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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今天从省消防
总队获悉!今晨 !时 "!分!儋州市海南大
学儋州校区后勤集团市场发生火灾! 烧毁
市场内小摊位 !!个! 火灾过火面积约 #$!

平方米!所幸无人员伤亡"

据介绍!着火建筑为市场内一排单层的小

摊位!该排建筑为水泥框架!墙壁用铁皮分隔成
!!个铺位!每个铺位只有 !平方米!屋项部份
连通!燃烧物质为衣服#鞋类#卫生纸及副食品"

消防官兵佩戴空气呼吸器进入火场扑
救!$时 #%分!火势被完全扑灭" 火灾共烧
毁摊位 !!家! 火灾过火面积约 #$! 平方
米" 目前!火灾原因和损失正在调查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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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678"这是一次特别的庭审!地点
不是法院!而是监狱$被告不是常人!而是
正在监狱中服刑的犯人"近日!东方法院的
法官专程赶到海口监狱! 开庭审理了一起
健康权纠纷案件"

事情要从 &&年前说起" #%%&年 '月
#&日!原告文某怀疑被告符某强行非礼其
妻!便来到被告家中!打砸被告放在家中的
祖宗牌位"被告见状!拿起一把山刀朝原告
脸部#手部和腿部连砍数刀!后潜逃在外"

经鉴定!原告属重伤!八级伤残" 去年 &&

月!被告投案"

今年 (月 &(日!东方法院判决被告符
某犯故意伤害罪!处有期徒刑 (年 "个月"

在被告服刑期间! 原告文某向东方法院提
起民事诉讼! 请求被告赔偿医疗费# 误工
费#护理费#残疾赔偿金#精神损害抚慰金
等各项经济损失 &(万余元"

在监狱开庭时! 考虑到被告正在服刑
的特殊情况! 合议庭充分做当事人的思想
工作!以有利于被告继续接受教育改造"承
办法官采取%背靠背&的方法!和狱警一起
与被告符某谈心"在法官真诚#细致的询问
中!被告符某敞开心扉!对自己所犯的罪行
感到忏悔!从入狱之初的躁动!谈到现在的
改造表现"

经过调解!被告表示愿意对原告合理
合法的损失予以赔偿!但现在服刑!无赔偿
能力! 希望原告能将履行时间宽限到出狱
后" 最后原告文某也表示主动放弃部分诉
讼请求! 同意被告赔偿各项经济损失 $万
元!分期支付!在服刑结束后两年内履行
完毕"

双方对调解结果均表示满意"庭审后!

被告符某连声道谢'%多谢法官! 我一定会
好好改造!认真履行协议!弥补过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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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9"6:"近段时间以来!我
省个别驾校及教练员巧立名目收取学员学
费(含考试费)以外的费用!学员对此投诉时
有发生!给我省驾培行业声誉造成恶劣的影
响" 日前!省道路运输局召集全省各大驾校
负责人开会!重申在新的收费标准正式实施
之前!驾校不得擅自上调机动车驾驶员培训
费!教练员不得巧立名目乱收费!违规者将
列入%黑名单&!情节严重的将吊销驾校经营

许可证或教练员证书"

$月 " 日! 省物价局向社会公布了近
期将上调机动车驾驶员培训费的消息!有
个别驾校闻风提前涨价!个别教练员对学
员进行乱收费" 目前!对驾校和教练员乱
收费行为!省物价和省道路运输部门已介
入调查"

据悉!为了增加驾校收费透明度!维护
学员的切身利益! 规范驾校的收费行为!省

道路运输局要求各驾校必须在驾校各报名
点显著位置公示物价部门规定的驾驶许可
收费项目和标准及有关事项(制版上墙)!严
格按照物价部门规定的统一收费标准收费"

省物价部门在未下发新的收费标准前!各驾
校一律按照 #%%'年的标准收费"

根据要求!我省各驾校必须按规定一次
性收齐学车全部费用(含考试费)!教练员不
能擅自收取培训费和代收考试费"驾校和教

练员一律不得在学车过程中或全科目考试
结束后!巧立名目!收取额外费用"包括教练
以加班为借口收取的 %加油费&#%加班费&!

教练烟酒费!学员测试费!抽考项目指导费!

承诺考试合格费!考官好处费等"

省道路运输局有关负责人称!凡发生
群众#学员举报驾校乱收费行为!经查属
实的!各市县驾培办将对驾校责令限期整
改!予以通报!并停止受理报考业务两个
月$拒不整改的!按照有关规定吊销其经
营许可" 发现教练员乱收费!经查属实的!

第一次停教 ' 个月!责令所在驾校强制当
事教练员离岗学习!并列入%黑名单&向社
会公告!发现第二次的!按照有关规定吊
销其教练员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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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了这笔钱!

房子的装修就有着落了" &今天!昌江黎族自
治县王下乡钱铁村村民符明理!拿着从农信
社领到的 #万元!兴奋之情溢于言表"

据介绍!为改善黎族同胞的生活条件!推
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王下乡今年在钱铁
村实施危房改造整村推进项目! 全村 &'#户
农户将盖起新房"建房时!政府给予每户群众
价值 #)"*万元的水泥#砖和钢筋等实物补助"

王下乡地处霸王岭腹地! 是昌江最偏

远#最贫困的乡镇!也是我省最贫困的乡镇
之一"为了解决群众房屋封顶后还缺部分资
金装修的实际困难!王下乡政府积极与县农
村信用社沟通联系!牵线搭桥!县农信社以
%五户联保&的方式为钱铁村 !*户发放小额
信用贷款 &万元至 (万元不等"此次小额信
贷无需任何抵押物!还款期限为 #年"

贷款有效缓解了群众装修资金短缺的问
题!加快了危房改造项目的建设进度"王下乡
政府有关负责人表示!预计今年年底前!钱铁
村危房改造整村推进项目将全部竣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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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HIJ 9"6KL"高级轿车配
件值钱!盗贼偷窃后留字条索要现金!被抓
现形'嫌犯竟是某高校在校生"

$月 (日晚 +时许!事主陈先生从三亚
火车站出来后! 发现其停放在三亚火车站
停车场内的一辆奔驰轿车的一对后视镜莫
名失踪! 同时发现在轿车车身上贴有一张
纸条!纸条上写明!须交 #%%%元才能换回
后视镜!同时附有联系方式" 见此!陈先生
立即拨打 &&%报警"

荔枝沟派出警员赶到案发现场! 根据嫌
疑人留下的联系方式!陈先生与嫌疑人取得

了联系" 经过一番讨价还价!嫌疑人同意以
&!%%元成交并约好交易时间和地点" 办案
民警便衣乔装对交易地点架网布控" 然而!

到了约定的交易时间!嫌疑人却迟迟没有现
身!办案民警没有气馁!继续蹲守埋伏"

次日凌晨 &时许! 一名年轻男子在交易
地点出现!该男子四顾张望!形迹极为可疑"

民警立即上前盘查! 证实该男子正是盗窃汽
车后视镜嫌疑人"据其指认!民警从一花圃处
起获被盗的一对轿车后视镜"经带回审查!陈
某(男!#%岁)系三亚某学院的大学生"

目前!因涉嫌盗窃!陈某已被三亚警方
依法刑拘!案件还在进一步的审理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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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省考试局在该局网站提醒广大考生和家
长!要切实提高警惕!切勿相信社会上流传
的有关军校#国防生的招生骗局"

一#切勿相信内部招生指标" 从高中
毕业生中招收国防生计划以及军队院校
招生名额计划!均经教育部和解放军总政

治部审批下达!在各省普通高等学校的招
生计划中均可查询!不存在所谓的%内部
招生指标&"

二#不存在虚设的招生机构!%中国人民
解放军国防生招生办公室&或%军队院校国
防生招生办公室&等招生机构并不存在" 据
介绍!军队(武警)院校招生和地方高校招收

国防生!政治考核#面试和体检工作由考生
所在省军区招生办公室具体组织实施!省级
招生考试机构予以配合"录取工作在省军区
招生办公室的协助下!分别由军队(武警)院
校#招收国防生的高校同省教育考试院(局)

共同组织实施"

三#不存在提前%预录&" 军队(武警)院

校和国防生招生!由教育部和解放军总政治
部联合下达招生计划!面向社会公布!实行
统考统招!与高校招生同步进行" 考生除达
到录取分数线外!还要参加省军区招生办公
室组织的政治考核#面试和体检!没有提前
%预录&一说"

四#不合条件不会被%破格&录取"军队
院校和国防生只招收普通中学应届高中毕
业生"这些学生必须参加全国统考!成绩要
达到报考院校规定的录取线! 而且要通过
由省军区系统组织的政治考核# 面试和体
格检查"不符合以上条件的考生!不可能被
录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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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午! 受害人林女士来到海口市公安局龙
华分局城西派出所!亲手将一面写着%为民
解难!破案神速&的锦旗送到民警手中!感
谢民警为她追回被他人冒领的 &)$万元"

'月 $日晚 $时许! 林女士在海口凤
翔西路工商银行自动取款机上转款后!把
银行卡忘记在取款机上! 被他人趁机从卡
上盗取走 &)$万元"

林女士发觉后! 立即向龙华分局城
西派出所报案" 民警通过调取银行监控
录像! 很快便锁定了盗取嫌疑人陈某
(男!#! 岁! 海口人)" 当警方前去抓捕
时!陈某已不知去向"警方一边对其上网
追逃!一边通过做陈某家属的思想工作!

规劝其投案自首"'月 #$日下午 &时许!

陈某带着取走的 &)$ 万元到城西派出所
投案自首" 随后龙华警方将 &)$ 万元退
还受害人林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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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日晚上!海口市一网吧的一位女网管!因拒
绝没有身份证的某男子上网! 先后遭到对方
谩骂和毒打!不但被打掉了 !颗牙!嘴巴也缝
了 &%多针" 今天!海口市文体局已派人到医
院慰问!并呼吁全市网吧业主向她学习"

$月 *日晚上!海口市道客村一家网吧
正在营业!大约在 +时 "%分!一男子来到网
吧上网!但是没有出示身份证" 网吧店长兼

网管王萍告诉他!到网吧上网必须要有身份
证等有效证件!遭到了该男子的谩骂" 随后!

这名男子突然吼叫起来!拿起吧台上的上网
登记册撕掉!然后又抱起吧台上的电脑显示
器!猛地向王萍砸去" 王萍头部顿时鲜血直
流!昏倒在地!行凶男子乘乱逃脱"

记者在医院看到! 王萍的脸部严重浮
肿!!颗牙齿被打掉! 嘴角也被打破了一个
大口子!缝了 &%多针"

今天上午!海口市文体局#海口市文化
市场综合执法支队负责人闻讯后!立即到网
吧调查情况!并到医院慰问王萍!送去了果
篮和慰问金!并呼吁全市网吧业主#网管向
王萍学习"

下午!海口市国兴派出所民警也来到
医院慰问王萍!表示正在对相关情况和监
控资料进行收集取证!绝不让行凶者逍遥
法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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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YZ &'([\]"省气象部门今日
发布分析称!今年上半年!全省平均气温较
常年同期偏高 %)'!! 平均降水量较常年同
期偏多 "%,! 暴雨日数突破 &+''年以来历
史极值!低温寡照#大雾#暴雨#强对流和热
带气旋等灾害性天气气候事件接连影响我
省!降水仍可能偏多!防汛形势较为严峻"

��������3

据省气象部门统计!今年上半年!全省
各地平均气温 #()# (临高)*#!)*!(三亚)!

与常年同期相比! 全省各市县偏高 %)#*

&)#!! 中部山区尤其明显! 接近或超过

&)%!" 全省平均气温 #")#!! 较常年偏高
%)'!" 高温日数全省平均 &(天! 较常年的
&&天略偏多"

今年上半年全省各地降水量为 "%+)#

毫米(临高)*&#*+)$(定安)毫米!半数市县
超过 +%%毫米!'个市县超过 &%%%毫米!与
常年相比!除临高#万宁和保亭接近常年或
略偏少外!其余市县均偏多!有 *个市县偏
多 !%,以上!其中昌江和东方偏多近 +%,"

海口 "#!月降水量和昌江 "月降水量超过
历史同期极值$定安#儋州和昌江 !月降水
量超过历史同期极值$海口和儋州 !月暴雨
日数超过历史同期极值$ 海口和文昌 &月#

琼海 (月#儋州 "月的日最大降水量超过历
史同期极值"

������� 

今年上半年!极端天气气候事件频繁出
现!给我省生产生活带来严重影响" 主要重
大天气气候事件有年初的低温寡照# 大雾#

强对流以及强热带风暴"

#%&& 年 &# 月 & 日*#%&# 年 # 月 '

日!受冷空气频繁南下影响!我省出现长
时间#大范围的低温寡照天气" 大部分地
区日照时数比常年同期偏少 &%% 小时*

&*% 小时! 其中五指山以北地区偏少 &"%

小时以上"

&月 &"日*&!日!我省北部的海口#澄
迈和定安等地出现能见度低于 #%%米的大

雾天气$#月 #&日*##日!海口市持续出现
大雾天气!进出岛交通受到严重影响"

受低层切变线影响!"月 #&日!东方市
普降大到暴雨!局部大暴雨!部分地区还出
现了强雷电# 雷雨大风和冰雹等强对流天
气"同日!昌江出现强降水并伴有强雷电#大
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全县普降暴雨到大
暴雨!局部特大暴雨"

受 &#%!号强热带风暴%泰利&和西南季
风共同影响!'月 &'日*&+日全省出现了
连续性强降水" 据乡镇自动气象站资料统
计!'月 &'日 #%时*&+日 #%时!全省共有
$*个自动站雨量超过 &%%毫米!其中有 !个
自动站雨量超过 #!%毫米" 另外!海南岛四
周沿海普遍出现 *级以上阵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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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ab" 根据国家人口计生委的部
署!省人口与计生委近日下发通知!决定重
点推进乱收费乱罚款专项治理工作! 全面
清理计生收费罚款项目" 保留的计划生育
收费罚款项目要向社会公示"

通知要求!各市县人口计生委(局)要
严格依据%一法三规&和海南省人口和计划
生育条例!对本地计划生育收费#罚款项目
进行逐一清理!坚决取消非法收费#罚款项
目! 严禁违反法定标准和程序征收社会抚
养费!严禁用押金#违约金#罚款等不合法
方式管理村务! 严禁计划生育服务机构以

服务为名向群众乱收费和协助推销药品#

保健品#商业保险等搭车收费"

通知要求! 各市县人口计生部门要在
全面清理收费罚款项目的基础上! 对保留
的计划生育合法收费#罚款项目的依据#标
准等向社会公示! 并将收费项目标准纳入
&#(!'阳光计生服务热线的咨询解答"

各市县人口计生部门要加强监督检
查! 严肃查处社会抚养费征收工作中定指
标下任务#超标准征收#打白条以及截留#

挪用等行为$ 坚决查处在农村人口计生工
作中违反规定收取违约金#保证金#罚款#

搭车收费等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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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从省人口与计生委获悉!近日!三亚市
崔云诊所非法施行人工终止妊娠手术被吊
销执业许可证! 其聘用人员袁某涉嫌非法
行医罪!已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据悉!'月 &"日!三亚市人口计生委接
到群众举报!位于三亚市文明路 '!号的崔
云诊所涉嫌非法施行人工终止妊娠手术"

三亚市打击%两非&领导小组高度重视!立
即组织市人口计生#卫生#公安#药监#纪检
等单位联合对该诊所进行突击检查! 将正
在非法为他人施行人工终止妊娠手术的袁
某当场抓获! 并拨打 &#%及时将患者移送
解放军第 "#!医院住院治疗"

经调查核实! 崔云诊所聘用未取得行

医资格的袁某非法行医!多次被处罚!仍不
悔改!并擅自为他人施行人工终止妊娠!销
毁证据!严重阻碍执法人员执行公务!违法
事实清楚!证据确凿!情节严重!其行为违
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和计划生育法,

第三十五条和 +计划生育技术服务管理条
例,第二十九条第二款的规定!市卫生行政
主管部门依法吊销其 +医疗机构执业许可
证,! 没收其非法所得 *%%元! 并处人民币
(%%%%元的罚款" 在取得袁某阻碍执法人员
执行公务的相关证据后!三亚市公安局于 '

月 &!日已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第 !%条
第 #款之规定!依法给予袁某行政拘留十日
的处罚!袁某涉嫌非法行医犯罪!'月 #!被
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目前案件正在审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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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A" 今天下午! 内蒙古蒙牛乳业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与省青少年希望基金
会签约!捐款 &%%万元设立%蒙牛助学圆梦
基金&"该基金将分 !年!每年捐款 #%万元
用于我省希望工程圆梦行动"

今天的签约仪式上! 蒙牛集团相关负
责人向省青基会负责人递交了首批 #%万
元的捐款支票"

据悉!该基金是我省 #%&#年希望工程
圆梦行动启动后设立的一家长效助学基
金" #%万元捐款将全部用于我省今年考上
大学的贫困学生!拟资助 "%名!每人 !%%%

元!凡今年被高等院校二本以上(含二本)

录取的我省家庭困难的学生! 均可报名申
请!详情可查看 ---)./0-)123进行了解"

仪式上! 团省委负责人和蒙牛集团相
关负责人共同为%蒙牛助学圆梦基金&揭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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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9"Uf"记者
从海口市物价局获悉!海口市民用管道燃气
销售价格调整方案听证会拟于 *月上旬召
开!对海口市民用管道燃气销售价格上调方
案的必要性#可行性进行公开听证"

据介绍!#%%'年以来!海口市管道燃气
上游主气源***中海油天然气价格已三次
调价!总上涨幅度为 &%%,!与此同时!非民
用用户两次上调了销售价格!但民用价格一
直未进行调整!管道燃气末端用户销售价格
结构不尽合理"

海南民生管道燃气有限公司的民用气
销售价格! 至今仍执行的是 #%%'年制定的
每立方米 #)'%元的价格!民用气价倒挂!企

业经营困难!于是企业向海口市政府呈递了
请求调整海口市民用管道燃气销售价格的
报告!但考虑到 #%&%年四季度国内#省内物
价指数上涨过快等因素!相关物价部门暂停
了原定于 #%&%年第四季度举行的海口市民
用管道燃气销售价格听证会"

#%&%年以来! 为了完成民用管道燃气
价格调整!海口市物价局多次对海南民生管
道燃气有限公司近三年的成本进行监审"结
果!近三年来民用管道燃气业务经营亏损金
额累计已达两千多万元"

受省物价局委托!海口市物价局拟于 *

月上旬召开海口市民用管道燃气销售价格
调整方案听证会" 据介绍!本次听证会设听

证参加人 #!名! 由 &&位自愿报名的消费
者#&位经营者和 &位利益相关方代表#&位
人大代表#&位政协委员#(位相关领域专家
学者#!位政府有关部门代表和 #位社会组
织等方面人员组成" 本次听证会还设旁听
席!旁听人 '名!自愿报名!随机抽取产生"

消费者代表申请参加听证会的报名时
间为 $月 '日至 #%日! 可从海口市物价局
网(-44).5/617)318)9:)价格要闻栏或海口市
政府门户网(---).5/617)318)9:)政府公告栏
下载+海口市民用管道燃气销售价格调整方
案听证会参加人报名表,或+海口市民用管
道燃气销售价格调整方案听证会旁听人报
名表,进行报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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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9"E^_"记者从省人社
厅获悉!+海南省工伤保险浮动费率管理暂
行办法,(以下简称+办法,;近日已公布施
行" +办法,规定!工伤保险浮动费率上浮最
高不超过本行业基准费率的 &!%,$下浮最
低不低于本行业基准费率的 !%,"

浮动费率! 是指工伤保险经办机构在
用人单位按行业基准费率缴纳工伤保险费
的基础上! 根据用人单位上年度工伤保险
支缴率和工伤发生率等因素! 核定其在本
年度应当适用的工伤保险费率"

用人单位属于第一类工伤保险行业基
准费率的!不实行浮动费率!按行业基准费
率(职工工资总额的 %)!,)缴纳工伤保险
费" 用人单位属于第二类或第三类工伤保
险行业基准费率的!在行业基准费率(职工
工资总额的 &,或 &)!,) 的基础上实行费
率浮动!缴纳工伤保险费"

+办法,规定!用人单位有下列情形之

一的! 当年发生的工伤费用及工伤事故不
纳入用人单位工伤保险支缴率及工伤发生
率的计算范围' 从业人员在抢险救灾等维
护国家利益#公共利益活动中受到伤害的$

从业人员原来在军队服役!因战#因公负伤
致残!已取得革命伤残军人证!到用人单位
后旧伤复发的$ 从业人员在原用人单位受
到事故伤害! 到新的用人单位后旧伤复发
的$从业人员在上下班途中!受到非本人主
要责任的交通事故或者城市轨道交通#客
运轮渡#火车事故伤害的"

+办法,规定!用人单位上年度有下
列情形之一的!当年度的工伤保险费率
不得下浮'一次性因工死亡 & 人(含)以
上的$拖欠工伤保险费的$瞒报工资总
额或从业人员人数的$骗取工伤保险待
遇的"

工伤保险浮动费率的核定与调整时间
为每年的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