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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社还获得了景区内 150 平方米铺面经

营权，一年铺面收入就有 15 万元左右。 他们还
计划依托长宁头村丰富的旅游资源与红树林公
司全方位合作，以配套旅游服务挣钱，包括农家
乐、民居客栈、滨海打渔人生活生产风情表演、特
产销售等。 黄亚光说：“红树林就是我们村的金
饭碗啊！ ”

去景区上班：渔民上岸当职员
在红树林景区崭新的码头前， 几十艘崭新的

电瓶游船一字排开。
“我打鱼 20 多年了， 现在终于有固定工作

了！ ”新招聘的游船驾驶员、长宁头村村民李忠
说，自己从 1980 年代末开始打渔，后来又在演丰
镇上开了个小商店，一直挣不到多少钱，工作还不
稳定，“现在好了，自己开游艇，老婆看店，家里又
多了一份收入。 ”

和他有着类似经历的同村人林武， 今年
40 岁了。 他曾开了 20 年老柴油船，每天顶风
冒雨晒太阳，挣的钱还没有现在当游船驾驶员
多。

“我们不仅要和长宁头村合作经营码头，还
要优先招聘他们就业，甚至帮助他们做生意！ ”刘
显露说， 公司新招聘的这批游船驾驶员都是长宁
头村的人，试用期的工资是 2200 元 / 月，转正后
将达到 2600元 / 月，“我们还会帮他们交五险一
金，完全是我们的正式工待遇。 ”

据了解，红树林公司已在长宁头村招聘 40
多人，还出资 30 多万元对他们进行岗前培训。
他们还准备在邻近所有村庄招聘 300-500 名
员工，“不仅要让长宁头村受惠，也要让周边所
有村庄都受惠，双赢、多赢的景区才能真正发
展好！ ”

延伸产业链：靠山吃山新方式
离红树林景区不远的山尾村村委会办公楼后

面， 刚刚兴建了一个停车场， 一次可以停 80 辆
车，节假日都爆满。

“我们想借红树林景区带来的人气，把村里
经济发展起来。 ”山尾村村委会主任陈民宝头脑
灵活，当他发现景区很多游客车辆无处停车时，就
建起了这个停车场，增加村里集体收入，“这是我
们村建设的第一个盈利的公共项目。 ”

像这样围绕景区发展起的一些初级产业链项
目，还有不少。

“游客越来越多，搞农家乐、开家庭旅馆等
等肯定能赚钱！ ”李忠已腾出自己家中的 8 间
房，发展民宿业。 当地有类似想法的村民有数
百人之多，“农村发展旅游， 三个方面比较快，
一个是搞民宿，一个是卖土特产，一个是搞农
家乐。 ”

这得到了当地政府的大力支持。王康照说，
政府正准备将附近的长宁尾村进行统一规划、
统一改造， 引导村民将宅房改造成典型琼北风
情特色的民居，发展民宿业和农家乐，让村民自
己经营。

如今，当地村民的收入节节攀升。以长宁头村
为例，2012 年人均收入是 6300 元，2013 年攀升
到了 12000元 /年。 李恩浩预计 3年后长宁头村
人均纯收入达到 3万元。

“过去我们的小伙子找不到老婆，现在来这
里打工的姑娘们都抢着要嫁给他们！ ”黄亚光自
豪地说，“过去是靠水吃水，养鸭、打鱼什么都干，
但对红树林伤害大；现在靠山吃山，‘靠山’就是
政府、就是红树林景区，保护好了红树林，我们的
收入也翻番了！ ”

（本报海口 4 月 18 日讯）

端上生态金饭碗百姓乐了

荨上接 A01 版
“开了会不落实，提出问题不整改，就是官僚

主义！”这是肖杰近段时间常挂在嘴边的话。闻过
则喜，立行立改，通过梳理征集到的意见，市委明
确了近期整改的重点任务和中远期整改的措施。
各责任单位不等不靠，迅速行动抓整改。

驻岛军民最关心、反映意见最强烈的“上下
岛难”的问题，是目前三沙市教育实践活动重点
整改任务之一。该市行动迅速，加强和改进琼沙 3
号轮管理的 9条具体措施落实了责任人。 现代化
船务系统建设、码头换乘交通工具配备、乘务人员
系统培训等工作已经启动。

三沙市当前建设项目众多、投资额大，加强政
府投资建设项目的监督管理成为十分迫切的问
题。 结合党员干部的意见，三沙市近日出台《三沙
市政府投资建设项目委托社会中介机构提前介入
审计管理办法》和《三沙市建设工程项目办公室
管理暂行办法》，为项目建设构建一套创新的“免
疫系统”。 此外，该市还在研究出台在项目管理上
引进“第三方”造价咨询办法。

三沙坚持高标准不降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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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人天涯

海南选手获
“割胶第一刀”

4月 18 日，来自我国橡胶主要
产区的海南、云南、广东三省的全国
6 个代表队、42 名割胶能手在海口
市万绿园摆开阵势，比赛割胶，展现
劳动者风采。

该比赛由农业部、 中华全国总
工会举办，海南省农业厅承办。来自
海南农垦代表队的选手姚红亮荣获
大赛第一名。

图为选手在比赛中。
文 /本报记者况昌勋
图 /本报记者 苏建强

通讯员 王玉波

海南省海监总队原总队长被控受贿百万元案开审

张光亮当庭忏悔认罪
■ 本报记者 张惠宁 通讯员 刘佳

今天， 海南省海洋与渔业监察总
队原总队长张光亮涉嫌受贿一案，在
海南省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开庭
审理。

海南省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指控
张光亮自 2004 年起至 2013 年， 在任
海南省渔业监察总队副总队长、 总队
长，省海监总队副总队长、总队长期间，
利用职务上便利，为他人谋利益，非法
收受赵某、郭某、朱某等 19 人或其所在
公司共计现金人民币 99 万元以及价值
3.2万元花梨木茶具。

庭审中， 被告人张光亮对 99 万元
受贿数额以及受贿事实表示没有异议，
但就 15 宗指控中的其中 3 宗受贿事实
进行了辩解，他当庭忏悔，表示愧对家
人、同事和领导。

而控辩双方则围绕着张光亮多宗
受贿指控，“拿了钱但没有办事” 是否
构成受贿罪， 以及张光亮是 “一般立
功”，还是“重大立功”展开了辩论。

收受多家公司好处费
被告人及辩方无异议
被告人张光亮及其辩护律师， 对公

诉机关指控的张光亮收受北京某交通通
信工程技术公司朱某 10万元无异议。

2011 年 6 月， 省海监总队为建造
两艘 1000吨级的海监船， 广州某造船
有限公司中标该项目，同年 5 月，某造
船厂在广州召开设备订货会，在确定船
用定货厂商过程中，张光亮先后收受中
国某船舶重工集团公司第 704 研究所
项目负责人周某 10 万元、 扬州一电缆
有限公司总经理杨某 2 万元、常熟一电
气股份有限公司顾问姚某 2 万元、上海
一实业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严某 2万元。

在这笔涉 4 单位的共计 16 万元的
贿赂案中，张光亮当庭仅辩解说，他在
听说周某父亲过世了，当场退回 1 万元
慰问周。

另外，张光亮对收受海南某船舶工
程有限公司经理符某 10 万元， 收受湛

江一船舶修理服务公司经理邓某 4 万
元，收受三亚一水产实业有限公司经理
林某 5 万元等事实，均表示无异议。 这
些公司或因承揽业务需要，或因违规取
砂吹填、无证捕捞等原因船只被查扣寻
求张光亮帮忙“从轻处理”。

拿了钱没办事是否是受贿？
公诉人认为构成受贿罪
被告人张光亮还承认收受了汕头

某建筑总公司黄某 12 万元及 3.2 万元
花梨木茶具，收受三亚某实业发展总公
司副总经理谢某 3 万元，但张光亮认为
他与黄某、谢某私交很好，对方给他钱，
却未找他办事。

陵水某旅业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
凌某为了跟张光亮搞好关系，在中秋节
和春节期间，分 6 次各送给张光亮 1 万
元，共计 6万元。

某工程建设总局海南分公司在违
规取砂吹填被罚 12 万元后， 公司副经
理杨某为和张光亮搞好关系，以便得到

关照，先后三次送张光亮 5万元。
2008年，海南某海景乐园国际有限

公司在三亚后海藤海渔业码头扩建防波
堤时，涉嫌非法填海被调查。海景公司总
经理孙某送张光亮 5 万元请求关照，海
景公司最后仍被处予罚款 23万多元。

以上这些案件，张光亮辩护律师认
为不构成受贿罪，因为“请托人没有具
体请托事项”，海景公司则是张没帮忙。

但公诉方认为这些行贿人的公司
业务与张光亮的职权相关连，张“心知
肚明”，构成受贿罪。

张光亮，1962年 1月出生， 海南东
方人，大学文化程度。 张光亮在最后陈
述中当庭忏悔，表示愿认罪服法，重新
做人。 张光亮亲属已退赃 6 万元，其辩
护人当庭表示其家属将尽力退赃。

公诉机关则认为张光亮如实坦白
罪行，有悔罪表现，有一般立功行为。 法
院没有当庭宣判。

据悉，张光亮案是我省海洋渔业系
统腐败窝案中公开审理的第一宗。

（本报海口 4 月 18 日讯）

省妇联寻找“最美家庭”活动回访李昌女

一片孝心为孤老 传承世代好家风■ 本报记者 陈蔚林
实习生 黄一丹

“家境虽然贫寒，你却是爱的富翁。
别人对父母才有的爱，你却无私地给予
一个流浪的老人。 你伸出手，为门外那
个孱弱的身影撑起遮风挡雨的屋檐。 老
吾老，以及人之老，你用十八年的细心，
称量出‘大孝’的重量。 ”

这是 2013年度感动海南十大人物
颁奖典礼授予儋州市白马井镇藤根村
村民李昌女的颁奖辞。

人们没有忘记这份感动。 近日，省妇
联调研组深入到村（社区）妇女之家，对
各地开展寻找“最美家庭”活动情况进行
调研，发现、寻找当地的“最美家庭”，并
借此机会向李昌女及她的“老母亲”致以
问候。

赡养流浪阿婆
如待亲娘

19年前，李昌女的家门被一双枯瘦
的手轻轻敲响，打开一看，门外是背着
破铁锅和小箩筐的谢阿婆。 “我想吃东
西，还想住一晚。 ”面对谢阿婆的恳求，
她同意了。 然而谁也没有想到，谢阿婆

这一住，就是 19年。
要说最初收留谢阿婆的原因，在老

实本分的李昌女看来，一句“如果没人
管她，她会死在外头的”就是最好的理
由。 在她和丈夫看来，将需要救助的人
拒之门外，或许一辈子都会良心不安。

70 多岁的谢阿婆身体瘦弱， 还患
有肺结核等难以根治、花费巨大的慢性
病。“既然收留她，就要负责到底。 ”然
而，上世纪 90 年代，一年数万元的医药
费对一个普通农村家庭来说并不是小
数目。 李昌女一家只得节衣缩食，甚至
四处借钱，去填补这个“无底洞”。

言传身教
让儿孙更懂孝道

“如果没有这家人，我早就死了，哪
能活到今天。 ”早已与李昌女亲如母女
的谢阿婆如今逢人就说，前两年她患心
脏病时， 医生几度下了病危通知书，可
李昌女不肯放弃，不仅积极寻找治疗方
案，还天天在医院陪伴，给阿婆喂饭、擦
身，硬是将她从死神手里拽了回来。

如今，谢阿婆已经年过九旬，又因
为一次摔伤导致行动不便，行走都要靠
李昌女或扶或抱。而李昌女也已年过六
旬，不再是当初年富力强的样子。 但正
如李昌女所说，“照顾阿婆，我什么都不
图，谁都会有老的那天，我也会变老，也

会需要人照顾”，两位老人的相处，渐渐
的，更像是相互之间的依赖和陪伴。

李昌女的儿媳叶肯林表示，这么多
年，婆婆的言传身教，让他们家的孩子
比其他人更懂得何为孝道。

（本报那大 4 月 18 日电）

有人假借省教育厅名义卖书

千万别上当！
本报海口 4 月 18 日讯 （记者郭景

水）省教育厅办公室今天发布公告显示：
近期，该办接到多所高校反映，有人假借
省教育厅办公室名义，向高校推销《高
等学校辅导员职业能力标准 （暂行）》
辅导书籍。

省教育厅办公室声明，该办和工作人
员未向高校推销书籍，也未授权或委托任
何单位、任何个人从事上述活动。 请各高
校和有关单位提高警惕，防止受骗上当。

■ 本报记者 宗兆宣

一位 79 岁高龄的候鸟老人路
边散步时不慎摔倒在地 ， 意识模
糊，出现呼吸困难。一旁陪同的老伴
手足无措焦急万分 。 面对路边无助
的老人， 一些行人怕麻烦选择了远
远绕开。 但一家烟酒行的姐弟俩勇
敢地走了出来， 第一时间上前救助
老人， 并开车把老人送到家里，随
后帮助按摩疗伤， 确定老人无大碍
后才默默离开。

情况危急
79岁老人突然被花坛绊倒

4月 17 日晚上 6 点多钟 ， 住在
海口国兴大道大润发楼上的华大爷
和老伴像往常一样下楼散步 。 夫妻
俩在南渡江堤岸上走了一会， 准备
回家。 夫妻俩走到省委后门的美苑
路时，准备到几家店铺闲逛一下。 华
大爷想穿过路边的小花坛走到店
里，结果不慎被花坛绊倒。 华大爷当
场出现意识模糊，浑身冒冷汗，脸色
惨白， 呼吸也开始困难。 75 岁高龄
的老伴孙阿婆十分焦急， 可又不知
如何是好。

毫不犹豫
出手相扶并给老人涂清凉油

26 岁的海口小伙蒙定富和姐姐蒙
茜雅在美苑路开了一家圣易禾烟酒行。
蒙茜雅在门口无意中发现了躺在水泥台
上的老人，急忙告诉了弟弟。蒙定富快步
走出店门后， 蹲下来给华大爷涂抹清凉
油， 并用手轻微按压老人的太阳穴和人
中部位。 约 10 分钟后， 华大爷清醒过
来， 身体状态明显好转， 表示想回家休
息，但没力气走路回去了。

蒙定富在路边帮忙拦出租车，可该路
段几分钟都看不到一辆车过来。蒙定富当
即把自己的私家车开了过来，和姐姐一起

把华大爷扶到车里送两位老人回家。 到了
住处楼下后，蒙定富了解到老人的家人都
不在海口，又一直搀扶华大爷挪移到家里
休息。 听到老人喊腿痛，蒙定富检查发现
华大爷右膝盖鼓起了一个鸡蛋大的肿包，
马上向孙阿婆要了一些姜和油，然后慢慢
按摩肿起的部位。 几分钟后，华大爷感觉
全身已无大碍。

孙阿婆还没来得及道谢， 姐弟俩已
默默离开了。

情暖天涯
就算被诬陷也会扶老人

昨晚 9点， 蒙定富在自己微信圈发
了感言， 表示家家都有老人， 人人都会

老，大家应对摔倒在地的老人伸出援手，
这个社会才会温暖。 微信圈里有人回复
说，不能傻傻的轻易扶老人，很容易惹麻
烦上身。但微信圈内有 40多人为他点了
赞，表示非常佩服他的做法。

蒙定富表示，自己宁愿被诬陷，也
会把老人扶起来，不能因为某一件事
把所有的老人都当成坏人和麻烦，否
则以后躺在地上无助的人可能就是
自己。

孙阿婆告诉记者， 夫妻俩一直在北
京工作，见惯了大城市的繁华和冷漠，蒙
家姐弟俩让自己感受到海南人的淳朴和
热情，夫妻俩既感动又感谢。“海南不仅
有好空气，还有这么多好人！ ”

（本报海口 4 月 18 日讯）

老人路边摔倒 好心姐弟“敢”扶！
七旬老人摔倒后呼吸困难，蒙家姐弟紧急救助并开车送他回家

巾帼建新功 共筑中国梦

省妇联调研组开展寻找“最美家庭”活动并探望李昌女及她的“老母亲”。
省妇联供图

警惕

海口 4 男子凌晨持刀抢劫

街面警力
快捕两嫌犯

本报海口 4 月 18 日讯（记者李关平
通讯员张振汉 吴春望）今天凌晨，4男子
趁夜持刀抢劫， 海口警方 110接警后迅
速布下天罗地网，街面警力快速反应，迅
速合围，当场擒获其中 2名抢劫嫌疑人。

4月 18日零时 45 分， 海口市公安
局 110指挥中心接群众报警称： 在丘海
大道与南海大道交界公园处，1对青年男
女遭 4名男子徒步持刀抢劫。 指挥中心
指令路面巡逻民警快速赶往现场处置。

龙华公安分局飞龙队、 秀英公安分
局便衣队、 开发区公安分局金盘派出所
执勤民警迅速赶往现场， 凌晨 1时许形
成合围态势， 在保税区后门将嫌疑人符
某荣（男，20岁，海南东方市人）、符某哥
（男，19岁，海南东方市人）抓获，当场缴
获被抢赃物黑色立马电动车一辆， 钱包
一个、天语黑色手机一部。 目前，该案已
移交开发区分局刑警大队审查处理。

据了解， 近年来海口警方将警力最
大限度摆在街面， 实行由指挥中心直接
将指令下达到路面执勤民警的“一呼百
应”一级处警勤务模式。

擒获

陵水责令香水湾加快海岸线
整改进度

补种木麻黄
恢复海防林

本报椰林 4 月 18 日电 （记者程范
淦 通讯员黄艳艳）本报报道《陵水香水
湾沙滩惨遭“毁容”》（详见 4 月 18 日
B05 版）引起陵水黎族自治县委、县政
府高度重视。 今天， 该县有关负责人带
领海洋渔业局、林业局、国土资源局、房
管局、水务局等有关部门介入调查。

据了解，此前，陵水县有关部门曾接
到群众举报中信香水湾公司海域海防林
被破坏，乱排污水一事。 经调查了解，该
公司占用林地修建草棚和娱乐场地，修
建的排水管道为排雨水工程。 4月 8日，
有关部门相继就破坏海防林和未经批准
安置雨水排放管道的违法用海行为向中
信香水湾公司下发责令整改通知书，责
令该公司在所属范围内填沙， 补种椰子
树、恢复海防林原状，尽快整改雨水管道
设置。 但是，中信公司整改进度缓慢，效
果不明显，业主对此再次投诉。

在现场， 陵水县有关负责人要求中
信香水湾公司加快整改进度， 继续运沙
填补海岸， 拆除在海滩修建的临时草棚
和娱乐场地、排水管等设施；海洋渔业局
工作人员已对管道的排水进行取样调
查，具体结果有待进一步核查。

林业部门有关负责人表示，将组织人
员在海防林带内补种木麻黄，以增强海防
林的防风固沙功能，还沙滩洁净面貌。

整改

海口电动车换购会开幕
最高优惠 1200元，可现场上牌

本报海口 4 月 18 日讯（记者丁静）4月 18 日
下午， 海口世纪公园超标电动车退市便民换购活
动正式启动。 该次活动 “以旧换新” 最高优惠
1200元，购买电动车可享受现场上牌。

海口世纪公园超标电动车退市便民换购活动
于 4 月 18 日至 27 日举行，爱玛、欧派、本铃等一
线电动车品牌多款新车参与换购，掀起 4 月电动
车的换购狂潮。

这次换购活动优惠多， 多家参展经销商在本
次换购会上推出的“以旧换新”活动，优惠让利
1000元—1200元。如果市民购买新车，商家推出
400 元—800 元的优惠幅度。 市民在现场除了可
购车外，还可以参加抽奖活动。

买完车后，车主可在现场直接上牌。据现场办
理上牌业务的陈警官介绍， 市民带好身份证和购
车发票即可上牌，如果帮别人上牌，需要一份上牌
委托书。

本届换购会由海南日报报业集团主办， 南海
网承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