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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孙慧 通讯员 李健 吴妮

入夏的一天早上，阳光初照，在澄迈
县桥头镇南边的一座小院子里，芒果树
郁郁葱葱，饱满的果实垂坠在枝头树影
间。这座18亩大小的敬老院，是桥头镇
老人和小孩最喜欢来的地方，每天早晨

和傍晚，院子里芒果树下，老人下棋，小
孩玩耍，一副其乐融融的景象。

不远处的休息室里，传来一阵欢声
笑语，原来，5个白发苍苍的老人正在房
间里打桥牌。一位个头魁梧，身穿背心
短裤的老人，时不时走过来瞧两眼，然后
又去拿上扫帚继续扫院子里的落叶。“最
近落叶比较多，院子里该扫下啦！”

这位老人是81岁的周映芬，已经担
任这座敬老院院长12年了，尽管他的年
龄比院子里的一些老人还要大，可大家
都尊称他为“老院长”。

“老院长人可好了，我们平时有个头
疼脑热的都得麻烦他。”“老院长不容易，
有儿有女，还得整天在这里陪我们这群
孤寡老人。”……说起老院长的好，院子
里14位老人有说不完的话。

桥头镇敬老院自1988年开始建立，
由于条件差，工作人员少，十多名孤苦无
依的老人的管理工作成了难题。

2002年，时任院长去世后，镇领导
找到了当时已经从镇政府退休在家的周
映芬，请他来担当敬老院院长。

“我可是被镇政府给‘骗’过来的，本

想着可以过过领导瘾，没想到是来给老
人当保姆的。”周映芬笑着对记者说，当
年来之前，就知道这会是桩“苦差事”，可
身为共产党员，即使已退休，也还想着能
给社会发挥点“余热”。

周映芬没想到，这个“保姆”一当，就
当了12年。12年来，他成了敬老院里
的“大家长”，每天带领老人们种菜、打扫
卫生，锻炼身体。12年间，周映芬在病
床前为15位老人披上了寿衣，目睹他们
安详离开了人世。

“老院长是我们的主心骨，这院子可缺

不了他。”95岁老人王少婷说，从她住进敬
老院以来，除了偶尔有事请假回家，周映芬
很少离开过这个小院子过夜，即使春节回
家拜年围炉，他也是吃完年夜饭就赶回
来。“老人都怕孤独，都渴望有家庭温暖，所
以他都是尽量赶回来和我们一起过节。”

12年过去了，院子里的芒果树从柔弱
小树长成了枝繁叶茂的大树，周映芬步伐
也不如从前矫健，黑白参杂的头发也全白
了，可他依然坚持着。“也想着回去哩，儿
孙也都叫我回去，就是舍不得这群‘老小
孩’嘛。” （本报金江6月23日电）

自己已是耄耋，却在照顾不少比他年轻的老人

周映芬：81岁的敬老院院长

■ 本报记者 程范淦 通讯员 夏勇

“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
……”6月19日下午，陵水黎族自治县
英州镇赤岭爱民固边模范村敬老院里响
起一阵阵欢快的生日祝福歌，伴随着歌
声，一句句温馨的祝福语充满了敬老院
每个角落。这天是赤岭村五保户黄亚西
老人的89岁大寿，老人的“兵儿子”——
赤岭边防派出所的民警为老人准备了隆
重的生日晚会。

当天，派出所民警早早就拎着生日
蛋糕、水果等礼物来到敬老院。民警们
把老人屋里屋外打扫得干干净净，并陪
着老人聊家常，听老人讲故事。下午5

时30分，生日晚会正式开始，民警和敬
老院的其他老人们围坐在一起为老寿星
插上了蜡烛，唱起了生日歌，并一起许
愿，为老人送上最诚挚的祝福。

“您老尝尝这蛋糕，看看甜不甜。”民警
小叶切下第一块蛋糕递给了黄亚西老人。

“真甜！这蛋糕我要吃到100岁！”
黄亚西老人慢慢品味着蛋糕，不禁潸然
泪下：“我没有子女，从来没有人给我过

生日，只有你们还记得我的生日，你们都
是我的好儿子。”

2013年年底，赤岭边防派出所民警
在帮助黄亚西老人办理二代居民身份证
时得知6月19日是老人的生日，民警想
着一定要让老人89岁大寿开心度过，于
是就有了派出所民警在敬老院为黄亚西
老人过生日的感人一幕。

“不是亲人胜似亲人！”这是赤岭

村的孤寡老人在别人面前提到派出所
民警时说得最多的一句话。派出所民
警与孤寡老人的深厚感情还得从6年
前说起。6年前，在海南公安边防总队
的牵头下，赤岭爱民固边模范村正式
建立起来了，在走访过程中，派出所民
警了解到辖区 10多名困难孤寡老人
的情况后，主动把这些老人列为帮扶
对象，力所能及地帮助他们解决日常

生活中出现的困难，并形成了长期帮
扶机制，边防派出所民警主动融入了
孤寡老人的生活，用真诚和爱心感染
了每一名孤寡老人，使关心和祝福温
暖着他们的晚年生活。作为孤寡老人
中的五保户，黄亚西老人更是成了派
出所民警关心、照料的重点对象。

派出所的民警是流动的，但民警们
与辖区老人们的感情却没有因人员流动
而流失，在敬老院里总是能看到边防派
出所民警们忙碌的身影和热情洋溢的笑
脸，民警们希望把对老人的爱和关心体
现在最普通、最简单的方式中，就像孩子
对待自己的父母一样。

（本报椰林6月23日电）

陵水英州赤岭边防派出所民警

甘为10多位孤寡老人当“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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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石碌6月23日电（记者黄能 通讯员罗
金 麦兆堂）近日，昌江法院乌烈法庭成功调解
一宗跨省租赁合同纠纷案件，被告当场向原告
支付 100 万元设备租金，既调解双方矛盾，化
解原告企业资金燃眉之急，又避免案件进入执
行程序。

原告惠某某公司向法院诉称，被告湖南某某
集团向其租赁钢管、扣件、顶托等建筑设备用于项
目建设，但未按合同支付租金，给原告造成了极大
的经济损失，故请求判令被告支付租金、违约金、
租赁物损失费等共计171万余元。

主办法官认为被告远在湖南长沙，到海南参
加庭审路途遥远、诉讼成本也过高，调解才是最佳
的结案方式。在电话调解未果，第二次庭审的调
解阶段双方也未能达成一致的调解意见的情况
下，主办法官再次组织双方到调解室，耐心阐明调
解结案对各方的利害，逐一询问各方的调解方案
并进行对比分析和综合，全面分析了调解对案件
以及双方利益的好处。最终，双方达成一致意见：
由被告湖南某某集团支付给原告100万元的设备
租金。

签下协议后，被告湖南某某集团当即派公司
会计到银行办理了转账手续，原告收到账款后，握
住法官的手激动地说：“感谢法官和昌江法院，让
我们这么快拿到账款，解决了我们单位的资金问
题。”被告对调解结果也表示满意。

昌江：

调解上百万跨省租赁
合同纠纷案

本报八所6月23日电（记者张谯
星 通讯员李肖珏）记者今天从东方市纪
委获悉，东方市城市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原总经理李根强因受贿罪、滥用职权罪，
近日被东方市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
15年。

据检方指控，2010 年至 2013 年，
李根强在任东方市城市建设投资有
限公司总经理期间，利用职务上的便
利，在工程项目的建设、进度款拨付
过 程 中 ，非 法 收 受 他 人 贿 赂 共 计
25.39 万人民币；同时，被告人在负责
八所中心渔港工程项目的质量控制、

进度控制、造价控制、合同管理、信息
管理以及公司内部和外部协调工作
中，滥用职权，致使国家利益遭受损
失，情节特别严重。

法院认为，被告人李根强收受贿
赂后为他人谋取利益，滥用职权，致使
国家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社会影响特
别恶劣，情节特别严重，应予严惩。经
审，李根强犯受贿罪，被判处有期徒刑
10年；犯滥用职权罪，被判处有期徒
刑 6年。数罪并罚，法院决定判处其
有期徒刑15年。据了解，李根强当庭
未提出上诉。

受贿25万余元，滥用职权致国家利益受损

东方城投原老总被判15年

本报万城6月23日电（记者金昌波 通讯员
许平飞 殷潇潇）近日，万宁、乐东两名男子驾驶
摩托车路过无人看管的仓库时，心生歹意，偷走
18支无锈钢立柱。日前，万宁法院以盗窃罪判
处该两名男子有期徒刑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
币1000元。

2013年11月29日23时许，陈某义、李某海
驾驶摩托车路过万宁市礼纪镇石梅湾九里一期项
目工地时，发现工地仓库无人看守，便偷走18支
无锈钢立柱。两人将无锈钢立柱运至石梅湾B路
大陆港桥处时，被王某祥发现并报警，陈某义逃
跑，李某海被当场抓获。案发后，18支无锈钢立
柱已发还被害人王某祥。

万宁法院认为，陈某义、李某海以非法占有为
目的，秘密窃取他人财物，数额较大，其行为构成
盗窃罪。陈某义、李某海犯罪后如实供述自己罪
行，当庭认罪，遂作出上述判决。

万城:

路过仓库起歹心
偷盗立柱终获刑

本报海口6月23日讯（记者周月光）“一辆
大货车在路上侧翻，把我家房子压毁了。”今天下
午，本报热线接到海口市民周先生报料称。

记者驱车下新埠岛大桥右转几百米，在东坡
村一条狭窄的水泥路右侧，记者看到，一辆大货车
（车牌号为琼A32515）翻倒在路坡下，车轮横在
空中，车身压着路坡下一排民房。绕到坡下民房
前，车子拉的泥土倾覆在压毁的民房顶上。而在
大货车侧翻的地方，水泥路基已经被压出1米多
长、宽度能放进一个鸡蛋的裂缝。

“下午4点左右，我走出家门准备上坡去市里
办事，看到一辆大货车从新埠桥方向驶过来。我
还没上坡，就听到一声巨响，回头一看，那辆大货
车倒向路坡，正好压着那排民房顶上。”住在附近
的吴先生说，被压毁的房子是厨房兼饭堂，幸好不
是吃饭时间，里面没人；不过，就在车子侧翻前不
到1分钟，他爱人还在厨房边一口井旁打水，现在
回想起来还心有余悸。

在事故现场，记者没有看到货车司机。报料
人周先生说，车子侧翻后，司机自己从车里爬出来
走了，没有看到他有明显的伤痕。

在现场处理事故的交警说，初步了解，事故原
因是，对面有人骑车过来，大货车紧急避让，由于
水泥路基太窄，车轮子驶出路面以致发生侧翻。
对于被压毁的民房，货车应该承担全部赔偿责
任。同时该交警表示，这段路没有限速、限载等管
理标识，需要加强管理。

海口：

货车侧翻压毁民房

本报洋浦6月23日电（记者金昌
波 通讯员胡娜 石磊）6月11日，一封
来自荷兰CARU Containers公司的感
谢信，远渡重洋出现在洋浦开发区人民
法院收发室。原来，作为一宗破产清算
案件的衍生诉讼案件原告，CARU公司
为洋浦法院公正高效司法所折服，特致
信表扬洋浦法院的专业水准和团队敬
业精神。

CARU公司曾向上海海事法院起
诉，要求取回其租赁给破产公司的900
个集装箱货柜。上海海事法院立案受
理后，发现洋浦法院早于此受理了此案
被告的破产清算案件，于是依法移送洋
浦法院。

鉴于这宗涉外案件标的额较大，洋
浦法院派出精兵强将，由具有20余年民
商事审判经验的民庭庭长廖长荣领衔
组成合议庭，在开庭前组织证据交换，
结合破产案件中涉及的标的物仔细予
以核对，为庭审顺利进行奠定了坚实基
础。

但CARU公司仍担心基层法院可

能存在审理涉外案件能力不足、甚至出
现地方保护以致自身受到不公正对待
等问题。CARU公司法人代表亲自从
荷兰本部飞抵中国，于4月22日到庭全
程旁听该案庭审。

“真没想到，中国法官会不厌其烦
对690个集装箱逐一审查核对，中国法
官的敬业精神和职业素养令人钦佩。”
庭审结束后，CARU公司法人代表当场
对洋浦法院法官的庭审能力、专业水平
表达了敬意。据了解，其他210个权属
确定的集装箱，通过法官不懈努力，在
案件审理期间已经先期返还给CARU
公司。

据悉，该案从立案到最后完成送达
仅用了不到两个月时间。

据了解，洋浦法院系全国仅有的47
个由最高人民法院授权管辖第一审涉
外、涉港澳台民商事案件的基层法院之
一。多年来，洋浦法院审理的涉外、涉
港澳台案件无一上诉或被发回改判，在
国际上树立起中国法院、法官公正司法
的良好形象。

越洋感谢信来自荷兰
盛赞洋浦法院高效专业

本报海口6月23日讯（记者苏建强 通讯员
符嘉峻）近日，经过海口市秀英区消防大队摸底排
查，该区长流镇一家名为佳豪服装加工厂的场所
因存严重火灾隐患被责令整改。

该服装厂位于长流镇中华居委会一栋临街商
业楼的二至三楼，占地面积约500多平方米。在
派出所民警的协助下，消防监督员很快找到了该
加工厂的所在地。刚步入厂房，一盆火焰吸引了
检查人员的眼光，原来是厂内的管理人员正在祭
神烧纸。环顾四周，采用木板分隔的办公及作业
区中，各种布料、纸箱等可燃物品密集，未穿管保
护的电器线路纵横交错，埋下了诸多安全隐患。
此外，厂房内有30多名工人正在忙碌工作，但该
场所内除了几个过期失效的灭火器以外，未配置
室内消火栓系统，只有一个非封闭式楼梯间作为
安全出口，一旦发生火灾，在场人员的安全问题令
人堪忧。

在检查过程中，消防监督员耐心向该加
工厂的管理人员进行宣传教育，说明在该场
所内使用明火属消防违法行为，并当场责令
制止；此外，对场所内存在的电器线路、安全
出口、消防设施等方面的安全问题责令其限
期整改，还将在短期内对该服装加工厂作出
进一步的查处决定。

服装加工厂存火灾隐患
秀英大队当场整治新一轮商业投资重塑消费版图◀上接A01版

力争完成6个农贸市场的升级改造。”儋
州商务局负责人说。

万宁首创奥特莱斯是海南首家，也
是目前为止规模最大、业态最丰富、知名
品牌最多、最具价格竞争优势的旅游奥
特莱斯。

“今年6月1日，奥特莱斯的核心部
分名品折扣店试营业，引进近百家国内
外品牌入驻。试营业当天客流达3万人
次，销售额近百万元，超出了我们的预
料。”海南奥特莱斯公司总经理林爱国喜
不自禁：“毫无疑问，我们将继续加大投
资力度。”

三亚逾1/4的投资几乎都集中在海
棠湾。“我们累计实施确定的项目达100
多个，正在建的有39个，前两年海棠湾固
投均突破百亿元，海棠湾已成为引领三亚
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动力、新引擎。”海棠
湾管委会副主任吴钟斌透露，目前风情小
镇、水系工程、论坛、文化不夜城、国际购
物中心、养生社区、国际艺术中心、国际游
艇社区等一大批重大项目正抓紧实施。

良好预期持续增强

“2006年海南固定资产投资仅379

亿元，去年全省完成固定资产投资
2725.01亿元，较上年同比增长27.0%。”
省发改委主要负责人说，国际旅游岛建
设吸引了大量资本的蜂拥而入，而一批
又一批大项目建设的带动，带旺了包括
商贸物流业在内的各领域的投资。

今年1-5月，海南固定资产投资继
续保持两位数增长态势，完成投资超千
亿元。

对于各路资本青睐海南的原因，投资
界不约而同坦言：独特的区位优势和良好
的发展前景吸引各路资本源源不断涌入，
特别是国际旅游岛建设上升为国家战略
后，资本如潮水般再度蜂拥南流。

“三亚免税店开业后，受到国人的
广泛关注，购物人数逐年攀升，目前三
亚免税店营业面积近1万平方米，接待
能力有限，在旺季客流高峰期需顾客排
队进店，无法为顾客提供舒适的购物环
境。”苏毅说，为此，中国国旅集团于
2010年与三亚海棠湾管委会签署“海
南国际免税城”项目协议，项目将于今
年9月开业。中免集团为国旅集团旗
下核心企业。

由观澜湖集团斥巨资在琼投资的兰
桂坊、冯小刚电影公社两大商业综合体，
后者已于6月营业，一个以冯式系列经
典电影场景为主要元素，集建筑艺术、电
影文化和商业休闲为一体的电影主题旅
游胜地已揭开面纱。

而集高尔夫、休闲生活、环球娱乐、
餐饮、购物及文化于一体的兰桂坊项目，
预计今年9月开放。

“北纬18度，被称为地球上神奇的
纬度线，将海南岛与夏威夷、坎昆等世界
著名度假胜地串成一条珍珠。”观澜湖相
关负责人说。

“从人流、物流、资金流的涌入情况来
看，无论是岛内外投资者，或者是消费者，
他们对国际旅游岛建设的良好预期都在
增强。”中改院海南研究所所长夏锋说。

占地面积300亩的海南中部（屯昌）
家居建材城开业不足两年，已吸引900
多家家居装潢店铺落户，是我省集装饰
装修材料、家居用品为一体的综合性“一
站式”家居城。

“二期项目正在征地，公司还要在此
建电器城。”海南雅境置业有限公司总经

理白和明说。

进一步增强海南竞争力

资本竞相涌入商贸业，极大地改变
了海南的商贸业态，进一步增强了海南
竞争力和宜居性。

以海口为例，在实施国际旅游岛战
略的背景下，海口的商务事业取得显著
成就，很好的发挥了省会城市的辐射示
范作用。

“华润万家、望海国际、京华城、美兰
机场免税店、综保区免税品展示中心等
一批商业项目建成营业，居然之家、金盛
达建材城、四个区的农产品公益批发市
场、农贸市场升级改造等一批专业批发
市场投入运营，喜盈门建材家具城、海口
远大生活广场项目开建，海口商贸流通
业态有了较大变化，水平有了较大提
高。”省商务厅厅长叶章和说。

三亚商贸业发展也乘势而上。“人到
哪商业就跟到哪，过去三亚的商贸基本集
中在解放路商圈，随着城区的扩大和游客
的增多以及路网的完善，解放路依然是核

心商圈，大东海片区、三亚湾、亚龙湾商圈
已然成形，正在快速形成中的海棠湾商圈
发展潜力更是不可估量。”吴钟斌认为。

林爱国认为，奥特莱斯的出现使顾客
能够在本岛就轻松完成休闲购物之旅，再
加上奥特莱斯的杀手锏“品牌+折扣”，可
满足多层次消费者的需求。“相信奥特莱
斯在岛内零售市场也会掀起一番新气象，
这将极大的影响海南人民的购物习惯和
方式，重塑海南的时尚玩购版图，成为海
南人及游客朋友的玩购新地标。”他说。

业内人士同时指出，作为典型的消
费承接地，随着国家消费政策和环境的
变化，我省以旅游业为龙头的服务业面
临更加激烈的竞争环境，商贸业竞争格
局亦将迎来巨变。

“长期来看，岛内外资本将对海南持
续保持关注，关键是要把这种关注变成实
实在在的项目，使项目‘有名又有实’。”省
科技厅副厅长、省知识产权局局长杨天梁
说，海南土地资源稀缺，要用最少的资源
换来最大的产出，若想保持对资本等各种
生产要素的长期吸引力，海南须进一步完
善基础设施，做好包括商贸项目在内的落
地、跟踪服务工作等，进一步增强海南的
核心竞争力和宜居性。

（本报三亚6月23日电）

本报五指山6月23日电（记者洪
宝光 通讯员余军军）今天上午，五指山
市一公司普通员工黄先生带着一只被
铁网关住的蟒蛇找到了该市林业局，随
后该市林业局相关工作人员与黄先生
一行来到五指山国家自然保护区将蟒
蛇放生。

“路过保亭的时候看见有人想将
这只蟒蛇当做餐桌美味，我觉得这种
行为不对，就花了近4000元钱买下了
这只蛇。”黄先生说：“这么大的蟒蛇很
少见，现在这样的野生动物越来越少，
我觉得保护野生动物是每个公民的责

任和义务，所以我买下来送到了林业
局，交由他们处理。”

据了解，黄先生买的蟒蛇长2.5米
左右，重28斤，经专家鉴定，是热带蟒
蛇，属于国家一级保护动物，濒危物种，
系无毒蛇类。放生前，五指山市林业局
野生动植物保护站有关专家还对蟒蛇
做了检查，确定没有受伤后才放生。

“近年来，五指山市群众保护野生
动物的意识越来越好，对于黄先生这
样自掏腰包的爱心人士，我们会向省
野生动植物保护管理局反映给予一定
的奖励，进一步完善我们的制度。”五

指山市林业局野生动植物保护站王站
长介绍说。“这次我们驱车近四十公
里，将蟒蛇带到五指山国家级自然保
护区放生，一是因为环境适合它生长，
二是因为这里可以让它遭受捕杀的机
会降到最小。”

据了解，近年来，五指山市加大了
对滥捕、滥杀、滥猎等行为的打击力度，
每月联合执法大队、工商等部门不定期
对餐饮、经营等场所进行检查，并加大
了处罚力度，发现一例处理一例，同时
利用相关宣传手段加大了对市民保护
野生动物意识的培养，效果较好。

国家一级保护动物蟒蛇险成盘中餐

五指山热心市民为其赎身放生

6月23日，五指山国家自然保护区，黄先生打开铁笼，蟒蛇回归自然。 本报记者 武威 通讯员 余军军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