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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名货车司机受雇帮忙搬家!在开车
载着几名民工前往搬家地点途中! 发生交
通事故致一名民工死亡"近日!海口市美兰
区检察院对这名司机提起公诉! 法院依法
判决其犯交通肇事罪! 判处有期徒刑 !个
月!缓刑 "年"

#$"$年 !月 %日下午! 司机洪某驾驶
一辆轻型箱式货车载着 &名民工! 从龙昆
南路前往海秀路某酒店为雇主搬家" 因天
气闷热! 坐在车后厢的民工王某等人要求

不要关紧车厢门"但是!当车行驶上南大桥
路段时!由于颠簸!车厢左侧后门被甩开!

导致民工姜某#'(岁$摔出车外!当场死亡%

车辆技术检验分析报告认为! 该小货
车的灯光系统&制动系统不合格'经交通事
故认定!洪某承担本事故的全部责任!姜某
无责任"

事故发生后! 洪某与姜某家属签订了调
解协议书!先行赔偿 )万元" 姜某家属对洪某
的行为表示谅解*书面请求司法机关对洪某从
宽处理!最终洪某获刑 !个月!缓刑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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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yÄ !."/0"距离端午节还有
一周时间!海口粽子开始热销起来" 海南日
报记者近日走访海口市场发现! 今年粽子
走月饼式的(高端路线)越来越明显!一盒
礼盒粽子的售价少则几十元!多则数百元%

不少市民感叹*如今粽子的+豪华病)越来
越严重了%

Qn&ÅÆÇÈÉÊËÌÍ

记者近日走访海口几家超市看到!这
些卖场都开设了粽子专区进行促销! 有些
商家还颇费心思地把专柜装饰成大型纸扎
龙舟!龙舟上陈列着各种类型的粽子!以此
吸引消费者% 各粽子品牌大大缩减了散装
(平价粽)的销售比例!纸盒装&竹篮装等礼
盒包装粽子占据了大半壁江山%

记者注意到! 今年海南本地粽子仍主
要以传统的猪肉&咸蛋等馅料为主!外地粽
子主要以豆沙&蜜枣&板栗等为馅料%

像月饼一样!今年在粽子中加入鲍鱼&

瑶柱等高档食材的现象越来越普遍! 价格
也随之翻番% 一家超市销售的某品牌竹篮
装粽子! 因为粽子中加入鲍鱼& 瑶柱等馅
料!价格(水涨船高)!一盒竹篮装 "!)$ 克
礼品粽售价为 "'!元! 而同样重量普通馅
料礼盒装粽子价格只有 !$多元%

相比简易包装粽子! 超市多数品牌礼
品装粽子价格都比较贵% 某品牌一盒礼盒
装重量为 ",$$克礼品粽售价为 ,--元!平
均每斤粽子价格近百元左右%

Î�&ÏÐÑÒÓ$ÊËÎ�%

近年来! 无论是外地品牌还是本土企
业!为了抢滩端午节市场!都效仿月饼销售
策略!纷纷开始注重粽子的外形包装!将原
本很平民的粽子推向了高档化%

(粽子日趋,月饼化-!是因为普通粽子
销量大!但利润空间很小'而礼盒粽子利润

空间大!制作也不费工!只要有一定生产能
力的食品生产企业都会争夺粽子商机" )海
口一家西点店人士称!端午节被列入国家法
定节假日后!越来越多市民注重端午提着粽
子走亲访友!对粽子外观的要求也越来越讲
究!企业推出礼盒粽子是顺应市场需求"

记者采访了解到! 今年不仅海口超市
粽子上柜早!许多西点店&餐饮企业也纷纷
提早推出了样式翻新的粽子! 争抢端午棕
子市场商机"

海口一家超市有关人士称! 由于今年
粽子原料以及人工成本的增加! 粽子价格
普遍比去年上涨了近两成左右"

记者在采访中注意到! 虽然各大超市
礼盒装粽子架势很大! 但其销售却不尽如
人意" 近日! 记者在海口两家大超市采访
时! 看到货架上琳琅满目的粽子礼盒少人
问津! 多数市民选择的还是一些价格实惠
的(平价粽)"

今天早晨 '点多钟! 当一群老人收拾
好行囊!准备离开五指山宾馆时!服务员不
禁问道*(这么早!你们这是要去哪玩啊. )

老人高兴地回答*(我们回家/ )

这 --位已至古稀之年的老人分别来
自广东&广西和海南三个省区!都是原 +,!

师 -!,团的老兵!+%'$年代初都曾在通什
0现改名为五指山市$当兵!半个世纪过去
了!他们重返海南岛!再登五指山!寻找过
去的军营!追忆往昔峥嵘岁月%

昨天老人们刚到五指山!顾不上休息!

就直奔番茅村军营旧址! 今天更是起了个
大早!赶往畅好乡另一处军营旧址%五十年
过去了!当年茅草盖的军营早已烟消云散!

但青山绿水依旧! 一草一木都牵动起老人
们当年的思绪%

.+ 岁的曹醒荣老人还记得自己是
+%'/年 '月坐船从广东湛江到的海南!下
船后又走了 ,天的路才到达通什% 邱师武
和王银生两位老人都是在广州高中刚一毕
业就参军到了通什! 那时军队的生活条件
也很差!每个班只能分到 +块肥肉!做完菜

后还要捡出来放到盐罐里封好! 下顿饭做
菜时还要用!哪个班如果把肥肉偷吃了!五
好班集体的荣誉肯定是没了% 邱师武回忆
说!有一次他做黑板报做得好!指导员偷偷
塞给他大半个馒头做奖励! 他一开始还忍
着不吃!结果指导员转身刚离开!他两三口
就吃了个精光!+那时年纪小不懂事! 又实
在饿得慌% )这样艰苦的条件持续到 +%'-

年才有所改善%

尽管吃不饱! 但战士们当年却投入满
腔热情进行战备训练! 同时支援通什当地
建设! 畅好乡到通什的路就是老人们当年
修的!而+友谊亭)更是见证了当年的军民
鱼水情%

+友谊亭)是 +%)$年代末由 -!,团和
当地黎族苗族同胞共建的一座茅草凉亭!

为的是方便往来畅好乡和通什的过路乡亲
歇脚% 当年战士们把+友谊亭)当作是自己
的营地一样照料!常常为亭子添补茅草!每
天清洁亭内的茶桶并蓄水! 还在亭内设置
书报画刊!方便来往群众%

当年亭内曾有一首脍炙人口的诗!老

兵们至今还记得*+同志* 你是深山坚定的
勘探队员!还是开发海南岛的尖兵'您是寻
亲访友的远方客人!还是路过此地的亲人%

请您在这儿停一停!喝口清泉水!吹吹龙山
风% 如果您有什么困难! 我们愿意送您一
程/ )

-!,团离开后! 接防的部队将亭子改
造成水泥建筑!前几年!-!,团几位老战士
故地重游! 欣喜地发现这座见证了军民鱼
水情的+友谊亭)依旧屹立不倒!只是因为
现代交通的发达!亭子原有的功能已丧失!

显得有些破旧罢了%

因此老人们这次来! 一个最大的心愿
就是对+友谊亭)进行粉刷修缮% 在五指山
双拥办帮助下!今天上午!老人们与五指山
驻军部队联手共同粉刷翻新友谊亭! 清理
亭前的杂草% 两代军人!相隔半个世纪!用
这样的方式传承当年的军旅情%

这次启程前!老人们还多方查找!寻到
了两张当年乡亲们在亭内休息时的老照
片!将其制成了海报!把+友谊亭)的来历也
写了进去!张贴在亭内%老人们离开时还一

再叮嘱驻军部队的年轻战士们一定要常来
照看亭子%

老人们此行受到了五指山市委市政府
和当地驻军的热烈欢迎!市民政局&双拥办
和驻军部队积极配合老人的活动! 帮助老
兵们寻找军营旧址!联系各项事宜!考虑到
老人年纪已大! 五指山市特意委派了专门
的医疗组全程陪同!确保安全%

+想不到这么多年过去了!当地政府和
群众还是这么热情!没有忘了我们% )老人
们激动地说%

+借建党 %$周年这个机会!我们替那
些已经去世的! 或者虽然健在但走不动的
老战友们来一趟海南! 重走当年进军的路
线!也算圆了他们一个梦!半个世纪了!我
们终于又回家了% )老人们说%

本报记者 123 特约记者 456

通讯员 7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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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冰厂有大量优质冰块
出售，优惠价 120元 /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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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efgh中共白沙黎族自治县委办公室
iOefjklmh海南正荣项目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nOeopqh白沙县委办公大楼装修工程
rOstuvh建设地点在白沙县牙叉镇，项目主要对县委办

公大楼进行装修，装修面积 4576平方米。
wOeoxyh土建、水电安装工程。
zO{|}~h企业须具备建筑装修装饰工程专业承包贰级或

以上资质，拟派项目经理须具备建筑工程专业二级注册建造师或
以上执业资格。

�3 {|����h 请拟派项目经理本人携带法人授权委托
书、法定代表人身份证、营业执照、资质证书、安全生产许可证、建
造师注册证、身份证及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若省外建筑业企业
需取得《省外建筑业企业进琼分支机构备案手册》的方可报名。
(以上所有材料核验原件收加盖公章复印件)。

�3{|��h2011年 5月 30日至 6月 3日 17:00止。{|�

�h海口市金垦路 3号碧湖家园 4栋 2层。��gh郑工 66591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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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在湖北读大学的妹妹突患白血
病! 消息传至哥哥所在的海南省军区某
海防团!战友千里之外为陌生女孩捐款 .

万余元%

今年 ,月 ,.日!就读于华中农业大学
资源与环境学院的熊丹突然昏倒在宿舍!

紧急送到医院救治!被确诊为白血病%熊丹
的哥哥熊涛系省军区某海防团上等兵!)年

前为了供妹妹读书! 刚上高一的熊涛辍学
外出打工% 去年!熊涛应征入伍% 而熊丹没
有辜负哥哥的期望! 以优异成绩考入华中
农业大学%

熊丹生病! 原本并不富裕的家庭不仅用
完全部积蓄!还欠下十几万元的债!-$多万元
的后续治疗费没有着落% 熊涛所在部队获知
这一情况后!在全团开展捐款活动!该团党委
领导带头捐款!全团官兵纷纷慷慨解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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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G"又有+神医)作怪!骗取钱财%近日!琼海
警方成功破获一起迷信诈骗案!)名犯罪嫌
疑人全部落网!并追回被骗财物计 !0,万元%

琼海警方介绍!)月 ((日上午! 被害
人王某报案称!其在琼海市银海路阳光地
带俱乐部旁! 被人合伙用封建迷信方式!

通过用钱+做法)消灾的手段!骗取现金
)0& 万元及 ( 条金项链&' 枚金戒指&, 对
金耳环&(个金手镯等财物!共损失价值约
!0,万元%

办案民警通过现场勘查及受害人描述!

大量走访现场周边群众!并对案情进行深入
细致分析!迅速锁定犯罪嫌疑人的行踪%

(-日中午时分!经侦查!办案民警发现
该团伙在海口市秀英港口活动!据此断定该
团伙很有可能要在秀英港乘船过海逃跑%随
后!抓捕目标登船离港% 侦查员也登上船%

(&时 -1分! 船抵达广东省海安港口!

在港口卡点处将该团伙 ,男 -女共 )人一
网打尽!人赃俱获%

经审讯!)名犯罪嫌疑人都是广西人!

对结伙利用迷信方式诈骗王某财物的作案
事实供认不讳%

HIJKLMNOPQRS %TUVWXY3

&���������

xyÄ !."/H"从今年 ,月 ,)日
起!我省海鲜排档&酒楼&餐厅&农贸市场&

超市等销售场所螃蟹买卖一律实行裸称交
易% 如今规定已经实施 -个月!市场执行情
况如何. 海南日报记者近日调查发现!目前
海口市场大部分螃蟹已脱去厚厚 +外衣)!

但现在部分螃蟹身上的捆绳有越变越粗的
趋势! 农贸市场销售的部分螃蟹绳子重量
已超过蟹体重量的 )2!违反了相关规定%

)月 ,.日! 记者在海口东门市场走访
了几个出售螃蟹的摊位% 记者发现!这些螃
蟹虽然不再像过去用多条细绳捆绑! 但它
们身上捆绑的塑料绳相比新规定刚开始实
施时明显粗了不少! 有些螃蟹身上捆绑的
塑料绳竟有食指般粗%

在一个出售螃蟹摊位! 记者看到一个
箩筐里面的大青蟹都绑着食指般粗的塑料
绳! 便询问摊主是否知道螃蟹应裸称交易
规定% 这位摊主支支吾吾了半天才说知道!

但现在又都这么绑了! 还声称进货时就是
这样的了%

记者跟这位摊主买了两只重量共 "斤
"两的螃蟹!回家解开螃蟹的塑料绳子!用

电子称一称*一只螃蟹重量为半斤!塑料
绳子的重量为半两' 另一只螃蟹重量为 .

两!塑料绳子的重量为半两% 以记者购买
时的每斤 .1元计算! 记者光买绑螃蟹的
塑料绳就花了 . 元钱% 按照省工商局规
定!捆绑螃蟹的混杂物不得超过蟹体重量
的 )2!即重量为 "斤的螃蟹!捆绑它的混
杂物重量不得超过半两!这位摊主显然已
经违反了规定%

当天在海口金贸文华农贸市场和一些
餐馆&海鲜店!记者发现螃蟹身上的捆绳
变粗现象普遍存在% 在海口一家海鲜店点
菜的消费者李先生说! 新规定出台之初!

商家可能不会+顶风作案)!但时间一久!

受利润的诱惑和利益的驱使!一些不良商
家往往会想其他让螃蟹+增重)的法子% 希
望相关执法部门加大检查力度!建立长效
监管机制!确保这一规定持续&有效地执
行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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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宁市国税局工作人员钟某利用职务之
便!向企业偷开假发票!数额达上千万元!

近日!钟某被万宁警方抓获%

据介绍!钟某从去年开始!向万宁一些
企业提供自制的假发票! 部分假发票还卖
到琼海%据了解!万宁警方已经查获钟某开
出的假发票 -'1多万元! 尚有 !11多万元
的假发票没有找到%

据记者了解!,1"1年!万宁市检察院曾
查处万宁市国税局征管股股长徐某和该局
税收征管员王某& 肖某违法行为% ,11)年
至 ,11.年 .月期间!徐某在万宁市医药总
公司向他申请印制发票时! 明知该公司是

核定定额纳税单位不能申请!还违反规定!

擅自指使下属以万宁市国税局名义向省国
税局呈报印制了万元版发票 -)1本%王某&

肖某作为具体负责该公司的税收征管员!

在日常税收征管中仅按核定税额对该公司
进行催报催缴! 没有对该公司所使用发票
进行日常管理和检查% 由于 -人的工作严
重不负责任! 导致该公司发票使用长期处
于失控状态!逃税长达 ,年半!造成国家税
款 %&!万多元的巨额损失%

此次据钟某交待! 他向企业提供的假
发票!每张按照金额大小收取一定费用!据
初步统计! 钟某提供的假发票致使国家流
失税款达上百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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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省积极探索创新考核方法!量
化考核指标!加大领导考评权重!重视
平时考核! 将年度考核的结果作为调
整公务员职务&级别&工资以及奖励&

培训&辞退的依据!进一步强化公务员
考核的评价功能! 使考核评价工作真
正成为公务员综合素质和选拔任用的
+度&量&衡)!有效地激发了公务员的
潜力% 近年来我省有 "人&"个单位被
中组部&中宣部&人保部&中央文明办
授予全国+人民满意的公务员)&+人民
满意的公务员集体)称号荣誉 3先后有
#- 人&! 个集体被省委&省政府表彰为
海南省+人民满意的公务员)&+人民满
意的公务员集体)%

省委组织部和省人力资源和社会
保障厅有关负责人告诉记者! 当前和
今后一段时期! 我省将以公务员法颁
布五周年为新契机! 深入实施公务员
法和 1#1(12#1#1 年深化干部人事制
度改革规划纲要3!进一步提升公务员
考录工作水平! 坚持和完善从基层一
线选拔公务员制度! 健全公务员考核
评价机制! 努力开创公务员队伍建设
新局面%

fghijklmnopq

,-�./�0ï12

xy34

!

H

"#

IÔ !."(K"今
天下午!#1(( 太原大型房展会落下帷幕%

琼海旅游房地产在房展会上成最大亮点!

受到山西省太原市市民的青睐%据统计!有
(!名市民当场与旅游房地产企业签订购房
意向书!()11多人达成购房意向%

#1(( 太原大型房展会于 ) 月 #.2#%

日在山西省展览馆举行!我省琼海市政府
组织的 #)个精品楼盘辟专区向广大市民
展销% 该市住房保障与房产管理局负责人
介绍! 该市此次组织 #)个精品楼盘前来

参展!在太原展览馆专门设 -#1 平方米的
+琼海0博鳌$旅游房地产展区)!分 -# 个
展位% 该展区以浪漫的蓝色为主色调!集
中了千舟湾&博鳌湾&亚洲湾&宝莲城等精
品楼盘%

以博鳌&万泉河&红色娘子军&官塘温
泉等特色资源吸引了广大市民前来咨询%

太原退休人员王芳说!她去过琼海!去过博
鳌!非常喜欢这个红色娘子军的故乡!专门
前来看博鳌的房子% 今天决定与房企签订
购房意向书!准备到琼海养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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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文华同志是湖北黄陂人!(%#!

年 ( 月出生!(%&% 年 ) 月参加革命工
作 !(%)- 年 (#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

(%!#年 .月至 (%!-年 !月任海南行政
区公署副主任!(%!- 年 ! 月至 (%!. 年
(#月任海南区委常委! 海南行政区人
民政府负责人!(%!! 年 ( 月至 (%!! 年
!月任海南省人大筹委会副主任!(%!!

年 ! 月至 (%%# 年 (# 月任海南省人代
常委会副主任% (%%& 年 (( 月离休!

(%%!年 %月至 #111年 %月任海南省关
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主任!#111 年 %

月起任海南省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
顾问%

老兵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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