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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行（14个字）收费80元、标题（12个字以内）收费240元，商业广告60元、标题（12个字以内）收费180元，买五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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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口地区发行站办理《海南日报》、《南国都市报》、《特区文摘》、《证券导报》、《法制时报》等报刊的征订、投递、零售和会议用报等业务，办理分类广告、旧报回收及其它业务。

区域 13976322100
文昌 13307616119 琼海 18976113800
万宁 13976065704 定安 13907501800
屯昌、琼中 13907518031

东部 南部区域 18976292037
三亚 18976292037
乐东 13807540298
五指山 15595978777
陵水 13976578108

西部 区域 13876071190
儋州 18876859611 昌江 18808921554
东方 13907667650
澄迈 13005018185
临高 18608965613

广告热线电话：66810111 三亚：13976599920
国贸站 68553522
海口区域 18976566883

白龙站 65379383
琼山站 65881361

新华站 66110882
白坡站 65395503

秀英站 68621176
海甸站 66267972

生男婴一名，因出生医学证明编
号：L460056559，不慎遗失，声明
作废。
▲陈英兰遗失营业执照正本一本，
注册号：469027600002277，声明
作废。
▲丘焕明遗失保险销售从业人员
资 格 证 书 一 本 ，证 号 ：
00201205460000004343，现声明
作废。
▲黄星方遗失居民身份证，证号：
460200198711260021，特 此 声
明。
▲朱冬奇遗失居民身份证，证号：
460100197301011532，特 此 声
明。
▲钟时运不慎遗失驾驶证，证号：
460004197907054414，声明作废。
▲王儒军遗失特种作业操作证，证
号：T460027197801170016，特此
声明。
▲海口美兰和进烟酒商行不慎遗
失公章及财务专用章，现声明作
废。

减资公告
临高利时捕捞专业合作社由原注
册资本金 1010.6 万元减为 110.1
万元，无债权债务。
特此公告。

▲郑海杰不慎遗失身份证，号码
为:460030197807125417，特此声
明作废。
▲林文升不慎遗失身份证，号码
为:44528119781013181X，特 此
声明作废。

▲卢裕煌不慎遗失居民身份证，证
号:460033199301184477, 现 声
明作废。
▲谭妹霞于2010年3月20日在乐
东县人民医院出生一名男孩(马愿
财) 其 出 生 医 学 证 明 编 号:
J460096180因姓名有误,现声明
作废。
▲陈昌仁与符木娇夫妇于2011年
9月14日在澄迈县新吴卫生院出

银达贷款
省金融办批准的正规贷款公司

专业办理贷款 利息低 可当日放款
国贸玉沙路66775888 13907566137

金融世家豪丰投资
各类大小项目融资贷款 三百万起
贷 地域不限 企业 个人均可、手
续简单、放款快。代打全国各类
保证金 咨询电话：028-68807888
成都锦江区新光华街7号

衍宏担保
费用低 放款快

万国大都会66688001 13976807830
省金融办批准的专业贷款公司

衍宏小额贷款
60826000 15595632361

海口市万国大都会B座13楼

急用钱—找银达
全国首家典当连锁集团

银达典当历经 20 年诚信创业，已
在海口三亚北京上海深圳等地设
有 20 家分公司，现为开发商办理
土地、房产项目大额贷款。并办理
个人房产汽车证券黄金等小额贷
款。海口：国贸玉沙路椰城大厦一层
68541188 68541288 13307529219
三亚公司：三亚解放路第三市场旁
电话：88558868 13518885998

宝通富翔典当
资金充实，快速办理大额典当，
18976236863，13907530681

地产项目寻求合作
本项目位于海南西线海岸龙沐湾，

占地近400亩，一线海景，海岸线

狭长，手续齐全。即可开发建设。

电话：13136025175 王先生

海口市中心土地转让和开发
13006096680

▲海口国之展会展服务有限公司
不慎遗失海南地方税务局通用机
打 发 票 二 份 ，发 票 代 码 ：
246001160413， 发 票 号 码 ：
02101535、02101536，声明作废。
▲海口达诺贸易有限公司财务章
变形一枚声明作废。
▲海口龙华李梓谦劳保用品商行
遗失刻章许可证正本，证号：
0143517，声明作废。
▲海口享祥幕墙装饰有限公司遗
失税务登记证（正副本）证号：
460100798725763，声明作废。
▲海口享祥幕墙装饰有限公司遗
失组织机构代码证（正副本）证号：
79872576-3，声明作废。
▲海口享祥幕墙装饰有限公司遗
失 开 户 许 可 证 ，核 准 号 ：
G6410005602901，声明作废。
▲海口享祥幕墙装饰有限公司遗
失 营 业 执 照（正 副 本）证 号 ：
460100000043595，声明作废。
▲海口享祥幕墙装饰有限公司遗
失公章、财务章，声明作废。

（2014）城执字第1601号
三亚市城郊人民法院公告

本院立案执行的申请执行人三亚天成实业有限公司与被执行人
三亚市大通实业公司土地联营合同纠纷二宗案。在执行过程中，依
据生效判决书确定的内容，拟裁定：一、将产权证号为三土房（2005）
字第 3450号所载有的 1664.37m2土地使用权办理过户至三亚天成实
业有限公司与三亚市大通实业公司共同名下，其中三亚天成实业有
限公司享有1248.28m2（占75%）土地使用权、三亚市大通实业公司享
有416.09m2（占25%）土地使用权；二、将土地权证号为三土房（2002）

字第 1344号的土地使用权中割分出来的 501.51m2（四至坐标为：①
X=22414.302、Y=108084.236，②X=22409.874、Y=108090.889，③X=
22357.839、Y=108056.314，④X=22361.919、Y=108049.420）土地使用
权办理过户至三亚天成实业有限公司与三亚市大通实业公司共同名
下，其中三亚天成实业有限公司享有376.13m2（占75%）土地使用权、
三亚市大通实业公司享有125.38m2（占25%）土地使用权。

如对上述处置的财产权屋持有异议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十五
日内向本院提出书面异议并提供有关证据。逾期，本院依生效判决
予以强制执行。联系人：黄立平 联系电话：0898-88865283

三亚市城郊人民法院
二○一四年八月二十六日

为保障桥梁安全，根据海口市新大洲大道斜

板桥检测的需要，将于2014年10月26日零时至

2014年10月26日6时对海口市新大洲大道斜板

桥进行桥梁检测施工，届时将对该路段进行交通

管制。途经该路段车辆请按交通指示牌或现场交

通警察的指示绕行，不便之处，尽请谅解。

特此公告

海口市市政管理局
海口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
海口市桥梁管理有限公司

2014年10月26日

公 告

“那么问题来了……”这句改编自
蓝翔技校广告的网络段子一语成谶。

网曝学生组团跨省打人、家庭暴
力、学生不学挖掘机去放羊……今年
起，山东蓝翔高级技工学校及其创办人
荣兰祥被接二连三的负面消息缠身。

蓝翔技校究竟有多强？舆论风暴
对其又影响几何？“蓝翔式”职业教育还
能走多远？带着这些问题，记者走进这
个舆论“风暴眼”中的职教“帝国”。

一场“灭风”？
蓝翔生源从每天100个降到10个

对于网上各种关于学校和个人的
负面消息，校长荣兰祥不愿作太多回
应，只是再三表示“这属于家庭的事
情”，并将这些消息的出现归结于“竞争
对手”“一些受了利用的人”。

同时他坦承，这是他人生中遇到的
最大危机，对于这家学校所承受的压力

“不是刮台风，而是刮灭风”。
蓝翔技校位于济南市北部，占地

1000余亩。学校招生大厅里，有十余
张桌子旁坐着前来咨询报名的家长和
学生，但大厅里更多数桌子周围空荡
荡。荣兰祥说，学校最受冲击的是生
源。“以前每天来咨询报名的有100多
个学生，现在只有10个左右，生源下降
了90％。”

见到记者时，蓝翔技校办一位周姓
主任手中捏着刚收到的一家公关公司
寄来的舆情监测报告。“最近好多公关
公司都想和我们合作，帮我们分析网络
舆情减少负面影响。”

最让荣兰祥担心的是，这些消息可
能会造成师生情绪上的波动，尤其是对
学校产生不信任感。但他表示仍对自
己的职业教育管理模式有信心，“我们
的教学质量对得起学生”。

“我们是国内第一家敢向用人单位
收费的职业学校，如果不是学校安排
的，哪家用人单位想要我们的毕业生，
都得按学生人数交2000元。”荣兰祥
说，“如果就业率真的只有8％那么低，
我们敢向用人单位收钱吗？”

蓝翔有多强？
每年广告费两三千万元

校园文化栏里一张海报，其中一篇
文章写着网上流传甚广的段子——“那
么问题来了，学挖掘机技术哪家强？顺
口而出：中国山东找蓝翔”。其原始出
处是蓝翔技校挖掘机专业的一句广告
词：“学挖掘机技术哪家强？中国山东
找蓝翔”。

在蓝翔技校的校园里，有两个加起
来近4000平方米的池塘，池塘一侧是
整齐的学生公寓。蓝翔技校校办副主
任魏绪金说，这两个池塘和学生公寓的
地基都是挖掘机专业学生自己一铲一
铲地挖出来的。

目前蓝翔技校在校生规模有2万
多人，挖掘机专业学生不到2000人，

“现在挖掘机就业市场并不好，我们主
动缩减了这方面的招生规模。”荣兰祥
说。

负责挖掘机专业的王姓教导主任
说，蓝翔技校买进了130台挖掘机供学
生实习，平均每台价格120万元。学完
理论刚开始操作挖掘机不久的安徽籍
学生郭幸福说，他是看到电视上的广告
来蓝翔技校学习挖掘机的。

从最初的“学习汽修厨师烹饪美容
美发到蓝翔技校”“学挖掘机哪家强？
山东济南找蓝翔”再到如今的“学挖掘
机技术哪家强？中国山东找蓝翔”，荣
兰祥说，自1984年创办蓝翔技校以来，
每十年他都亲手设计不同的广告词宣

传学校，如今每年的广告费用两三千万
元。

“蓝翔”职教能走多远？
发展必须直面问题

蓝翔技校的机修车间和烹饪实训
基地挤满了学生。在一座4层的大楼
里，抽油烟机轰鸣声中，身穿厨师服的
学生们有的掂勺，有的切菜，一些学生
拿着刚做好的拼盘交给老师品评打分。

30年前，河南农民荣兰祥在北京
和郑州学习油漆和沙发制作技术后，和
家人一起在山东济南创办蓝翔技校的
前身——天桥职业技术培训学校。如
今，技校已发展为十大专业100多个工
种，荣兰祥让一个最初才100多学生的
小学校变成生源来自全国各地的职教

“帝国”。
荣兰祥告诉记者，这些年来，许多

海内外的学校和投资机构想和蓝翔技
校合作，兴办分校或是实行股份制改

造，但都被他拒绝了。“如果开办分校可
能会影响教学质量。”

荣兰祥希望像开百年老店一样办
一所百年老校，“我想把它办成中国名
牌、世界知名的学校。”

虽然充满雄心壮志，但他仍然对当
前的危机感到不安。而作为起步较早
的职教学校，蓝翔技校在积累一定经验
的同时，也的确日益暴露出办学、管理
等诸多方面的问题，这些都是绕不过的
坎。 （新华社济南10月25日专电）

网曝学生组团跨省打人、家庭暴力、学生不学挖掘机去放羊……

探秘职教“帝国”蓝翔技校

新华社济南新媒体专电（记者高
洁 刘宝森）“挖掘机技术哪家强？中国
山东找蓝翔”。撇开到底多少网友真的
想学挖掘机技术，蓝翔培训的学生挖掘
机技术到底怎么样？成为一名合格的
挖掘机手需要几步呢？近日，记者走进
山东蓝翔高级技工学校，随正在学习挖
掘机技术的学生一起上了一堂课。

广告催化还是实力使然？

蓝翔的广告对许多人来说都耳熟
能详。据校长荣兰祥介绍，蓝翔每年投
入的广告费用在两三千万元左右，广告
词与画面的创意设计都出自他本人。

“最开始用了十来年的广告语是
‘学技术到山东蓝翔技工学校’。后来
的广告语是‘10万学子创辉煌’。然后
就是目前这个，我也没料到会传得这么
火。”荣兰祥说。

让蓝翔真正“火”起来的不是依靠
两三千万的广告投入，而是新闻事件。
上一次山东蓝翔高级技工学校成为焦
点还是2010年的“黑客事件”。一时
间，一个技工培训学校名声大震。

这还不是仅有的一次天上掉广
告。在“挖掘机哪家强”爆红的前几个
月，荣兰祥在蓝翔开学典礼讲话被网民

“移花接木”：“如果我们的学生不好好

学技术，我们和清华北大有什么区别？”
“前半截是我说的，后半截‘跟北大

清华有什么区别’是网民自己加的。我
本来是告诉学生做事一定要用心，学习
一定要安心，学厨师的就做好饭菜，学
汽车修理的就要修好汽车，学美容美发
的就要化好妆剪好头发……”荣兰祥
说，职业学校跟清华北大等高校没有可
比性，培养的是不同的人才，但教育的
目的是一样的，高工资体面就业甚至成
功创业。

“我们希望给学生们提供另外一条
路，通过学习技术同样能够养活自己和
家庭，实现自己社会价值的成才之路。”
荣兰祥表示。至于网民为何要加后半
句，他认为也许网民开始认可这条路同
样是走得通的。

然而，另一些人并不这样认为。武
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纪莉认
为，网友们其实并不关心蓝翔的挖掘机
技术到底强不强，他们只是在跟风恶搞。

那么，广告语和教学实力相符吗？
荣兰祥的解释是：“我们从没说我们是

全国最强，我们只是说我们强。只要学
成，学校保证推荐就业。”

实际上，在校生近2万的蓝翔每年
仅有1千多名学挖掘机的学生，学习时
间也不到2个月，拿到开挖掘机的毕业
证书跟考驾照的过程差不多。

成为挖掘机手要几步？

“首先，要有实际操作的挖掘机。”
机械与工程维修系系主任王东峰皮肤
黝黑，他告诉记者，蓝翔买进了130台
各种类型的挖掘机供学生上机操作。

“其次，要找个好师傅。”王东峰颇
为自豪地向记者展示了他参加某电视
台节目时用挖掘机做南瓜饼、用挖掘机
写毛笔字的照片。他告诉记者，他参与
过三峡工程和京九线等重大项目的建
设，从事挖掘机行业近20年，经验是在
年轻时靠吃苦积累下来的。

在挖掘机实地训练现场，记者采访
了从安徽来济南学习的学生郭幸福，他
是在电视上看到蓝翔的广告决定来学习

挖掘机技术的，交了大概6000元学费。
“我们班一共6个人，学完理论后轮

流上机跟师傅学习，每人平均每天上机
练习时间差不多1个多小时。整平是最
难的，挖土、直角回转、单轨道行驶等比
较简单。”郭幸福告诉记者，他的父母也
支持他学门手艺，将来不至于挨饿。

郭幸福说，老师觉得他练到能通过
考试时，才会安排他参加人社部职业技
能鉴定中心统一组织的理论和实操考
试，考试合格了就会拿到结业证书和挖
掘机资格证书。如果没及格，可以继续
免费学，直到拿到证书为止。

对于自己毕业后的就业去向和预
期工资，只有16岁的郭幸福都还没想
过。

尽管网上把广告词传得热火朝天，
记者在蓝翔的挖掘机实训基地却没看
到几个学生。蓝翔的一位周姓工作人
员告诉记者，一些挖掘机企业的产量在
下降，挖掘机专业早已从热转冷，现在
并不是学挖掘机的技术的好时机。

王东峰告诉记者，蓝翔现在也不指

望拿挖掘机专业赚钱，挖掘机的培训费
用较高，为提高学生的社会竞争力，学
校还会让学生再免费学一项别的技术，
比如压路机、碎石机等工程机械的操作
技术。对于网络上热议的挖掘机段子，
王东峰和郭幸福等表示不在意，看到了
也就一笑了之。

职业教育到底何时强？

“中国的职业教育依然处于低谷。”
荣兰祥说。担任人大代表的他每到两
会时就会为中国职业教育鼓与呼，比
如，让职校学生享受与学历教育毕业生
同等待遇，让人社部门批准建立职校的
学生享有同教育部门批准建立职校的
学生享有同样的国家补贴。

除了教学，蓝翔的管理有没有需要
改进的地方？荣兰祥告诉记者，蓝翔的
中高级管理层没有他的亲戚，也有不少
投资机构想合作办学，但他不同意对外
合作，担心股份制管理会加强学校的商
业性，弱化教育性。

但是，面对从未有过的种种质疑，
这种“一言堂”式的管理能保证蓝翔顺
利度过信任危机吗？对职业教育的社
会歧视如何扭正？职业教育招生就业
中的困难如何破题？热度不减的“蓝翔
段子”并没有带热职业教育，达到政府
工作报告中提出的“加快构建以就业为
导向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目标依然
任重道远。

蓝翔挖掘机技术
是怎样炼成的？

新华社北京10月25日专电（记者鲁畅）记者
从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卢沟桥法庭了解到，该
庭日前审结一起机动车买卖合同纠纷案，北京某
汽车销售公司因销售返修保时捷卡宴汽车，未尽
到交付全新车义务构成欺诈，被判直接赔偿消费
者一倍车价共计113万元。

据介绍，家住河北的袁先生与北京某汽车销
售公司2013年8月签订了买卖合同，以总价113
万元购买保时捷卡宴汽车一辆。9月底，袁先生
在进行车辆保养时发现该车售前进行过维修，于
是以该汽车销售公司欺诈为由起诉，要求解除合
同，返还购车款并赔偿一倍车款。

法庭一审经审理后查明，涉诉的保时捷汽车
确于2013年5月在厦门进行过多处维修。一审
认定袁先生购车属于生活消费需要，受消费者权
益保护法保护，北京某汽车销售公司未尽到交付
全新车辆的义务，构成欺诈。鉴于起诉时车辆已
经交付，使用较长时间且办理了抵押登记，不宜解
除合同并退车。法庭一审判决由北京某汽车销售
公司直接赔偿袁某113万元。一审宣判后，被告
不服提起上诉，二审维持原判。

销售返修保时捷卡宴汽车构成欺诈

北京一4S店
被判赔偿一倍车价

为进一步规范我省税收秩序，共建和

谐税收，海南省地方税务局欢迎社会各界

对税收违法行为进行检举。我们郑重承

诺：严守保密规定，对重要线索一查到底。

检举的税收违法行为经立案查实处理并依

法将税款收缴入库的，依照相关规定给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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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蓝翔高级技工学校学生在观看挖掘机操作。 新华社发

“全日本民医连”
为黑龙江日遗毒气
受害者检查身体

新华社哈尔滨10月25日电（记者王松）25
日，日本民间医疗组织“全日本民医连”的15位医
护人员，为黑龙江省27名日本遗留芥子气受害者
进行了全面身体检查。这是自2006年以来，该组
织第6次为中国日遗毒气受害者进行检查。

据“全日本民医连”总协调人、日籍华侨李楼
介绍，每次对日遗毒气受害者进行全面的身体检
查费用，以及检查涉及全部费用，全部由日本民间
爱心人士捐助。较以往不同的是，此次医疗检查
将不仅对受害者进行会诊，还将根据受害者身体
情况进行阶段性治疗，直至他们的症状得到缓解。

据了解，“全日本民医连”平均两年为黑龙江
日遗毒气受害者体检一次，每次体检都会有日本
民间正义人士以及律师团随行，日遗毒气受害者
的病情发展与身体状况细微变化都会被记录下
来。本次体检检查结果将作为中国日遗毒气受害
者对日诉讼的证据。

10月25日，日本医护人员（右）为日本遗留
芥子气受害者做检查。 新华社记者 王松 摄

社会调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