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6月 8 日， 海南中学高中
部考点， 学生在考完英语
科目后自信地走出考场。

本报记者 张茂 摄

6月 8 日， 高考进入第
二天，特警持枪值勤,确
保考场及周边安全。

本报记者 张茂 摄

6月 7 日， 琼海一位老师
和同学在安慰一名痛哭的
考生。 通讯员 吴坤哲

特约记者 蒙钟德 摄

海秀中路、海秀西路到海盛路沿途公交站只见线路牌不见候车棚

烈日下候车 乘客汗流浃背
■ 本报记者 邓海宁

近日， 不少海口市民向本报反映，从
海秀中路、海秀西路到海盛路沿途的公交
站点只见线路牌不见候车棚，市民出行候
车只能顶着炎炎烈日， 常常汗流浃背，盼
望海口有关部门能在站点增设候车棚。

站点无棚 候车太晒

6 日下午， 记者在海秀中路凤凰新
村公交车站看到，整个站点除了一块线
路牌之外再没任何设施，很多在该站点
等候公交车的市民为了防晒，纷纷躲在
路边商铺屋檐下的阴凉处。 他们远远地
看到公交车来了，就赶紧穿过非机动车
道拦车，存在相当大的安全隐患。

记者在线路牌上看到，这里有 1路、

2 路、16 路、17 路等 10 条公交线路，在
这里等车的人流量也比较大， 但是因为
没有遮阳或者挡雨的候车棚， 给市民带
来很多不便。正一手抱着孩子，一手打伞
站在路边候车的陈女士告诉记者， 晴天
还算是好的，最多就是晒，雨天就惨了，
站点附近几乎没有避雨的地方， 海口就
快要到台风多发的季节了， 到时出门候
车根本不敢想象。

记者随后顺着海秀中路、海秀西路、
海盛路一路向西进行了走访， 发现从金
牛岭公园站到长怡路口站道路沿途两边
除了一块站牌之外没有任何遮挡物的
“裸站”有 20多个。

解决还需时日

随后， 记者来到负责海口公交站点

管理的海口市交通港航信息中心， 该中
心负责人表示，海秀快速路项目于 2012
年年底开始进行试桩施工， 根据快速路
的施工规划和工程指挥部的要求， 施工
路段原公交站点需要拆除， 并通过设置
临时站点维持该路段的公交线路。 而对
于临时设置的站点是否能“转正”，什么
时候“转正”，以及增加公共设施、完善
候车功能就并不清楚了。

海口市海秀快速路工程指挥部相
关负责人告诉记者，由于要修建海秀快
速路，对海秀中路、海秀西路、海盛路等
施工路段的公交站点进行了拆除和迁
移， 由于现在设置的只是临时站点，因
此在设置上主要是体现便捷、 经济、可
用的特点，快速路项目完工后，施工路
段的公交站点及其功能也将得到逐步
恢复。 （本报海口 6 月 8 日讯）

本报海口 6月 8日讯 （记者侯赛 梁振君 通讯员
贺澜起 陈海峰）香喷喷的卤猪头肉，竟然产自污水横
流、脏乱不堪的黑作坊。 而且，用来给猪头拔毛的竟是
熬得像沥青一样的松香。 因该黑窝点涉嫌在生产的食
品中掺入有毒、有害的非食品原料，涉嫌刑事犯罪，省
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已将案件移送公安部门，4名犯
罪嫌疑人已被公安机关控制，目前案件还在审理中。

6 月 6 日上午，根据主动摸排到的线索，执法人
员来到位于海口市秀英区某化工厂旁边的一个黑窝
点， 发现两个户主在一个地面污水横流的院里涉嫌
用沥青、松香给猪头肉拔毛，并制作猪头肉等熟食。

其中一户加工场所，地面污水横流，地板上堆放
着一批猪头肉和一盆猪大肠， 靠近厕所旁边的两个
灶台边缘上粘满黑色凝胶样物质， 其中一个灶台生
着火，一口铁锅正在熬制黑色凝胶样粘稠液体，灶台
边上放着一盘黄色晶体样物质。 加工场所台面上发
现一瓶已开启的“食品添加剂复配着色剂”，加工场
所东西两边各有一台冷藏柜，存放着生、熟猪头肉。
在靠近院子大门的房间里，发现一包化工原料“聚
酰胺树脂”，约 7.9公斤重。

在另一户加工场所， 地面上直接堆放着一批已
褪毛的猪头肉，一水盆的猪大肠。 有三个灶台，两个
灶台边缘粘满厚厚一层黑色凝胶样物， 在一口铁锅
里发现凝固的黑色凝胶样物，内有毛发。场所的周围
有三台冷藏柜， 存放着白色的生猪头肉及淡红色的
加工过的猪头肉。 在加工场所的台面上发现一瓶
“食品添加剂复配着色剂”。

执法人员现场查封扣押了猪头肉、猪大肠、铁锅
及黑色凝胶样物、食品添加剂、树脂，抽样送检 11
个样品。经清点两个户主的物品，总计查封扣押猪头
肉 355 公斤、猪大肠 37 公斤、松香 12.9 公斤、两瓶
食品添加剂、铁锅内的黑色凝胶样物质 13公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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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源工程走进海南
捐赠 15 辆救护车

本报海口 6 月 8 日讯 （记者张谯星 通讯员沈
德安）今天，中华思源工程扶贫基金会、芭莎公益慈
善基金在海口举行捐赠仪式，向五指山、临高、保亭、
琼中、白沙等 5 个国家级贫困县捐赠 15 辆救护车，
用于缓解基层医疗急救难题。

“2014思源救护中国行”走进海南得到了社会
各界的广泛关注。记者在捐赠仪式现场了解到，我省
5市县分别获赠了 3 辆救护车。 获赠名单中不仅有
县级医疗机构，还有不少乡镇卫生院，这将显著提高
基层医疗急救水平，解决贫困地区群众的切实需求。
为了真正发挥救护车的应有作用， 思源工程还为每
辆救护车加装了卫星定位系统， 捐赠人可在电脑上
随时查看救护车的运行情况。

儋州夏日国际广场开盘

明年“五一”营业
本报那大 6 月 8 日电 （记者易宗平）“以后买

高档商品不用跑到海口、三亚或省外其他一线城市，
在儋州就能买到了！ ”今天，得知夏日国际广场开盘
的消息，在市政府大楼上班的张琳兴奋地说。

今天正式开盘的儋州夏日国际广场， 是拥有建
筑面积达 45 万平方米的超大型商业综合体， 总投
资 20 亿元，功能定位于“三个中心”，即时尚体验
中心、都市生活中心、休闲娱乐中心。其中，为市民提
供 1万平方米的户外休闲广场。

这个商业综合体， 由新加坡 MAP 商业集团及
旗下三亚夏日百货投资。 投资方介绍，将于 2015年
“五一”期间开张试营业，届时可为百万人口大市的
儋州提供 5000个就业岗位。

英语听力考试，多措施消除影响因素

37分钟里，能听到针落地的声音
■ 本报记者 郭景水

今天 14时 45分，海口实验中学高
中部考点，站在考场所在的教学楼三楼，
考点主考、 海口实验中学校长林茵茵手
轻轻一挥，学校的卷闸门慢慢推开，直至
将大门关闭。 与此同时， 考点的广播声
起：现在是北京时间 14时 45分，请甲监
考员校准考场挂钟时间，乙监考员启封、
清点、分发答题卡、条形码和草稿纸……

今天下午进行的是英语考试，15
时正式开考。 首先是英语听力部分，正

式开考前要进行试听环节。
49个考场所在的两栋廊道相连的

教学楼，整个都安静下来了。 站在三楼
广播室门口的副主考、 海口实验中学
副校长许笃松突然迈起脚步， 却几乎
听不到脚步声。 原来四楼一个考场的
电风扇还在转动，他要上去关闭。

据了解， 为了消除有可能影响的
因素，在进行英语听力考试的时候，考
场内的电扇、灯都要关闭，即使放在考
场外的考生手机也要关闭。

记者注意到， 海口实验中学高中

部的考场， 每一个楼层都有一名英语
老师在监听，主要是听播音效果。 为保
证考场的播音效果， 考点广播室将校
园广播的操场、食堂、甚至教学楼走廊
的播音功能，全部关闭。

14时 55分，开始分发试题。
15 时 22 分，广播声响起：听力部

分到此结束。
从 14 时 45 分到 15 时 22 分，总

计 37 分钟时间里，在海口实验中学高
中部考点，你可以听到针落地的声音。

（本报海口 6 月 8 日讯）

本报海口 6 月 8 日讯 （记者
宗兆宣）今天中午，琼山华侨中学
高考生小王把装有自己准考证、身
份证等证件的袋子不慎遗失，险些
耽误下午的英语科目考试，直到老
师提供了该考生的准考证复印件
才得以入场考试。截至晚上记者发
稿时，考试局、公安机关已及时为
该考生补办证件。

据琼山华侨中学高三(9)班班
主任介绍，小王是在海南实验中学
考点参加考试。中午突然接到该考
生打来电话， 称自己的准考证、身
份证、考试用具装在袋子里全部遗
失了。班主任钟老师让小王按时参
加下午的考试，并于下午把该考生
的准考证复印件提供给考点的考
务人员，一些爱心商家提供了考试
用具，该考生顺利参加了下午的考
试。

截至晚上 8时，海口市考试局
为该考生补办了准考证。了解到小
王家住海口市龙华区遵谭镇后，海
口市公安局龙华分局承诺在最短
的时间内为他补办身份证明，小王
将顺利参加 9日的高考。

“海口骑楼”进入政治考题
本报海口 6 月 8 日讯 （记者郭景

水）“在政治考试中， 其中一道选择题
的题干是关于海口骑楼的。”今天上午
10 时 30 分过后， 从海南中学初中部
考点走出来的多名文史类考生， 向记

者欣喜地说到。
“看到海南的题材进入考试内容，

首先感觉是非常温馨。”来自国兴中学
的考生邓同学告诉记者， 海口骑楼是
海南文化的重要代表。

在政治考题中，不仅是“海口骑楼”
带着海南色彩，多名考生向记者说到，还
有一道论述题关于“生态建设，我们该如
何参与”，“得天独厚的海南生态环境，
让我们答题时，可以更多地结合生活。 ”

本报三亚 6 月 8 日电 （通讯
员李佳莉 记者林容宇 ）6 月 7 日
下午， 在三亚一中参加高考的学
生陈某考完试乘坐 “爱心送考”
大巴车返回鲁迅中学时， 不慎将
身份证遗失。 他着急万分，迅速报
告老师， 老师怀疑身份证有可能
落在车上， 遂与交通局相关负责
人联系。 该负责人知晓这一情况
后， 考虑到身份证对考生非常重
要，在了解了该考生的姓名、所乘
车辆车号后， 立即联系上该考生
所乘车辆的所属企业， 要求企业
寻找考生身份证。

企业经理根据考生提供的车号
尾数为 226 的信息，迅速找到当班
司机， 当班司机杨师傅赶紧从市区
打的到停在机场附近的车上寻找，
在交通局、 学校老师两方不断沟通
和核实详细信息后， 终于在车辆的
倒数第三排找到了该考生的身份
证。

6 月 8 日早上 7 时， 在该车辆
再次到鲁迅中学接考生前往考场
时， 琼 B××226 的驾驶员杨师傅
将身份证送回考生陈某手中。

我省高考第二天，533人次缺考

1名考生因拖答被记违规
本报海口 6 月 8 日讯 （记者郭景

水 宗兆宣 通讯员贠丁琦 高春燕）今
天进入高考第二天，我省的文史类考生
进行了政治、英语科目的考试，理工类
考生面对的则是物理、英语科目。 全天
考试结束后， 记者从省考试局获悉，今
天上午缺考 263 人次， 下午缺考 270
人次。 全天共发现 1名考生违规，这名
海口考区的考生，因为拖答（注：拖答
就是考试终了时间已到不听劝阻继续
答题）被记违规。

今天上午，副省长王路通过省国家
教育考试考务指挥中心巡查系统，检查
了解了部分市县试卷保密室、考务办公
室、考场等场所，重点查看了考生入场

等工作环节，详细询问了考试第一天各
考区安全保卫、考场管理、考试组织实
施等工作。

随后，王路视频连线海口、三亚、儋
州、文昌、昌江、五指山六个市县，详细
询问了当地考区的考点警力配备、考试
安保及考点管理等情况，并结合我省考
试工作实际，提出了三点要求：一是要
求各市县再接再厉继续做好考试后续
工作，重点加强考试安保，做好应急预
案， 继续为考生提供服务， 对公安、武
警、电力、工信、卫生、保密等部门在考
前及考试期间所做的工作给予了充分
肯定；二是要求各考区要安排好领导带
班和值班，切实负起责任，保证考试组

织领导到位； 三是要求做好后续的阅
卷、录取等工作。

全天考试结束后， 省考试局通报
称，今天下午英语听力考试前，文昌、万
宁、澄迈、琼海、屯昌等市县不同程度出
现雷雨天气。为确保听力考试安全平稳，
省考试局 6月 8日中午紧急通知各市县
做好应急准备，开考后，省教育厅、省考
试局有关领导会同公安、 电力等部门相
关负责人， 有效引导和布置各市县的听
力考试应急工作， 经过各级各部门共同
努力，我省英语听力考试整体平稳。

记者了解到，高考两天来，全省各
考点警力配备得到加强。临高考区配备
75 名警力，武警、公安、交巡警多警种

参与考试安保，考生驻地安排了公安进
行巡逻； 五指山中学考点也配备了 10
多名警力； 三亚三个考点共配备警力
60 多名；昌江中学考点配备了 30 多名
警力，其中 2 名武警；陵水中学考点 4
名公安持枪执勤，门口及周边 5 名特警
巡逻；洋浦中学考点安排 20多名警力，
其中 9名武警， 考点外治安、 交警、防
暴、网警、消防警察等全部到位服务高
考。

在着力服务考生方面，三亚考区在
考点办公室配备了彩色打印机，为忘带
或遗失准考证的考生及时补办准考证。
临高县卫生局专门配备 120急救车，安
排医务人员驻点待命。五指山市考区第

一天考试结束后，通过广播给广大考生
播发师长寄语，对考生进行心理疏导和
人文关怀； 三亚市从 20余家爱心企业
抽调 70 台公交车、30 台出租车分别在
10个考生驻地免费接送考生。 万宁、五
指山、临高、昌江、琼海、陵水等电力保
障部门都为考点配备了电力应急车，确
保考点电力供应。全省各考点积极发挥
各界力量，组织开展“爱心送考、送水、
送文具、送消暑饮品”等志愿服务。

据悉，各考区在积极组织实施考试
的同时，省考试局高考网上评卷工作已
着手准备，答题卡扫描工作已安排就绪，
评卷教师都已选定，管理人员已安排到
位，后勤安全保障等工作已全面落实。

爱心司机
及时送回

相关部门
及时补办

自信

黑作坊用松香
给猪头肉拔毛
执法人员查封各类肉品近 400 公斤
4人被公安机关控制

黑作坊脏乱不堪。 （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供图）

海秀路很多公交站没候车棚。 本报记者 陈元才 摄

海口交警全力护考

警用摩托送多名考生
本报海口 6 月 8 日讯 （记者宗

兆宣 特约记者陈世清 通讯员李盛
兰)高考两天来，海口市公安局交警
支队共出动警力 600 余人次， 在各
考点周边进行交通管控， 并用警用
摩托及时将多名求助的考生送达考
场，赢得考生和家长交口称赞。

7 日 9 时左右， 秀英大队辖区
市一中、海口旅职校考点周边金福
路与椰海大道交叉路口因暴雨积
水导致交通中断，送考小车无法通
行。 林鸿宇支队长收到警情信息后
赶赴现场指挥疏导。 根据林鸿宇的
要求，秀英大队在积水路段两端安
排警力疏导，放置标志牌提示过往
车辆，并将现场交通中断情况报告
指挥监控中心，由指挥监控中心通过

交通广播电台向社会发布实时交通
警情，提醒送考车辆绕道通行，确保
了该路段未发生送考车辆滞留和交
通拥堵。

7 日 14 时 30 分许， 一名考生
考试要迟到了,向龙华大队执勤协
警王程求助。 了解情况后，王程立
即驾驶执勤摩托车将考生送至侨
中考场。

6 月 8 日上午 8 时 30 分左右，
琼山大队辖区海南中学高中部考
点一名考生因走错考场来海南实
验中学考点，向正在疏导交通的执
勤民警林尤川求助。 林尤川迅速用
警用摩托车将该考生送到了海南
中学高中部考点， 使其及时参加考
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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屯昌南吕开展取缔
非法儿童彩票行动

本报屯城 6 月 8 日电 （通讯员邓积钊 记者洪
宝光）今年 6 月 4 日，本报报道了屯昌县南吕镇大
罗村大罗小学附近有卖“儿童彩票”一事后，引起屯
昌县南吕镇委、镇政府高度重视，于 6 月 5 日早上
召开了取缔非法小彩票紧急工作会议。 会后由南吕
派出所、工商所、药监所、中心小学和镇综治办等部
门共 12 人组成的联合工作小组到大罗村、 南吕中
心小学附近排查，共依法取缔了 2 家非法向小学生
兜售小彩票的小卖部， 当场责令小卖部关门停业并
作出相应的整改。

与此同时， 南吕中心小学召开各村小学校长工
作会议，要求各村小学要立即对小学附近的小卖部进
行仔细排查，如有发现非法向小学生兜售小彩票的现
象，立即向镇委、镇政府报告以便采取进一步措施。镇
委、镇政府要求各村治保员今后要加大对学校周边的
巡查力度，防止此种不良现象向农村蔓延，一经发现，
必将立即依法取缔，还孩子们一个健康的成长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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