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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口下坎西路附近多栋自建房外墙上

突然出现“神秘记号”

是小偷踩点？还是孩子涂鸦？

本报讯“我在下坎西路附近的自建房外墙看到很多
‘神秘记号’，担心是不是小偷团伙作案，在提前踩点。”昨日，租住在下坎西路一自建房的吴先生告诉记者，下坎西
路附近的居民对这些
“神秘记号”
并不陌生。去年年底，
有两栋自建房遭到小偷
“光顾”
，被盗之前，
房子的外墙就出现过这些
“神秘记号”
。
记者 刘柯娜

同事说：如果家的外墙上出现“神秘
记号”，
就会遭小偷
“光顾”
“大概是 6 日左右，我家附近的多栋自建房外墙，都出现了
‘神
秘记号’
。”吴先生告诉记者，刚开始他并没有在意，可是同事
“晒”的
一条朋友圈，
把他吓了一大跳。
“同事‘晒’了一张图片，图片里正是这些突然出现在自建房外
墙的
‘神秘记号’。配文是如果家的外墙上出现了这些
‘神秘记号’，
那么家里不久就会遭小偷‘光顾’。”吴先生告诉记者，他担心这些
“神秘记号”是小偷团伙的踩点记号。

本报讯“我
们现在用的是物
业装的电表，
交给物
业 的 电 费 是 0.88 元/
度，
而供电局的电费大概
这些“神秘记号”到底从何而来？昨日，记者来到位
0.61元/度。我们业主能不
于琼山区的下坎西路附近。
能不经过物业，
直接向供电
“我家自建房外墙的
‘神秘记号’是这两天才突然
局缴纳电费，
这样即便宜又方
出现的，我担心是小偷的踩点记号，就赶紧用水擦掉
便。
”
近日，
住在海口龙华区金龙
了。”下坎西路附近一自建房房主陈大哥（化姓）告
城市广场小区的业主向本报反映，
诉记者，他家自建房外墙上的“神秘记号”，有些
小区物业收取的电费比供电局的电
是一个圈中打个叉，
有些是一个箭头。
费高出0.27元/度，
给物业缴纳电费
“去年我家被盗前，就看到外墙上有这种
不仅贵，
缴费方式也不方便，
希望供
电局能够实现
“抄表到户”
。
实习生 符映雪 记者 刘柯娜

居民说：去年我家被盗前，就看到
外墙上有这种
“神秘记号”

海口金龙城市广场小区业主：物业收取电费
0.88 元/度，比供电局高 0.27 元/度

我们喜欢
“不加价的电”
业主：物业收取电费较贵，
希望供电局能
“抄表到户”
昨日，记者来到金龙城市广场小区进
行走访，该小区共有 4 栋楼。据保安介绍，
小区刚交房两年，属于新小区，入住率还比
较低。
“供电局收的电费大概是 0.61 元/度，
但是我们交给物业的电费是 0.88 元/度，物
业高出将近三毛钱，我们希望供电局能实
现‘抄表到户’，不仅便宜还方便。”该小区
的一名业主告诉记者，他刚从老家搬来海
口，入住金龙城市广场小区不到一年，每次
交电费都要拿着电卡到物业管理处缴费，
感觉很麻烦。
“我们小区现在的入住率不高，但是
业主群里很多业主都觉得物业收取的电
费较高，希望供电局能够‘抄表到户’，我
们直接向供电局缴纳电费。”业主李先生
介 绍 ，目 前 小 区 入 住 的 户 数 大 约 有 100
户，多名业主表示希望能够用上“不加价
的电”。

物业：将尽快在公共用电
区域安装计量表
“小区刚交房两年，开发商在建设小区

时已经配备有电房、变压器、配电柜、电表
箱、线路等相关供电设备，并且给每一户都
配 备 一 个 电 表 ，目 前 物 业 收 取 的 电 费 为
0.88 元/度。”金龙城市广场小区物业一负责
人文先生介绍，0.88 元/度的电费是在相关
部门进行备案审批通过的，高出供电局的
0.27 元/度的费用属于小区公摊费用，主要
包括供电设备的维修养护、电梯使用费用、
公共照明等。
“业主反映的公摊费用收费不合理问
题，该物业公司下一步将尽快在公共用电
区域安装计量表，业主后续将按照住房面
积缴纳小区用电公摊费。”文先生告诉记
者，他已经向物业公司提出以电子支付的
方式缴纳电费的方案申请。

供电局：海口新小区“抄表
到户”
政策已暂停
随后，记者联系到中国南方电网有限
公司海口供电局的相关工作人员，据该工
作人员介绍，目前海口新小区的“抄表到
户”政策已经暂停，供电局无法实行“抄表
到户”。
“ 目前海口很多小区的电费收取模
式都是供电局抄小区的总表，小区物业抄
业主电表，再向业主收取费用。”该工作人
员说。

‘神秘记号’
，
不管是不是巧合，
我还是很担心今年会被小偷
‘光顾’
。”
附近居民李女士（化姓）指着她家自建房上的防盗网告诉记者，去年
她家被盗时，
一楼的防盗网都被割断了，
这些是新焊上的。
在走访中记者发现，这些自建房除了有“神秘记号”外，还存在
孩子画画的痕迹。其中一栋自建房的外墙，俨然成为了孩子们的
“黑板”，
很难判断这些
“神秘记号”到底是谁所为。

民警说：
“神秘记号”和案件没有必然
关联
为了打消居民们的疑虑，随后，记者将“神秘记号”一事反映给
了辖区派出所。得知这一情况后，派出所民警立即随记者前往现
场了解情况。经走访、询问，民警表示，由于目前并未出现案
情，仅凭图画行为很难猜测“神秘记号”是否是小偷踩点所
画。下一步他们会将这一情况及时反馈给辖区飞鹰大队，
加强该片区的巡逻力度。
“我在这附近做了十年警察，从来没有听过
‘神秘记
号’一事，案件和‘神秘记号’没有必然关联。”民警建
议，住户应随时将自家窗门关好，安装防盗系数较
高的门锁，如果长期出远门，可在阳台上挂一些衣
物用来掩护。另外，切记不要在家中放太多贵
重物品。

陵水法院公开开庭
审理监委移送第一案
原陵水英州镇规划所所长

偷东西
没门
海口警方抓获 1 名
公交车站扒窃嫌疑人
本报讯 近期，海口市扒窃案件
有所抬头，尤其是公交车站及公交
车上成为扒窃的重点区域，案件多
发。海口市委常委、公安局长易鹏
要求加大打击力度，遏制此类违法
犯罪发生，为海口创造一个良好的
治安环境。
昨日 6 时 45 分许，城警支队便
衣反扒专业队民警在秀英区海口汽
车西站一带巡控时发现一名男子形
迹可疑，遂对其进行跟踪。在跟踪
的过程中发现该名男子不时地窥看
路人的挎包，当行至汽车西站公交
车站时，该男子趁受害人万某不备，
从其口袋内偷得金色手机一部，随
后被便衣民警抓获。
经 审 讯 ，犯 罪 嫌 疑 人 苏 某 松
（男，海南临高人）对上述犯罪事实
供认不讳。案件在进一步侦查中。
海口警方将持续开展打击扒窃
违法犯罪专项行动，以铁的手腕打
击一批，震慑一批，全力维护全市治
安大局。
记者 畅凯

受贿 60 余万元
本报讯 11 月 7 日下午，陵水法院在第
一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了原陵水黎族自治
县英州镇规划所所长符某某受贿一案，这
也是监察委员会成立以来移送的第一件职
务犯罪案件。县法院、县检察院、县纪委高
度重视，县纪委监委组织了五十余名乡镇
干部到庭审现场观摩。省纪委监委派驻省
卫生健康委员会纪检监察组组长庄著也带
领包括五指山市纪委监委干部在内的十余
名领导干部到庭观摩。
被告人符某某于 2013 年至 2018 年期
间，利用其先后担任陵水英州镇规划所工
作人员、所长的职务便利，在办理报建手续
的过程中为他人谋取利益，非法收受梁某
某等 34 人的 61 万余元。符某某于监委对
其展开调查后主动供述其大部分犯罪事
实。被告人符某某当庭表示对起诉书指控
的 34 起犯罪事实无异议，
自愿认罪。
公诉人当庭分组出示了相关书证、物
证、证人证言等证据，被告人及辩护人分别
进行了质证，控辩双方在法庭的主持下充
分发表了辩论意见。公诉人对被告人符某
某进行了深刻的法庭教育。
被告人亦充分发表了最后陈述意见，
并当庭表示认罪悔罪，请求法庭对其从轻
判处，并现身说法，警示旁听人员吸取教
训，引以为戒。审判长在休庭前通过梳理
被告人符某某犯罪行为的发展过程及其危
害性，对被告人进行了批评教育，同时也鼓
励被告人积极退赃，服刑结束后以新的面
貌服务社会、回报社会。该案未当庭宣判，
将择日进行宣判。
记者 刘柯娜 通讯员 闵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