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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三亚8月25日电（记者林容宇
通讯员王通彬 万涛）今天下午17时44
分，三亚市公安消防支队接到报警：位于三
亚市迎宾路万科湖畔一辆琼B牌照的大卡
车与一辆电动车相撞，电动车上的两人被
卡在卡车的后轮下，情况十分危急。

指挥中心立即调派一个中队两辆消
防车赶赴现场进行处置。到达现场后，
经120医务人员诊断两人已经没有了生
命迹象，最后消防员利用千斤顶将车顶
起后把两人遗体抬出。

目前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

三亚一电动车与卡车相撞
两人身亡

本报石碌8月25日电（记者黄能 通讯员麦兆
堂）一男子为赌博网站做代理营利，涉案金额巨大。
近日，昌江黎族自治县人民法院以开设赌场罪，判处
其有期徒刑3年，缓刑5年，并罚款1万元。

据了解，2012年以来，被告人王某某和同案人
王某、陈某某等9人先后通过互联网使用某老板提
供的赌博网站为其工作，帮助该老板以接受下线代
理人投注的方式进行赌博。同时，被告王某某本人
还注册自己的账号发展下线代理人王某、吴某莲等
人，然后向其下级代理提供该账号和密码，由下级代
理接受投注，并返利0.5%的投注额，然后每月每人
获得1500元的报酬。同案人李某霞则持以上银行
卡伙同同案人邓某强负责到银行取款，并获得每月
1500元不等的报酬。

法院认为，被告人王某某以营利为目的，伙同他
人为赌博网站担任代理，并发展下线接受投注，其行
为已构成开设赌场罪，且涉案赌资数额达30万元以
上，属情节严重。鉴于被告人王某某到案后认罪态度
较好，依法可以酌情从轻处罚，最终作出上述判决。

为赌博网站做代理营利

男子获缓刑5年被罚1万

本报海口8月25日讯（记者陈怡）“从万宁赶
到洋浦至少要4个多小时，中午12时前赶不及到洋
浦税局办业务，现在中午也能办理实在是太好了，不
用再找茶馆等待税局下午上班。”今天，万宁某船务
公司财务人员符致明在中午1时赶到洋浦国税，值
班人员帮忙办理发票申领业务。

据了解，为切实便利纳税人办税，改进和完善纳
税服务工作，洋浦国税局充分考虑纳税人办税需求
和路途较远等实际困难，于近日在办税服务大厅推
出实行工作日中午值班办税特色服务。

洋浦是国家级经济开发区，目前在册的纳税人
有6284户。由于许多纳税人经营业务发生地在区
外，企业办税人员当日赶到洋浦国税办税服务厅的
时间普遍较晚，经常出现中午到达无处休息、无法取
号、返回时间较晚等情况。

洋浦国税针对纳税人的特殊情况，因地制宜，在
办税服务大厅推出工作日中午值班办税特色服务，
主要受理发票发售、申报、清卡、发票申领等即办事
项和各类文书受理业务。

工作日中午不休息
为纳税人值班办税

本报海口8月25日讯（记者金昌波）“公道执
法，公正人心。感谢法官，将我等了4年的公正给了
我。”近日，在省高院审判监督一庭，来自海南某农场
的胶农黄大叔特意给省高院的法官送来自制的锦
旗。原来，他刚刚结束了一段长达4年之久的诉讼。

2005年8月，黄大叔和妻子在某农场橡胶林段
内种植橡胶苗1300株，但一直未与农场办理土地承
包合同。2009年，甲农场被重组到新的乙农场当
中。当年，乙农场向法院起诉，要求黄氏夫妇退还占
用的国有橡胶园土地。“4年了，算上发回重审，案件
经历了五审，现在终于了结。”黄大叔告诉记者。

长期不能结案了事，不仅会影响司法的公信力，
更严重的是会影响到社会和谐稳定，造成不良社会
影响，一些案件还可能导致上访。为此，我省法院自
2011年3月起，按照最高法院要求，开展长期未结
诉讼案件集中清理专项活动，集中清理了一批“骨头
案”、“钉子案”，在全省法院清理出187宗三年以上
未结案件，要求全省三级法院转作风、解问题、办实
事，全面清查，找准案件久拖不决的主要症结，逐一
对案施策。

省高院负责人表示，截至今年上半年，全省清查
出的187宗长期未结诉讼案件，已结案178宗，仅余9
宗正在积极调解，取得了明显成效，化解了社会矛盾，
增进了社会和谐。下一步，全省法院将继续抓好未结
案件的清理工作，进一步加强审判工作管理，防止边
清边积，以过硬的案件质量和高效的审判工作来回应
人民群众对公平正义的关切。

长期未结案件集中专项清理

187宗未结“钉子案”
已结178宗

本报海口8月25日讯（记者宗兆
宣）一名65岁老太带着价值7000多元
的黄金首饰去金店，不慎将首饰遗忘在
店里。另一名女顾客见财起意，顺手牵
羊将金首饰拿走溜之大吉。这令人心
寒的一幕被店内监控全程记录，目前警
方已立案侦查。

24日上午9时许，65岁老太蒙秀
玉带着2个黄金戒指和1条黄金项链
来到位于海口盐灶路“邹记金店”，想
把2个金戒指加工成金项链送给孙子
当礼物。随后一名身着玫瑰红色上衣
的中年妇女走进金店，想加工一个银
手镯。中年妇女在店内和蒙秀玉老太

聊了起来，并对金戒指加工成金项链
提了一些建议。在店内呆了一个小时
后，蒙秀玉约10时30分离开金店，却
不慎将装有戒指和项链的首饰盒遗忘
在金店柜台上。中年妇女很快发现了
这个盒子，急忙用随身携带的雨伞盖
在首饰盒上。中年妇女随即佯装出门
接个电话，然后返回店中告知自己有
急事，今天不加工银手镯了，便拿起雨
伞和首饰盒离开金店。出了店门后，
中年妇女快步跑进对面的一个巷子
里，很快不见了踪影。

约15分钟后，蒙秀玉老太发觉遗
忘了金首饰，急忙返回金店寻找。金店

老板查看了监控画面，清晰显示出首饰
盒被中年妇女拿走了。据金店老板回
忆，该中年妇女去年曾来金店买过一条
银项链，但自己并不认识这名女顾客。
蒙秀玉随后赶到附近的滨海派出所报
警，警方已立案侦查。

“丢失了价值 7000 多元的金首
饰后，妈妈非常着急，现在心情很
差。老人身体本来就不好，我们担心
妈妈急坏了身体。希望中年女顾客
能主动归还金首饰到金店里，我们全
家人不会再追究这个人的责任。”蒙
秀玉老太的女儿陈淑婷无奈地告诉
记者。

老太遗忘金首饰 贪心女顺手牵羊
店内监控全程记录，警方已立案侦查

本报海口8月25日讯（记者李关
平 通讯员林宇）今天下午，海口秀英区
就西秀镇卫生院等7家存在重大火灾隐
患的单位进行挂牌督办，严格督促火灾
隐患整改。

据了解，秀英区消防大队在开展消
防监督检查时，发现海口丽尔物业管理
有限公司管理的金华苑小区c、d栋，海
口市秀英区金海子天使幼儿园，海口市
秀英区西秀镇卫生院等七家单位存在重
大火灾隐患。

经查，这些单位多数自动消防设施
不能正常联动、室内消火栓系统不能正
常使用、已设置的自动喷水灭火系统不
能正常运行以及火灾自动报警系统处于
故障状态，不能恢复正常运行、疏散指示
标志损坏等重大火灾隐患，被列为重点
整改对象。

特别是位于海口市西秀镇的金海子
天使幼儿园共有近百名学生，整栋楼只
设置有一个疏散楼梯，安全出口数量不
符合规定，未按规定设置疏散指示标志、
应急照明；同时，该场所的2、3楼外窗均
被封堵，设有防盗网，一旦发生火灾，影
响人员疏散。

对此，海口消防秀英大队依法下发
了《重大火灾隐患整改通知书》，责令7
家单位制订整改措施，依法消除火灾隐
患，并要求其整改火灾隐患期间，采取有
效措施确保消防安全，防止火灾发生。
8月25日，秀英区政府对其挂牌督办，
并逐一明确行业部门、单位的整改责任，
落实整改措施，坚决预防重特大特别是
群死群伤火灾事故的发生。目前，金海
子天使幼儿园已积极投入整改工作，加
设疏散楼梯，确保学生安全。

海口7家单位存重大火灾隐患
被挂牌督办

本报讯（记者李关平 通讯员宋研）因涉嫌非法
持有毒品被公安机关抓获，一名临高男子黄某某却
主动交代了其利用QQ进行网络诈骗的犯罪事实。
秀英区法院以诈骗罪判处其有期徒刑六个月，缓刑
一年，并处罚金1000元。

2013年9月12日中午，被告人黄某某在海口市
海垦路一家网吧，利用网上购买的QQ信息，登录他
人QQ，后向他人QQ内的好友被害人万某发送信
息，索取万某支付宝绑定的手机号码及支付验证码，
后黄某某成功从万某的支付宝转账支付294元到其
事先准备好的支付宝账户内。

同年10月 22日，黄某某又利用网上购买的
QQ信息，冒充被害人李某的好友身份向李某取
得李某的身份证号、银行卡号、手机号码和手机
收到的支付验证码后，成功从李某的银行卡内将
5089元分十三次转入其持有的银行卡账号里。3
天后，黄某某又以同样的手段骗取被害人杨某
4000元。

事发后，黄某某的亲属代为赔偿被害人全部经
济损失，并取得对方谅解。同时考虑黄某某自首情
节，酌情对被告人黄某某从轻处罚。

登录他人QQ
向“好友”行骗

本报海口8月25日讯（记者陈怡）
记者今天从海南省农信社获悉，毕业大
学生创业将获更大力度支持，开网店的
创业者和其它开办实体店的创业者一样
能够享受政府提供的贴息信用贷款。

海南省农信社相关负责人介绍，相比
传统商业形态，电子商务门槛较低，已成为
不少大学生创业时的首选。然而，按照以
前的政策要求，想获得创业贴息贷款需要
提供工商登记证明、拥有实体运营场地等，

很多开办网店的创业者由于没有实体店
面，无法获得贴息信用贷款。

据了解，按照最新政策规定，高校毕
业生在电子商务网络平台开办经工商部
门注册登记的网店，可按规定申请个人
小额担保贷款，享受不超过10万元贷款
额度的财政贴息扶持，贷款期限不超过
两年。

目前，省农信社和邮储银行海南省
分行均可以提供贴息信用贷款。作为主

要合作金融机构的海南省农信社专门推
出了针对不同人群不同需求的小额贷款
产品，并大大简化了申请贷款审核流程，
高校毕业生提交申请后，符合条件者，
10～15个工作日即可完成贷款手续。

据了解，办理网店注册与实体店注册
并无差异，经营主体资格没有变化，均需办
理工商营业执照，亮照经营。大学毕业生
只需提供住址证明、身份证以及经营项目
书到所在地工商所就可办理注册。

毕业大学生创业有优惠

开网店可享10万元贴息贷款

本报海口8月25日讯（记者侯小
健 通讯员周金丽）眼下暑期已进入
尾声，随着大批学生返校，新生入学，
海口火车站迎来暑运学生返程高峰，8
月23日迎来暑运客流最高峰，当日发
送旅客5222人。新一轮客流高峰将出
现在9月上、中旬。目前，出岛火车票
较紧俏。

今天下午15：00时，海口火车站的
余票信息显示，在售票窗口18天的预售
期内，29日前的各次列车车票已售罄；
30日后，除K512次列车余少量长途票
外，其余车次车票均已售完。

该站提醒广大市民，因眼下火车站

已进入客流高峰期，计划8月下旬至9
月上旬出行的旅客，应早做准备，尽量避
开客流高峰期，合理安排出行时间和出
行方式。通过网络购票的学生，可提早
凭“学生火车票优惠卡”到火车站售票窗
口或市内各代售点取票。即将报到的大
一新生们，可凭正规高校的录取通知书
和有效身份证件，到售票窗口购买一张
由家庭所在地至学校的学生票。另外，
出行乘坐火车的旅客们最好提前2小时
到站候车，以免耽误行程。

自7月1日起至8月24日止，该站
共 发 送 旅 客 248343 人 ，到 达 旅 客
251849人。

暑运学生返程高峰来临
预售期内大部分出岛火车票已售罄

洋浦国税

塔身倾斜 爬满青藤

海口起云塔亟待维修

温馨提示

办理流程方面，高校毕业生凭就业失业登记证、学历证书、身份证等
证件，便可提交就业贷款担保申请。经海南省就业贷款担保中心审核，符
合条件者，安排项目调查，合格后递交银行放款。个人最高可申请10万元
贷款，合伙创业经营者，还可根据人数、项目将贷款金额提高至30万元。

符合贷款条件的实行财政全额贴息，贷款期限为两年。

昌 江

8月25日下午 ，记者在文昌至海口的高速公路上看到，几辆电动车也开到高速
公路上飙车，与高速行驶的汽车一起抢车道，严重影响着过路汽车的行驶，留下了很
大的交通安全隐患。

本报记者 陈元才 摄

高速路飙电动车，危险！

临 高

⬅ 2014年8月22日，起云塔周
身爬满青藤，塔身已严重倾斜。

⬆ 2013年6月16日，青藤还未
爬满起云塔塔身，塔顶还依稀可见。

制图/石梁均

你以为这是一棵大树，其实，它是
一座塔。8月22日，海口市珠良村，爬
满青藤的起云塔总是给人这样的错觉。

据网上相关资料，海口起云塔（又
名珠良塔，启元风水塔），位于海口市琼
山区府城镇珠良村东南面，始建于清乾
隆巳卯年，为当时该村琼台书院掌教周
继材和进士梁师授等人建造，此塔为密

檐式塔，全部用火山石砌成，为五层风
水塔，塔高16米，每层都有瞭望拱门和
瞭望口，珠良村老辈人说，起云塔原是
瞭望塔，主要是防海盗的。因为宋明时
期此地就有民居，过去海盗都是从海上
直接驾船沿南渡江逆流而上，随时随地
上岸抢劫。登塔瞭望，方圆十几公里以
及附近南渡江都在视野之中，一旦发现

有海盗船，村民就鸣金示警，海盗见到
村民有所准备，大多不敢登陆，抢掠也
就谈不上了。

但如今塔身已严重倾斜，开裂，
随时都有倒塌危险。整个塔身已被
青藤包裹，从裂缝中长出小树来，仅
剩古塔下部石雕还露在外面。古塔
朝东南方面倾斜，塔身下数米处是一
片水田。

2009年6月，该塔被海南省政府
公布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2011年
12月立碑为记后，至今没有加以维
修，以至塔身倾斜和开裂的速度加
速，随时都有可能坍塌。

村民们眼看爬满青藤的起云塔
面目全非，对它感触很深，希望有关
部门能出资维修起云塔，别让具有传
奇色彩的古塔倒下。

本报记者 李幸璜 摄影报道

本报三亚8月25日电（记者黄媛
艳）手术一小时，面瘫、言语障碍、肢体
活动受限等症状全部说“再见”。这样
的奇遇，今天就发生在陵水黎族自治县
本号镇埇仔村村民林长智的身上，得益
于解放军总医院海南分院神经外科成
功开展我省首例神经结构可视化成像
辅助的脑立体定向微创手术，林长智的
生活发生着可喜的重大变化。

今年7月，正在劳作的林长智突
然出现头痛等症状，当晚即被家人紧
急送医，经查，他大脑的左侧基底出
现脑出血。辗转多家医院治疗后，他
的脑血肿块并未像大多数病患一样

自然吸收，而是越长越大。随着血肿
块越来越大，林长智出现了右侧手、
脚瘫痪，右部面部偏瘫、言语功能受
阻及视力障碍。

“之前都是一个字一个字的说话，
右腿很难抬起，脸部的肌肉也是僵硬
的。今天刚做完手术，右脚就可以随意
抬起来，也能连贯地说话了，右脸也不
那么紧紧的。”躺在该院神经外科的病
床上，林长智兴奋地说。

主刀医生、该院神经内科主任李安
民透露，考虑到林长智家庭困难，为减
少患者痛苦和经济负担，李安民团队决
定采用新技术，开展神经结构可视化成

像辅助的脑立体定向微创手术。
通过借助神经结构可视化成像技

术，医护人员能准确知道患者脑部神经
纤维的走向，进而有效确定手术机械进
入的路径，只需在患者头部打开一个仅
有1厘米的创口，精准的定位，就可以
便捷地将患者脑部的血水快速排出，相
比以往长达8到10厘米的手术创面，
不仅能节省2万余元的费用，还能让其
快速恢复。

“林长智本周内就可以出院，现在
只是需要预防感染，今后，他将有望在
器械的辅助下，自主行走，和人的正常
交流也不会存在障碍。”李安民说。

解放军总医院海南分院

首例脑立体定向微创手术成功开展

本报海口8月25日讯（记者刘贡
通讯员庄国鹏 李凡）夏秋之交，凉爽多
雨。省气象台预计，受偏东气流影响，
本周海南岛全岛多阵雨或雷阵雨，气温

适宜。
25日～31日，全岛多阵雨或雷阵

雨，其中南半部的局部地区有大到暴雨；
全岛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31～34℃。

本周凉爽多阵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