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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嫌疑人姓名 性别 身份证号 血检值 违法行为

1 陈某俊 男 4600041995××××4017 94mg/100ml 危险驾驶

2 马某华 男 4601001974××××1271 215mg/100ml 危险驾驶

3 陈某鹏 男 4600271985××××0018 204mg/100ml 危险驾驶

4 刘某友 男 4600221990××××4317 162mg/100ml 危险驾驶

5 吴某松 男 5222261980××××3635 245mg/100ml 危险驾驶

6 林某光 男 4405241967××××6910 158mg/100ml 危险驾驶

7 钟某广 男 4600361964××××0414 120mg/100ml 危险驾驶

8 张某三 男 4600281993××××2416 132mg/100ml 危险驾驶

9 陈某东 男 4600031976××××5018 142mg/100ml 危险驾驶

10 张 某 男 1310821986××××1517 109mg/100ml 危险驾驶

交通违法曝光栏▲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九十一条规定：饮酒后驾驶机动车的，
处暂扣6个月机动车驾驶证，并处10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罚款；因饮酒后驾驶
机动车被处罚，再次饮酒后驾驶机动车的，处10日以下拘留，并处1000元以上
2000元以下罚款，吊销机动车驾驶证；饮酒后驾驶营运机动车的，处15日拘留，
并处5000元罚款，吊销机动车驾驶证，5年内不得重新取得机动车驾驶证。（以下
交通违法信息由海口交警支队提供）

扫码添加椰城交警
微信公众号、海口公安交
警客户端和新浪微博二
维码，既可了解海口公安
交警最新资讯动态，还可
享受更多便民服务。““椰城交警椰城交警””微信二维码微信二维码 ““椰城交警椰城交警APPAPP””二维码二维码 ““椰城交警椰城交警””新浪微博二维码新浪微博二维码

本组稿件由特约记者陈世清通讯员李盛兰林馨钟玲记者符小霞采写

关注椰城交警 赶紧来扫一扫

海口交警持续开展“一盔一带”安全守护宣传劝导活动
本报讯 1月27日，海口公安交警联合保险

公司、省老陶义工社在海口市持续开展主题为
“幸‘盔’有你 安全出行”“一盔一带”安全守护宣
传劝导系列活动。这是从2020年12月份以来
至2021年1月份连续开展的第五场活动，五场活
动共计赠送头盔1200顶。

当日下午，在海口市咸来镇道统村广场主会
场，海口公安交警联合保险公司工作人员、老陶
义工社交通志愿者，开展交通安全出行知识普
及、电动自行车头盔正确佩戴教学等活动，并现
场免费向电动车驾驶人和乘坐人赠送安全头盔
及各种礼品。活动通过锤击西瓜现场实验、酒驾

互动游戏体验、交通安全知识有奖问答等多形式
向该镇居民村民宣传交通安全知识。

同时，各宣传小组还在市区设立了4个宣
传劝导点，广泛开展“幸‘盔’有你 安全出行”宣
传劝导活动。在活动现场，公安交警、交通广播
主持人和文明交通志愿者分别向市民详细讲解
骑乘电动自行车时佩戴安全头盔的重要性，并
通过宣传展板、发放宣传单、赠送安全头盔等方
式强化遵法骑行、安全防护意识，积极营造良好
宣传氛围，共同守护出行安全。据统计，当天共
计现场发放宣传单1800多份，受教育人数约
3000人。

2020年1月8日晚，当事人苏某才（男，
35岁）和李某斌（男，32岁）各自驾驶一辆无
号牌正三轮摩托车，载着花苗从海口市某苗
圃到美兰区灵文加线海南鹿场大门前，把三
轮车上的花苗装到停在鹿场门口的货车上。
在装完苏某才车上的花苗后，李某斌将苏某
才的正三轮摩托车头北尾南停放在路边。

22时许，当事人钟某武（男，25岁）驾驶
一辆二轮摩托车沿灵文加线由西往东方向行
驶，当其行驶至鹿场门口路段时，与停放在路
边的正三轮摩托车发生碰撞，事故造成钟某
武当场死亡。事故发生后，苏某才、李某斌没
有报警，而是驾驶各自的正三轮摩托车逃离
现场。苏某才驾驶肇事的正三轮摩托车到海
口市琼山区云龙镇一处废弃的桥上，将肇事

的正三轮摩托车推入河里。2020年1月11
日，海口公安交警支队侦破此案。

海口公安交警支队经调查后认为，该起
事故发生后，苏某才明知自己的正三轮摩托
车与事故有关，没有及时报案，还毁灭证据；李
某斌驾驶苏某才的正三轮摩托车发生交通事
故，在明知有关情况下未及时报案。因此，海
口公安交警支队认定苏某才、李某斌承担事
故的全部责任，钟某武无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
条例》第九十二条规定：发生交通事故后当事
人逃逸的，逃逸的当事人承担全部责任。但
是，有证据证明对方当事人也有过错的，可以
减轻责任。当事人故意破坏、伪造现场、毁灭
证据的，承担全部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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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子骑摩托车撞上停在路边三轮车，当场死亡

涉案2男子未及时报案，担事故全责

琼海海警局破获一起
海上故意伤害案
□记者畅凯通讯员林思凯

本报讯 近日，琼海海警局侦破一
起海上故意伤害案。2020年12月26
日凌晨，在潭门港码头一艘渔船上发
生打架斗殴事件，2人受伤。目前犯
罪嫌疑人蒋某、严某已被刑事拘留。

□记者刘兵

本报讯 记者昨日从省社保
服务中心获悉，因2月份恰逢传
统节日春节，社保缴费申报期与
法定假期存在部分重叠，为不影

响社保缴费业务正常申报，给参
保单位和参保人提供优质、便捷
服务，全省社保缴费申报时间将
作调整。调整时间如下：

一、单位参保人员增减、缴
费工资申报及缴费核定申报

办理时间：2021 年 2 月 1
日-2021 年 2 月 20 日。

二、灵活就业人员（个人身
份）参保／停保

办理时间：2021 年 2 月 1
日-2021 年 2 月 25 日。

三、新增单位参保登记
办理时间：2021 年 2 月 1

日-2021 年 2 月 25 日。
四、单位及人员信息变更
办理时间：2021 年 2 月 1

日-2021 年 2 月 25 日。

□记者苏钟

本报讯 昨日，记者从海口市
互联网信息办公室了解到，近期
一条“海口疫情期间就地过年可
领补贴”的消息被大量转发。
该消息称：“居家隔离补助发放
中补助总金额仅剩2806万元，
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经证实，
该消息属于假消息！

据了解，除了海口外，全国还
有多地出现了类似“补贴”假消
息。近日，网友反映朋友圈中有
人转发二维码，称“扫码即可领取

异地过年政府补贴，金额为3500
元至5000元不等，1月31日截
止。”经查证发现，此类二维码不
仅与政府补贴无关，且存在网络
安全隐患。受疫情影响，今年春
节全国多地提倡“就地过年”，并
出台了各种补贴政策，对不同人
群发放针对性补贴，主要包括：留
岗奖金、多种消费券、福利抽奖、
培训补贴、错峰休假等。想要了
解自己工作地的具体补贴政策，
请一定从官方权威渠道获取，切
勿轻信小道消息，扫描未知二维
码，以免上当受骗。

海口疫情期间就地过年可领补贴？

经证实属于假消息！

谣言
别信

□记者 畅凯

本报讯 近几天，在海口市
民的微信朋友圈中，一条关行

“免费领取公交卡”的消息被大
量转发。该消息称，扫描二维码
进入个人公众号，关注后可以获
得一张海口市免费公交卡。记
者昨日核实，该消息系有人了为
吸粉而谣言。

从1月27日起，在海口市民
的微信朋友圈中，一条关行“免
费领取公交卡”的消息引起广泛
关注并被大量转发。该消息发

布者通过小程序伪装成微信公
众号的形式发送，网友点击后发
现，该公众号并不存在，而是以P
图的方式发送。

记者操作后发现，该消息实
为诱导分享的帖文，消息散布者
的目的是为了吸粉。记者通过
网络查询发现，全国多地出现过
类似谣言。

记者昨日从海口公交集团
获悉，截至目前，该集团并未推
出“免费领取公交卡”活动，市民
如果办理公交卡可享受8.5折优
惠，但不能免费领取公交卡。

海口市民可免费领取公交卡？

有人为了吸粉造谣！

我省2月份社保缴费申报时间调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