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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考名单

本科提前批
北京林业大学
专业：设计学类

陈毓晖 08029
张艺译 13389

北京师范大学
专业：汉语言文学

张世豪 25250
专业：历史学

全 妙 28833
专业：舞蹈学

李品遐 13385
王思思 17438
潘正桓 25535
符永豪 29174

中国戏曲学院
专业：表演

符 翔 38151
马英帅 40096

东北师范大学
专业：数学与应用数学

翁春婵 26338
符兰静 64418

专业：物理学
翁维易 30016
专业：化学
陈庆玲 43738
专业：地理科学
王家洪 30128
专业：生物科学
符丹丹 02196

上海交通大学
专业：日语
吴 越 13420
周 珏 13621

上海外国语大学
专业：法语
张裕鹭 00820
王艺霏 13346
专业：日语
夏 凡 01241
贺 洁 05918

上海海关学院
专业：海关管理
陈妍君 01062
孙子道 15403

华东政法大学
专业：边防管理
杨壹先 29956

江南大学
专业：舞蹈编导
陈泓任 29175
徐文驰 40101

浙江海洋学院
专业：航海技术
吴德成 49201
专业：轮机工程（轮机管理
方向）
薛君译 45113
专业：海洋渔业科学与技术
王位琴 38591

合肥工业大学
专业：环境设计
陈圆月 24341

华侨大学
专业：音乐学
张腾尹 62243

集美大学
专业：航海技术
邢福伟 01700

黄 山 05478
陈家兴 09563
王大宁 38506
张昌积 38539
唐文博 49240
池 全 53232
吴运达 61976
高忠帅 62386
专业：轮机工程
吴挺健 06512
钟 蕾 33180
徐世林 40200
符开东 44210
林春成 62569

山东大学
专业：音乐学（舞蹈表演）
李豪德 29062

华中师范大学
专业：教育技术学
徐小艺 14163
专业：汉语言文学
林声梅 02661

专业：英语
钟凯璇 11143
专业：历史学
吴洁莹 05894
何小妃 25239
专业：数学与应用数学
李纯侃 02295
王冰 15410
专业：物理学
李子莹 06366
专业：化学
王 蛟 00341
梁莹椿 13538
专业：地理科学
罗家馨 33030
杨祖健 39612
专业：生物科学
王吉燕 61479

湖南大学
专业：机械设计制造及其
自动化（空军航空机务技
术干部）
杨 航 06238

专业：会计学（空军财务审计
干部）
梁友辉 06123

华南理工大学
专业：电子信息类
王 川 13516
陈贤翔 18689

桂林电子科技大学
专业：电子信息工程
李育鑫 00660
刘付恒 14133
专业：通信工程
屈 亮 30106
陈太照 58289

重庆大学
专业：舞蹈表演
蔡于勋 10509
谢定斌 29125

四川外国语大学
专业：俄语
杨惠雲 11712

李思嘉 16150
专业：西班牙语
陈 锐 02517
专业：日语
李思遥 07018

西南政法大学
专业：治安学
舒 璟 18083
王侨天 32981

四川音乐学院
专业：音乐表演
谢敬峰 02522
李慧慧 35479
陈诗明 54610
专业：环境设计
陈明秀 28249
专业：产品设计
王大权 37003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专业：摄影
邢增文 27737

专业：环境设计
徐光运 32491

陕西师范大学
专业：思想政治教育
吴慧如 07096
胡依娜 14333
专业：汉语言文学
符宛婷 28880
专业：英语
黄湘茹 05921
李 旋 14320
专业：化学
唐才园 33019
专业：地理科学
李发娟 06363
专业：生物科学
林春霞 41973

西安外国语大学
专业：俄语
王绥芬 04176
专业：德语
李彬彬 26330

专业：法语

冯小丹 13196
专业：西班牙语

孙瑾 01728
专业：阿拉伯语

曾 敏 39367
专业：日语

龚芷玄 06958
专业：朝鲜语

张明敏 51415
专业：泰语

张丽丹 62167
专业：葡萄牙语

李佩文 18794
专业：土耳其语

周晓媚 02628

武警工程大学
专业：通信工程（武警部队

通信工程技术干部）

黄 格 13780
专业：武警指挥类（武警部

队炮兵初级指挥警官(合

训)）

戴和君 00807

专业：武警指挥类（武警部
队防化兵初级指挥警官(合
训)）

陈英祝 04467
专业：武警指挥类（武警部
队工程兵初级指挥警官(合
训)）

谭友论 07419
专业：武警指挥类（武警部
队装甲兵初级指挥警官(合
训)）

欧佳宝 33117

香港中文大学
专业：全额奖学金类

崔宏锐 00173
专业：理科类

郑令骐 13653
专业：全额奖学金类

林雨霏 01018

香港城市大学
专业：商学院

邱昊正 13375

(未完待续)

今年我省普通高考录取新生名单（一）

■ 本报记者 单憬岗 实习生 黄小光

“海口垃圾增长迅速，9年间增长
近1倍！”海口市环卫局分管业务的副
调研员莫怀忠今天向记者抱怨说，海
口垃圾量增长迅猛，从 2004 年的 32
万吨增加到2013年的60.5万吨，年均
增长率为7.28%，“垃圾减量化迫在眉
睫啊！”

随着我省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这
种垃圾量的迅速增长在全省也如此。
据省住建厅城建处处长陈永富介绍，
2008年我省全年生活垃圾量约109.5万
吨，而到2013年我省全年生活垃圾量已
经达到159万吨，较2008年增长了49.5
万吨，增幅为45%。

垃圾增长呈加速态势

“海口垃圾不仅增长迅速，而且增
速越来越快。”市环卫局业务处负责人
为记者专门查找了近10年的海口市垃
圾处理量的数据。数据显示，2004年，
海口全市年度垃圾总量（不含农村垃
圾）为32万吨，日产垃圾量880吨；到
2009年海口市日产垃圾量（不含农村垃
圾）首次突破1000吨，达到1042吨。

莫怀忠认为，自2010年来垃圾处
理吨数呈加速增长态势，其原因与海口
常住人口增加、游客量提升和生活水平
不断提高密切相关。例如，在“国际旅
游岛建设元年”的2010年，海口市处理

垃圾吨数达到47万吨，同比上年增幅
124%，仅当年增加量就是过去五年增
加总量的1.5倍。此外，生活习惯、过度
包装、餐厨浪费等原因亦促成了垃圾量
节节攀升。

垃圾处理一再加压

由于垃圾“产量”的攀升，海口两大垃
圾处理中心——颜春岭垃圾填埋场和海
口垃圾焚烧发电厂不得不一再扩张产能。

2001年建成的颜春岭垃圾处理场
第一期工程计划日处理生活垃圾1000
吨。而海口日常垃圾量2009年就已突
破1000吨，若非海口垃圾焚烧发电厂一
期项目上马，颜春岭垃圾填埋场一期早

就被全部填满。
海口垃圾焚烧发电厂自2011年6月

投运以来，截至今年5月底，该厂自投产以
来累计处理生活垃圾151.26万吨，但到现
在已超负荷运转。

开始试行垃圾减量

今年2月市环卫局制定并报请市政
府同意了《海口市垃圾分类源头减量试
点工作实施方案》，3月1日起在四个区
各选择一个住宅小区、一条道路进行垃
圾分类试点工作。

这次试点集中物力、财力给予充分
保障，以点带面。此次试点单位均选在
2010年已经开展的住宅小区内实施，市

环卫局专门为试点小区居民家庭、街道
配置了家庭分类桶、分类袋等物品，改装
桶车直运压缩车8辆。这样由于覆盖面
小，便于集中物力、财力给予充分保障。
也容易做到“一人带一户，一户带一楼，
一楼带一片，一片带一区”，形成典型引
路、面上开花的局面。经过两个多月的
扎实有效推进，试点单位垃圾分类工作
取得了初步成效，基本达到预期目的。

据了解，海口今年力争使垃圾分类
知晓率在试点单位人群中达到100%、
分类参与率达到80%；建立健全相应的
标准体系和监督考核体系；2015年起，
巩固垃圾分类试点工作成果，逐步在全
市住宅小区、单位开展生活垃圾分类工
作。 （本报海口7月10日讯）

我省垃圾数量增长迅猛减量化迫在眉睫

海口试行垃圾分类破“垃圾围城”

本报海口7月 10日讯（记者李关
平 通讯员林宇）城中村内楼房和电动自
行车停车房安装防火门，规范铺设充电线
路，配备灭火器。这是今天上午记者在海
口市龙华区山高村内看到的统一“标准”。

据了解，2013年，海口共发生12起
电动车火灾事故，均是持续充电4小时以
上的电动车起火。龙华消防部门负责
人告诉记者，由于电动车一般停放在建
筑物一层进行充电，一旦起火，火焰和浓
烟封住安全出口，极易造成人员伤亡甚至

群死群伤。而在山高村内，像这样以租赁
房、公寓楼为代表的建筑大大小小就有
100余栋，其中10层以上的就有15栋。

今年以来，龙华消防部门积极联合
村干部、派出所干警挨家挨户上门宣传
教育，说服、督促业主整改火灾隐患。
对建筑内设有电动车专用停车充电房
的建筑，要求该建筑业主在停车房安装
防火门，实施防火分隔，并按照规范要
求铺设电动车充电线路，配备灭火器。
而无法满足专设电动车充电间要求的建

筑，业主们也在室外建设起了防盗铁皮屋，
铺设电动车专用充电线路，并配备灭火器，
将电动车充电、存放场所搬到建筑外。

目前，山高村11栋高层住宅楼已
经完成了改造，全村所有建筑都在主要
出入处张贴《电动车使用和管理消防安
全常识》，时刻提醒住户注意安全。

今天，龙华区政府在山高村召开城中
村火灾隐患综合治理工作现场会，组织全
区5个镇23个城中村、棚户区的负责人
来到山高村进行观摩学习，学习经验。

海口市龙华区全面整治城中村火灾隐患

严防电动车充电时起火

本报临城7月10日电（记者李佳飞 通讯员
文超 施洋）7月9日19时许，西线高速（儋州往临
高方向约526公里处）发生一起交通事故，一辆满
载西瓜的小货车行驶途中撞上高速路中间护栏，
导致车头严重变形，护栏被撞凹，驾驶员被困车内
且左小腿当场被挤断。

当天19时许，临高消防接警后赶往现场，事故
小货车上的西瓜全部倾倒在公路上，3辆消防车10
余名消防人员随即分成两组开展施救，第一组使用
水枪在事故车辆旁待命，预防事故车辆因油品突然
泄漏发生火灾；第二组则利用无齿锯对货车车头进
行破拆，再利用液压破拆工具组对驾驶室车门、司
机被卡部位进行破拆、拓宽作业面实施救援。

19时47分消防人员将被困者救出，但经现
场医务人员检查，确认该被困者已无生命迹象。

目前，事发原因正在调查之中。

满载西瓜小货车
西线高速撞护栏
驾驶员被困车内死亡

本报八所7月10日电（记者杨勇 特约记者
高智）6月21日，51岁的东方市民王女士乘坐摩
托车途经八所东港路天桥时，遭遇飞车抢夺，其挂
包被抢走的同时，她也被拉下摩托车摔倒在地，后
因颅脑损伤死亡。7月5日，两名犯罪嫌疑人及一
名同伙被警方抓获。

6月21日下午5时30分，粤海铁路公司退休
职工王女士乘坐摩托车经过东港路天桥时，被两
名驾驶一辆无牌摩托车的年轻男子尾随。一名歹
徒驾车飞快地靠近了王女士，另一名歹徒拉住王女
士的挂包狠狠地拽了过来。在狠狠拉拽的瞬间，王
女士从行驶的摩托车上摔下，造成颅脑损伤大面积
出血，虽送至海口抢救但仍不幸死亡。

东方市公安局高度重视该起案件，在省公安
厅相关业务部门的大力支持下，凭借扎实的群众
基础和巧妙的策略，专案组锁定了“6·21”命案两
名犯罪嫌疑人的身份和活动轨迹。

7月5日，在三亚市公安局的协助下，专案组
民警历经两天的蹲守，成功将犯罪嫌疑人李某发
（男，26岁，东方市三家镇人）和金某豪（男，15岁，
东方市三家镇人）抓获，并将涉嫌同李某发、金某
豪共同多处实施抢劫、盗窃作案的吴某标（男，19
岁，东方市三家镇人）抓获。经查明，李某发、金某
豪、吴某标3人系一盗抢团伙成员，现警方已侦破
该团伙抢劫案件5起，盗窃案件7起。目前，3人
已被刑事拘留。此案正在进一步侦查中。

飞车抢劫挂包致他人倒地死亡

东方3名犯罪嫌疑人
被警方抓获

本报海口7月10日讯（记者邵长春 实习生
周川又 通讯员谢曦）记者今天从省住房和城乡建
设厅获悉，文昌市第二建筑安装工程公司近日因
一起安全生产事故受到行政处罚。据了解，2014
年3月12日，在该公司承建的文昌市万佳花园酒
店工程现场，1名工人在搭设第三层楼板模板支
撑时，不慎坠落至二层楼面，经抢救无效死亡。

省住建厅依据相关规定，结合事故实际情况，
向文昌市第二建筑安装工程公司做出暂扣《安全
生产许可证》60天的处罚决定，暂扣期自2014年
6月20日起至2014年8月20日止。

我省一建筑公司
因工人坠亡事故遭罚

本报海口7月10日讯（记者张惠宁
通讯员刘佳）你持有欠条，对方欠着你的
钱不还；孩子的抚养费对方就是拖着不
给……像这种简单的财产纠纷，打官司
麻烦，不打官司可能又很难解决。现在
这类纠纷，当事人可以起诉到法院适用
小额诉讼程序审理，以更便捷的方式、更
短的时间、更少的支出打官司维权。近
日，海南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率先出“章”，
规范辖区10市县法院审理小额诉讼案。

6月10日，海南一中院在全省法院
先行出台了《关于适用小额诉讼程序审
理民事案件的意见（试行）》，对适用小
额诉讼程序审理的案件类型、立案、庭
审与裁判、程序转换、审判监督等环节
做出明确具体的规定。

从6月下旬开始，海南一中院所辖

10个基层人民法院，将对事实清楚、权
利义务关系明确、争议不大、标的额不
大的民商类案件，全面规范适用小额诉
讼程序进行审理，对这类案件，三日内
立案，一个月内审结，一般当庭审判，且
一审判决即为终审判决。海南一中院
并且将所辖基层法院可以适用小额诉
讼程序审理的案子的标的额上限扩大
至5万元。

“小额诉讼制度是新民诉法设立的
一项新的诉讼制度。但民诉法对具体
的办案程序没有做出明确的规定，虽然
我省基层法院从2013年以来已经适用
小额诉讼程序审理了一些案子，但法律
规定的不完善也影响了这项制度的全
面铺开。”海南一中院民二庭副庭长彭
志新说。

海南一中院:

标的额5万元以下案件
适用“小额诉讼程序”审理

本报万城7月 10日电（记者金昌
波 通讯员许平飞 黄炯锋）为了讨债，
一男子竟然伙同他人非法拘禁债务人，
最终不仅债没讨到，自己还因此吃了官
司。记者今日获悉，万宁法院近日公开
审理了这起非法拘禁案件，被告人李某
犯非法拘禁罪，判处有期徒刑七个月。

2013年8月间，被害人陈某向被告人
李某和文某（在逃，另案处理）两人各借款
人民币2000元。借款期限届满时，陈某
未偿还借款。2013年12月24日凌晨，文
某发现陈某在万宁市万城镇活动，便将
其控制在万城镇万隆街某宾馆506房，
并与在海口市的被告人李某电话联系。

之后，文某等人强行将陈某带到
海口市海秀路某宾馆。在这期间，李某、
文某对陈某采取了殴打及脱光其衣服让
其洗冷水澡的方式促其还债。当天18时
许，李某、翁某（另案处理）将陈某再次带
回万宁市万城镇万隆街某宾馆506房，直
至19日11时许，才被公安民警解救。

法院审理认为，被告人李某在向债
务人追讨债务中，漠视国家法律，竟然
伙同他人非法拘禁债务人、限制债务人
的人身自由长达三十四小时，其行为已
构成了非法拘禁罪，期间还殴打了被害
人并脱光被害人衣服让其洗冷水澡，应
当从重处罚，遂依法作出上述判决。

为讨债非法拘禁他人

一男子获刑七个月

本报文城7月10日电（记者宋国强 通讯员符明光 肖小月）今天上午，文昌冯
家湾航标灯桩及配套道路建设项目通过竣工验收正式投入使用。该灯桩投入使用，
将有效提高东部环岛航路及冯家湾附近水域航标导航助航效能。文昌市会文镇冯家
湾，有着长达15000米的海湾，常有渔船经过和靠泊。海口航标处在海南省航标配布调整过
程中，决定在冯家湾建一座灯桩，以减少往来船舶搁浅事故，为海上航行安全提供保障。

图为一渔民经过冯家湾灯桩。 本报记者 宋国强 通讯员 符明光 摄

文昌冯家湾

增设航标
保航运安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