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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无线电培训中心
省劳动厅领导，特种操作证(含高压电工)，紧
抓易考良机，复审需提前三个月。1月20日、
27日连考2期。我校一直连续每期均大面积
高分满分通过。同时，优质低价全包（含包南
方电网审批合格送电）承接配电工程。

广告

办公地址：海府路公交车南亚广场站旁海滨假日酒店大楼B501室

考证培训电话：65358801 13034991990 13976097631
工程服务电话：18918019517

提供一般新闻线索奖励20-1000元，重大新闻线索奖金不封顶 海南东方国信律师事务所李君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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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习记者金浩田文/图

本报讯“整栋楼有两部电
梯，2016年坏了一部，最近另一
部也坏了，我住在17楼，每天上
下班下楼上楼只能爬楼梯，实在
是受不了。”近日，家住海口市海
府路康盛公寓的李先生致电本
报称，其居住的康盛公寓共有17
层，这栋楼有两部电梯，2016
年，其中一部电梯坏了，因为没
有配件无法维修，便停止了运
行。半个月前，另一部电梯也开
始出现了故障，基本上处于停止
运行状态。

昨日，记者来到康盛公寓采
访。住在15楼的刘女士告诉记
者，在这半个月里，她基本上每天

都是爬楼梯回家。“电梯刚开始坏
的那几天还有点力气爬楼，过了
几天，我的腰痛病因为爬楼梯又
犯了，血压也升高了，对我来说，
爬楼梯实在是太难受了。”

此时，住在14楼的王先生告
诉记者，这栋楼住着很多上了年
纪的中老年人，电梯坏了以后，影
响最大的是老人、小孩和孕妇。

“我妈妈今年60多岁，电梯坏
了以后近一个星期都没有下过楼
了。”拖着一个行李箱的覃先生对
记者说，他家住在14楼，只能扛着
行李箱爬步梯回家。

随后，记者来到康盛公寓的
物业管理处了解情况。物业管
理处相关负责人颜先生告诉记
者，这栋楼的两部电梯都是在

2002 年安装使用的，到现在已
经使用了近 16 年，属于老旧电
梯。“在 2017 年年底，物业向政
府相关部门递交了老旧电梯更
换的申请，并且通过了。”颜先生
称，通过申请后，小区更换老旧
电梯会得到政府相关部门的补
贴。“前提是小区内 75%以上的
住户签字并按面积公摊剩余的
费用。现在我们的问题就出在
这里。”颜先生告诉记者，目前，
物业已公示了更换电梯方案及
所需费用，“因为是老小区，部分
业主已经搬走了，目前联系不
上。而且很多业主对于收费标
准和方式都有自己的想法，大家
没有达成一致意见，希望广大业
主能够积极配合。”

电梯坏了 17楼住户天天爬楼梯上下楼
海口康盛公寓物业：已公示更换电梯方案及所需费用，希望住户积极配合

□记者苏钟

本报讯“我因为急需用钱才
想去贷款，没想到上当受骗被骗
走5000多元，真是雪上加霜。”昨
日，海口市民徐女士说，她已向海
口警方报案，希望警方早日将骗
子抓捕归案。

徐女士介绍，她最近急需用
钱，于是想到办理贷款。2017
年 12月 24日，她通过一个微信
好友扫码添加了一个办理贷款
业务的微信号。了解有关情况
后，她向对方提出想贷款 2 万
元。在办理手续的过程中，徐女
士按照对方的要求，通过微信扫
码 支 付 的 方 式 ，先 后 交 付 了
2276 元。对方表示，在贷款成
功后除去400元的手续费，剩余
的将会退给徐女士。

“既然手续费只要 400 元，
为何却让我先交了 2000 多元

呢？会不会是骗人的？”徐女士
有些担心自己会上当受骗，当天
晚上，她提出想要终止办理贷款
业务。对方称徐女士办理的贷
款业务信息已录入系统，需要再
交纳 4688 元进行解除，徐女士
与贷款公司各出一半，之后才能
把之前的费用一并退还。等徐
女士把 2344 元转过去后，对方
称已成功解除绑定，15个工作日
内，相关的款项就会转到她的账
号里。几天后，徐女士再向对方
询问关于退费的事情，对方说，
可以办理加急件，但还需再交
2000 元钱，越想越不对劲的徐
女士表示不愿意支付。随后，对
方就失去了联系。

急于贷款的徐女士又通过该
微信好友推荐的二维码，添加了
另外一个“信贷员”的微信，希望
对方帮她办理贷款业务。在徐女
士将办理贷款所需要的600元手

续费通过微信转给对方后，对方
也失去了联系。

就这样，急需用钱的徐女士
网络贷款不成，反倒前后3次共被
骗了5220元。

昨日，徐女士告诉记者，发现
被骗后，她于1月9日向海口警方
报案，警方让她提供汇款的账号
及交易清单，将展开调查。海口
警方提醒，市民在办理贷款业务
时，最好到正规公司办理，以免上
当受骗。

海南一家律师事务所的隋
律师说，付费发布的广告，平台
应该对他发布的广告主体和发
布的信息审查真实性。如果是
免费发布，当接到有人投诉时，
平台没有及时删除这个信息，造
成的损失将由平台承担赔偿责
任。无论是公司还是个人，都属
于平台的主体，对平台的行为具
有监管的责任。

□记者钟起的文/图

本报讯 1月8日下午，一名男子
从定安坐班车到海口汽车东站时，
突发脑出血昏迷，被送到海口市第
三人民医院救治。不过，因为该男
子没有随身携带身份证和手机等物
品，医院和警方均找不到其亲属。

据了解，1月8日下午4点多，海
口市公安局国兴派出所接海口市第
三人民医院报警称，有一名身份不
明人员在汽车东站昏迷，一名大巴
车司机紧急拨打了120急救电话，
称一名男性旅客在大巴车上突发疾
病。医护人员到场，随后120急救
车将该名男子送往海口市第三人民
医院抢救，经检查发现其突发脑出
血昏迷。据悉，这名旅客是当天下

午2点半左右，从定安客运汽车站
上车，下午3点45分达到海口汽车
东站，准备下车时突发疾病。

由于该男子身上没有任何证明
身份的证件，也没有随身携带手机，
无法联系其家人，医院在积极救治
同时，也报警求助。国兴派出所民
警从医院得知该名男子系脑出血，
被送进重症监护室抢救。经核查，
该名男子身上没有身份证也没有手
机等通讯工具，无法核实该男子的
身份信息，一直没能联系上家属。

“现在病人情况比较严重，随时
有生命危险，不过我们还没有联系
上其家人。”昨日上午，海口第三人
民医院颅脑外科值班医生表示，希
望患者家属或知情人尽快与医院或
警方取得联系。

昌江开展学校食堂
食品安全突击检查
□记者韩建东

本报讯 为消除学校食堂食品安全
隐患，预防食品安全事故发生，昌江黎族
自治县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联合县教育
局对全县实行托管的学校食堂开展食品
安全突击检查。

昌江食药监局成立了3个小组，分
别走入各个学校食堂（托管），检查各学
校落实食品安全工作第一责任人制度等
执行的情况、学校食堂从业人员卫生与
食堂环境卫生情况、食品原料及食品加
工过程控制情况；根据食品安全标准督
促学校食堂做好期末食品安全工作。

这次检查从2018年1月3日起至1
月4日止，共检查学校食堂（托管）18家，
发现部分食堂留样不规范、台账建立不
完善等问题。检查人员责令涉事学校食
堂限期整改，共留下监督意见书14份，
提出的意见69条；下达责令整改通知书
4份，整改项目17条。

下一步，昌江食药监局将约谈存在
问题较多的学校食堂（托管）责任人，严
格监督食堂整改情况，对管理较差的学
校食堂给予通报批评，要求学校重视食
品安全工作，加强对被委托方的食品安
全管理工作进行监督，对食品安全保障
能力较差的被委托方进行处理或清退。

昌江“五大任务”
助推经济高质发展
□记者罗晓宁通讯员李德乾

本报讯 昌江黎族自治县日前召开
经济工作会议，总结2017年经济工作，
并对2018年经济工作重点任务进行部
署，涉及经济体系建设、项目建设、改革
开放、民生保障、三大攻坚战等5大任务
和内容，以助推全县经济高质量发展。
会议还表彰了全县“十佳”民营企业，为
获奖企业发放鼓励奖金5万元。

昌江全县上下高度重视经济工作，
牢牢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并以“双
十行动”为抓手，加快发展昌江经济。

根据部署，2018年昌江将从推进供
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扩投资上项目，推
进重点领域改革，打好三大攻坚战，下大
力气保障和改善民生五大方面，细化分
工安排，真抓实干，努力推动昌江经济高
质量发展。

2018年，昌江计划安排重点项目63
个，总投资 252.3 亿元，年度计划投资
58.3亿元；其中申请列入省重点项目11
个，总投资158亿元，年度计划投资31.7
亿元；县重点项目52个，总投资94.3亿
元，年度计划投资26.6亿元。加强投资
项目策划储备和管理，提升项目谋划水
平和生成质量，编制投资项目三年滚动
投资计划，建立月调度、季督查、年终考
核制度，缩短资本形成周期。

临高县地税局
给贫困户送温暖
□记者罗晓宁刘兵通讯员吴孝俊

本报讯 连日来，受强冷空气
影响，临高县气温较低。为让贫困
群众不受寒不挨冻，临高县地税局
认真贯彻落实临高县委、县政府的
工作部署，迅速行动，切实做好贫
困群众防寒保暖工作。

昨日上午8时许，临高县地税
局党组书记、局长涂春刚带领全局
领导班子成员、帮扶责任人等，深
入到扶贫包点村和舍镇罗爷村开
展送温暖慰问活动。和舍镇党委
书记黄振非常重视此次活动，他与
和舍镇包点罗爷村有关扶贫负责
人提前到该村对接协调。地税局、
和舍镇、罗爷村干部等随后挨家挨
户逐一走访了全村33户低保户和
特困户，送去棉被和大米等物资。

涂春刚和黄振对贫困户嘘寒
问暖，不厌其烦地叮嘱他们务必适
时添加衣物，尤其是早晨外出务农
时一定要注意保暖，老人、妇女、小
孩更要注意保暖。

一男子从定安坐班车到海口汽车东站时突发脑出血被送医，目前仍在重症监护室抢救

患者病情严重 医院急寻其家属

女子办网络贷款被骗5千余元
已报案，海口警方让其提供汇款账号及交易清单，将展开调查

男子病情严重男子病情严重

覃先生扛着行李箱走上覃先生扛着行李箱走上1414楼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