受骗上当！没想
到，她没有这么做，从而落入了骗子的圈套。”
陈惜花说。

追回公款：体会到人间大爱真善美

“在毫无防备下，通过冒充领导的 QQ 聊
天，转出了 45 万元巨额公款。当我察觉有异
后，惊怕万分，于是在同事的陪同下，匆忙赶
往辖区三亚市公安局天涯分局报案。”陈美丽
说，在天涯分局，民警一边耐心地安抚她的情
绪，一边细致地向她询问案情，同时让她争取
回忆出更多的细节。此外，民警迅速组织力
量，通知上报、分析案情，并及时通过往来的
银行线索冻结了第三方支付平台，避免扩大
损失。民警训练有素的处置，令她燃起了追
回 45 万元巨额公款的希望……

最终，在三亚市公安局刑警支队的大力支
持下，天涯分局刑警大队经过细致调查，锁定并
抓获了一嫌疑人。为此，以赵成良警官为首的
专案组不辞辛苦，8 次往返于琼粤两地，奔赴深
圳、湛江，联合当地警方进行追击，于 2018 年 5
月16日将全款45万元全部还至公司账户。

“情深似海，百姓本是衣食父母；血浓于
水，群众胜若手足兄弟。当我走出天涯区公
安局门口赫然看到这两对牌匾时，我深深地
体会到了这句话蕴含的力量。”陈美丽说，通
过这段经历，她知道三亚警方的责任心和使
命感，他们为群众排忧解难的热情与执着，让
她深深体会到了人间大爱的真善美。

本报讯（记者 吴英印 通讯员 罗佳）近
日，三亚一典当行因违法经营，被三亚市公安
局依法责令改正并罚款，典当行负责人李某
发被行政拘留并罚款。

5 月初，三亚市公安局治安支队接到报
案：三亚某汽车租赁公司车辆被出租后，嫌疑
人伪造典当手续，将车辆典当给临春河路一
巷的铂顺典当行。

由于涉嫌违法经营，民警随后依法将典
当行负责人李某发及工作人员李某珠传唤到
公安机关进行调查。

经查，市民吕先生将名下的一辆黑色轿
车交由三亚某汽车租赁有限公司用于出租，
随后该公司将车租给王某三。王某三租到该
车后，伪造吕先生的身份证及机动车登记本，
到铂顺典当行进行典当。由于按正规程序几
天后才可放款，王某三便询问李某发是否有
其他办法。经李某发询问当时不在三亚的店
员李某珠，决定以李某珠私人名义借款给王
某三从中赚取利息，并委托李某发办理手续。

据悉，李某发简单核实王某三的身份信
息及车辆信息后，收取抵押的黑色轿车，并签
订借条，放款 6 万元人民币，收取 3%利率。双
方办完手续后，工作人员将车辆停放至某酒
店地下停车场，直至租车公司工作人员发现
该车，与典当行工作人员一同到公安机关了
解情况后才得知一方被骗租，一方被骗借。

据警方介绍，由于铂顺典当公司在对黑
色轿车的操作过程是以李某珠个人名义进行
借款，故与该场所无关。民警随后对典当行
内现有的当物进行检查，发现摩托车 3 辆、电
动车 19 辆，通过核查车辆的典当手续及登记
记录，发现仅有 9 辆车的信息录入了典当信
息系统，其余 13 辆车均未登记录入，且这 22 辆
车的典当没有按规定报备辖区派出所。此外，
该典当行在核查客人身份信息和当物信息时
没有按其正常程序进行查验，只是使用客人提
供的证件通过肉眼进行核对，没有按规定到相
关部门进行核实，并不能真正查验其提供的信
息是否真实、当物的来源是否合法。

根据《典当业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三
亚公安局对三亚铂顺典当有限责任公司下达
责令改正通知书，并罚款 1000 元；根据《中华
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的相关规定，公
司负责人李某发（男，50 岁）被处以行政拘留
10 日并处罚款 1000 元。目前，警方正对王某
三骗租案件另案侦查。

三亚市公安局治安支队相关负责人表示，
全市典当业要引以为戒，务必按照相关法律规
定，认真做好对当户和当物的信息登记，熟练掌
握使用典当行治安管理信息系统，如实上传各
项信息，以备公安机关掌握查验。公安机关将
加大对典当行违法行为的处罚力度，对经营过
程中存在的违规违法行为，坚决从严处理。

本报讯（记者 黄珍）5 月 20 日
是第 28 个全国助残日，华侨城海
南投资有限公司、三亚心连心义
工社、三亚微尘之心义工社等单
位组织三亚 20 多位残障人士来到
鹿回头风景区，让他们感受家乡
的美景和变化，同时营造全社会
扶残助残的良好氛围。

来自吉阳区落笔村的蒲国荣
是一位肢体残疾人，由于腿脚不
便，他平常很少出门，这是他第一
次来到鹿回头风景区。“从鹿回头
山顶俯瞰，原来家乡这么美。”蒲
国荣自豪地说，他一路上山不仅
有志愿者搀扶，沿途还有不少游
客为他让道、送水喝，这也让他感
到温暖。

在山腰的一处乐器店，几位
残疾人正在志愿者的陪同下，坐
在木鼓前“咚咚咚”敲打着节拍，
分享快乐的时光。“鹿回头山上很
凉快，空气也格外清新，虽然我的
眼睛看不见，但是有志愿者在我
身边为我解说描述，我玩得很开
心。”一级视力残疾的王琼凤说。

不少残疾人表示，希望以后
多开展类似的活动，让更多残疾
人走出家门，参与集体活动。

当天，海南书画艺术网联合

主办单位开展“文化助残”活动，4
名书画家现场泼墨，为残障人士
赠送书法、国画等艺术纪念品，鼓

励他们自立自强，勇敢面对生活。
三亚鹿回头风景区是国家 4A

级旅游景区，在景区内处处可见

无障碍设施标牌，为残疾人出行
旅游提供便利。

据省媒 5 月 20 日报道，近
日，天气高温炎热，加上海口市
的菠萝和东方市的芒果出现价
低卖难问题，让一些果农感到

“焦心”。
正当果农“焦心”之际，社

会力量伸出了援助之手。连日
来，不少权威媒体的微信公众
号都发起了携手助农的活动，
甚至还有不少以个人的名义发
起的“爱心购”行动。

除此之外，省农业厅还专
门召开了解决水果价低卖难问
题协调会。会后，海南达川食

品有限公司、海南鹿宝绿色食
品有限公司两家公司表示将兜
底 收 购 价 低 卖 难 的 菠 萝 和 芒
果，进行收储加工。

从社会力量到政府部门、
爱心企业，这个夏天，各方正在
携手演绎一场团结、聚力的爱
心接力赛。从上至下、从个人
到团体、从民间组织到政府部
门，爱心接力汇聚成一股从指
尖到心间的暖流，既昭示了在
科技高速发展下，正能量信息
传播的强大力量，也彰显了海
南充满爱心的崇尚品质，让人

感慨，也令人感动。
互帮互助，是一种无偿的

交换，以真心付出换得彼此的
真诚相待。个人的价值，不是
看从社会中获取了多少，而是
看其为社会付出了多少，这不
仅帮助了别人，自己也能获得
快乐，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也
就在其中体现。

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是在一件件“接地气”
的 善 行 中 悄 然 扎 根 、茁 壮 成
长 。 这 样 的 善 行 不 是 强 求 来
的，而是由爱心驱使。诚如此

次的爱心助农活动，也都是由
社会爱心人士自发而起的。

而这样一个个自发而起的
举动，弘扬了社会优秀道德风
尚，更会引起更多人见贤思齐
的共鸣，让我们的社会变得越
来越美好。

爱心助农通过从民间组织
到政府部门，形成了“公益共同
体”，彰显的正是爱的力量和坚
守。很庆幸，一直以来，我们的
社会中、生活中，并不乏这样的
互帮互助。

本报讯（记者 黄珍）520 寓意“我爱您”，在这个
浪漫的日子里，共青团三亚市委举办“缘来在天涯”
520 单身青年联谊活动，来自全市机关、企事业单
位，以及金融、医疗、高校、教育系统的 80 名单身青
年参加。据悉，这是三亚今年首场大型单身联谊活
动。

青翠的草坪、粉色鲜花拱门……活动现场布置
得浪漫温馨、气氛轻松愉快。为了给男女青年提供
更多互相交流的机会，活动设置破冰游戏、指压板
撸新人、“你是我的罗密欧”、3D 建模等游戏，并精
心设置 3 分钟约会、真心表白等环节。

27 岁的王培楠在三亚某银行工作，平时工作忙，
接触女生的机会少，他希望通过这个活动能找到一
位合眼缘的女生。90 后女嘉宾小蕊则直率地表示，

“我想找一位阳光、开朗，能和我聊得来的男生。”
“缘来在天涯”青年单身联谊交友活动是共青

团三亚市委的品牌公益活动之一，目前已开展 16
期。活动负责人赵丽娜说，海南自由贸易试验区、
自由贸易港建设，吸引不少年轻人才留在三亚发
展。与往年相比，年轻人“脱单”的需求格外强烈，
活动共收到近 600 份报名表。接下来，团市委还将
发动各基层团组织，每月定期举办单身联谊活动，
通过搭建活动面广、互动性强的交友平台，策划不
同主题交友活动，给青年们更多选择，提高牵手成
功的几率。

本报讯（记者 邓铭瑶）5 月
19 日一早，海南水果岛农业开
发 有 限 公 司（以 下 简 称“ 水 果
岛”）工作人员赶赴东方市开展

“爱心助农”行动，收购当地 10
万斤滞销芒果，为当地果农解
决燃眉之急。

据了解，由于东方市今年
芒果种植面积过大，加上受天
气和周边市县芒果集中上市等

因素影响，东方市现约有 10 多
万亩芒果未采摘，并且存在销
路难等问题。为帮助东方市果
农解决芒果销路的问题，水果
岛制定“爱心助农”方案，于 5 月
19 日一早赶赴东方市农业局，
与当地部门工作人员一起兵分
三路走访滞销果园，首批订购
芒果 10 万斤。

在芒果收购现场，水果岛

相关负责人与当地果农们交流
种植与销售经验，并向一特困
户家庭捐赠 1000 元以解决眼前
的实际困难。

近年来，水果岛作为海南
省扶贫龙头企业、三亚市农业
龙头企业，积极发挥本土企业
的辐射带动作用，长期开展精
准扶贫、爱心助农等行动。截
至目前，水果岛已累计带动贫

困户 1000 余户、带动农户就业
1400 余人次、带动农户增收 250
余万元，为本地农业产业发展
及扶贫脱贫工作做出了贡献。

据了解，此次水果岛爱心
助农活动将继续进行，并采取
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发起
爱心助农接力行动，呼吁和带
动更多的爱心人士和企业共同
参与、帮助农户渡过难关。

本报讯（记 者 许 润 杨 洋 摄 影 报
道）5 月 20 日，大茅体育文化节第二天，
市民游客热情不减，大家一起相约大茅，
体验参与乡村文化体育盛宴。

“开跑啦！请各队伍做好准备。”发
令声响起，参与者们意气风发，笑脸上带
着“我爱大茅”的印章图案开始起跑。在
520 这个充满爱意的日子里，带上家人来
到大茅体育文化节“520 益骑跑 21KM 挑
战赛”并肩冲向终点，不失为爱意的一种
浪漫表达。

在“农庄寻宝”环节，要求全队绑腿
取器材运输椰子到终点。三亚日报记者
看到，各队伍虽然是临时组建，但是都在
努力调整身体配合同伴，一阵“艰难跋

涉”之后取得胜利呼喊那是发自内心对
团队的认可。

在远洋 LuLu 的农庄活动主会场，树
上熟鲜果区、健康有机农产品区、手作艺
术区等分区都摆上了大茅村民自家产、
自家加工的纯天然农产品。椰子、莲雾、
荔枝、芒果、菠萝蜜、山兰酒等多种产品
令人目不暇接、食欲大动。

“以前自己家产的这些水果只能等
收购商上门，借助这样的活动我们在家
门口就能当老板。”大茅村委会上新村小
组村民高亚交高兴地说，这两天在大茅体
育文化节主会场卖水果，平均一天能有两
百多元的收入。

另一边，几位卖花的阿姐搬来了一
桶桶娇艳的玫瑰花来到摊位上，吸引了
现场众多游客的注意。“这些都是村里种
植的玫瑰，今天是 5 月 20 日，玫瑰花肯定
受追捧。”卖花阿姐开心地说。

三亚市全民健身文化活动发展促进
会会长刘禹含说，主会场有 22 个摊位，都
是大茅村村民自发申请“摆摊”的。此
外，节目表演人员、活动服务的志愿者、
舂米体验引导员、稻草人制作师傅等都
是本地村民，一场体育文化节大大激发
了村民的内生动力，拓宽就业渠道，帮助
村民找到致富路。

本报讯（记者 吴英印）5 月 20 日下午 16
时许，三亚市公安局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 19
日晚查处的一起殴打他人案件的基本情况。

5 月 19 日 22 时 29 分许，三亚市公安局天
涯分局新风派出所接到市民王先生报警：自己
在解放路第二中学路段被他人殴打。接报后，
值班民警及飞鹭支队警力立即赶赴现场处置。

民警到达现场后，根据报警人王先生指
认及围观群众提供的手机视频，将涉嫌殴打
他人的男子控制。经查，事发时，高某成和妻
子步行至第二中学路段时，高某成称驾驶电
动车的王先生剐蹭到其妻子并引发争吵，在
争吵过程中，高某成用拳击打王先生胸口一
拳并推搡王先生，致使王先生撞到防冲撞栏
杆摔倒在地。随后高某成转身踹王先生的朋
友周先生胸口，并多次用腿击打王先生腿部。

经询问，违法行为人高某成（男，29 岁）

如实陈述其殴打他人的违法事实。目前，市
公安局天涯分局依法对其处以行政拘留 10
日，并处罚款 500 元。

为何对高某成行政拘留 10 日？三亚市
公安局天涯分局相关负责人表示，根据《中华
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三条第
一款规定“ 殴打他人的，或者故意伤害他人
身体的，处 5 日以上 10 日以下拘留，并处 200
元以上 500 元以下罚款；情节较轻的，处 5 日
以下拘留或者 500 元以下罚款。”

那为何不对高某成行政拘留 15 日？天
涯分局相关负责人说，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方
能处 10 日以上 15 日以下拘留，并处 500 元以
上 1000 元以下罚款：(一)结伙殴打、伤害他人
的；(二)殴打、伤害残疾人、孕妇、不满十四周
岁的人或者六十周岁以上的人的；(三)多次殴
打、伤害他人或者一次殴打、伤害多人的。

大茅体育文化节第二天热度不减

乐了游客 富了村民

三亚一爱心企业到东方市
收购果农10万斤滞销芒果

“爱心助农”彰显爱的力量和坚守
三亚日报 吴采净

20多位残疾人走出家门游景区

5 月 20 日，志愿者和景区工作人员扶助残障人士观光游玩鹿回头风景区。 本报记者 孙清 摄

团市委举办单身青年联谊活动

相约“520”
缘来在天涯

45万被骗款终追回
当事人致信点赞天涯警方

认为妻子被车剐蹭
男子对他人拳脚相加

违法经营想获利
一典当行老板被行拘

本报讯（记者 吴英印 通讯员 罗佳）近
日，一拾荒女子用三轮车偷走 46 张塑料凳，
被警方行政拘留并罚款。

5 月 13 日 5 时 15 分许，三亚市公安局天涯
分局友谊派出所接到群众报警称，符先生在金
鸡岭社区二巷 21 号抓住一名偷凳子的小偷。
民警接报后立即赶到现场，将盗窃塑料凳的女
子控制，当场扣押三轮车一辆、凳子 46 张。随
后民警依法将其传唤回派出所接受调查 。

经查，5 月 12 日 19 时许，违法行为人裴

某琴从天涯区金鸡岭路某小区骑三轮车出来
拾荒。5 月 13 日凌晨 5 时许，裴某琴骑行金鸡
岭社区东二巷时，看到有人在此处摆酒席，有
许多塑料凳无人看管，便趁人不备把 3 叠摞
在一起的塑料凳搬到三轮车上准备离开。此
举正好被事主符先生发现，并骑电动车追上
裴某琴，将其控制住后打电话报警。

经询问，违法行为人裴某琴（女，64 岁）如
实陈述其盗窃的违法事实。目前，天涯分局依
法对裴某琴处行政拘留15日并处1000元罚款。

偷拿46张塑料凳
拾荒女惹祸上身

关注全国助残日

520 益骑跑 21KM 挑战赛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