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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海口11月2日讯（记者金昌
波）养育了6年的儿子竟然并非亲生，
海口一男子一纸诉状向法院起诉离
婚。近日，海口市秀英区人民法院作
出判决，准予原告李某与被告张某离
婚。

据了解，李某与张某于2007年12
月21日经他人介绍认识，在双方缺乏
了解的情况下，仅3天后，二人便在民
政部门办理结婚登记手续。婚后，由于
夫妻二人缺少沟通，因家庭琐事经常吵

闹。在儿子小可满周岁时，由于李某及
其家庭成员猜疑小可并非李某亲生，夫
妻为此发生吵闹，产生隔阂。自2013
年 4月起，妻子张某返回娘家单独生
活。

为确认父子关系，李某向海南医学
院法医鉴定中心提出作亲子鉴定。
2014年8月29日，海南医学院法医作
出鉴定：原告李某不是小可的生物学父
亲。

辛苦养育了6年的儿子不是自己

亲生的，这个事实虽然印证了李某的猜
测，但也让他痛苦不已。李某认为，两
人的夫妻关系己是名存实亡，且无和好
可能，便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离婚。

庭审中，原告李某表示，放弃要求
被告张某赔偿抚养费共计人民币18万
元。庭审当天，被告张某缺席未作答
辩。

最终，秀英区法院作出判决，准予
原告李某与被告张某离婚，离婚后，儿
子由被告张某负责抚养。

海口一男子赢了官司输了儿子

养了6年的儿子竟是别人的

本报海口11月2日讯（记者洪宝
光 通讯员黎文权）10月31日，在海南
省人力资源市场举行的第十三届大中
专毕业生专场招聘会上，124家企业参
加招聘，提供2000多个岗位。然而，记
者在采访中发现，进场求职的毕业生明
显感觉到简历难以投出去。就此，有关
人士提醒学生，学生求职简历应有个
性，务必将自己的专业技能和实习经历
写清楚，否则简历难以投递出去。

“逛了几个来回，只投出了一份简
历！”今天，海南大学2015年应届毕业
生孙捐和杨蕾，逛了几个来回，明显地
感觉到简历难以投出去。孙捐告诉记
者，每次投简历时，对方看了下，觉得没
特色，又退回来了。

据孙捐介绍，为了能参加今天的招
聘会，她和同班几位同学一块上网找了
简历模板，根据模板精心修改了简历，

内容大多简单地介绍了自己在学校的
各种表现和所学学科，没想到第一次参
加招聘会就遭遇了不如意。

海南安艾艾迪软件和服务外包培
训学校就业主管叶盈年多年来，一直参
加各种招聘会招聘员工。她告诉记者，
现在学生的简历不突出，没有个性，也
没有重点注明专业技能和实习的内容，
让招聘单位找不到学生的优点，因而难
以接受简历。

就此，她建议学生在填写简历之
前，要多看些求职书籍，将求职简历做
得更有个性，在真实的前提下，要将自
己的专业技能和实习经历写清楚，这样
会让招聘单位看到你的优点，也比较容
易接纳你。

海南省就业局就业指导处相关负
责人表示，简历真实很重要，对求职者
来说，简历造假就像是埋了一颗定时炸

弹，在职场越成功，被引爆所付出的代
价越大。他建议大学毕业生在求职时，
要真诚表达，弄虚作假很难骗得过有一
定社会阅历的人，即使暂时成功，以后
被企业发现，求职者失去的不仅是一次
就业机会，也可能会把之前的职场积累
全部赔光。

毕业生求职简历怎么写
听一听用人单位怎么说

本报三亚11月2日电（记者周月
光 通讯员何海丹）网上宣传酒店在海
边，到现场一看，根本看不见海。北京
消费者李先生来三亚旅游，将此遭遇投
诉到12315，认为被网络宣传忽悠，要求
退还订房款。

李先生特别喜欢海南的大海，每年
国庆节后都带家人来三亚度假，听说海
棠湾是三亚市新建成的景区，就想来体
验一下。10月5日，他从网上搜索到海
棠湾一个叫天晴小屋的酒店网页，在

“天晴小屋海上户外海景”栏目里，看到
有两张图片：海边的沙滩上，放着两个

冲浪板和一个橡皮艇，看着很是让人向
往。酒店标准间价格每间每晚150元，
价格不贵，又在海边，李先生就订了1间
房共5天——18日至23日，并交了750
元订金。

18日，李先生带着家人兴冲冲地来
到海棠湾，结果却让他失望：天晴小屋
并不像图片显示的那样在海边。办过
入住手续后，他带着家人去看海，发现
海边的酒店价格与天晴小屋一样，立即
返回天晴小屋，要求退房退款，理由是
酒店存在虚假宣传。酒店前台服务员
称：李先生入住酒店后才要求退房，违

反约定，不能退款。
李先生认为，违约是因为酒店虚假

宣传引起的，责任在酒店，他要求酒店
退还450元房款。但是，酒店只同意退
还250元。李先生不同意，立即搬出天
晴小屋，另找了一家看得见大海的酒
店，并投诉到省12315指挥中心，希望讨
个说法。

日前，记者与海棠湾工商所执法人
员来到天晴小屋。在现场，记者看到，
天晴小屋确实距大海不远，步行100多
米就到海边，但是，酒店前面有一排房
子，站在酒店门口一点都看不到大海。

现场打开酒店网上宣传的页面，记者发
现，“天晴小屋海上户外海景”栏目里宣
传图片不见了。

海棠湾工商所所长谭小强说，双方
都有过错：不是海景酒店，宣传资料却
用海边的图片，容易误导消费者，酒店
方的做法不对；而李先生办过入住手续
后才要求退房退款，这种做法也不妥。
经过调解，最终，酒店同意退还消费者
李先生 500元房款，李先生也感到满
意。

近年来，网络宣传成为酒店推介的
重要渠道，而消费者也越来越喜欢在网

上预订酒店。但是，由于网络的虚拟
性，一些不在海边的酒店为吸引消费者
眼球，往往把大海、沙滩等图片放在宣
传页面的醒目位置，极易让消费者误以
为是海景酒店。据了解，省12315指挥
中心经常接到这类的消费投诉。

省消费者委员会办公室有关负责
人说，游客来海南几乎都是冲着大海、
沙滩等风景来的，酒店在网络上宣传
时，可以贴海南的大海、沙滩等海景图
片，但一定要注明酒店距离海边有多少
距离，告诉消费者真实的情况，否则，就
可能是虚假宣传。

三亚一酒店涉嫌虚假宣传被消费者投诉

面朝大海不见海“海景”酒店忽悠人

11月2日，在海南省托老院，88岁的江西老人卢枣阳正推着小轮椅锻炼身体。
老人说这里每天都有电影看、还有文体活动，空气清新，又不冷，她在这里非常开心。
据了解，新开张不到一年的海南省托老院环境优美，设施齐全，拥有床位618张，目前
已有60多位老人入住，有不少是来海南过冬的候鸟老人。

本报记者 苏建强 摄

温馨如家中
只待老人来

本报讯（记者梁振君 通讯员贺澜起）为加强
对药品的监督管理，防止过期药品流入非法渠道，
日前，昌江黎族自治县食药监管局对海南飞达医
药有限公司申请的过期的复方酚伽伪麻胶囊进行
了现场监督销毁。

近年来，昌江县食药局高度重视对药品的安
全监管工作，定期巡查药品企业和用药单位，大力
宣传药品法律法规，在各大药店张贴药品投诉电
话，营造全民参与全民监督的良好态势，保障全县
人民的用药安全。

在此次销毁行动中，昌江县食药监局执法
人员对该批次药品名称、生产厂家、规格等进行
逐一核对，并当场做好销毁记录，由双方共同签
字确认。此次销毁过期药品26箱共计103.2公
斤。

昌江食药监局
集中销毁一批过期药品

本报三亚11月2日电（记者于伟慧）商品房
办证难是三亚历史遗留问题，今年以来，三亚市委
市政府把解决商品房办证作为群众路线教育实践
活动的一个着力点。截至目前为止，先后办证
1586户。

据记者了解，为推进解决商品房办证遗留问
题工作，三亚市专门成立了“解决商品房办证遗留
问题领导小组”。在今年年初，三亚市委、市政府
高度重视解决商品房办证遗留问题工作。党的群
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一个要求是边整边改、立
查立改。要将该项工作作为深入开展党的群众路
线教育实践活动的重要举措，加快推进相关工作，
维护群众合法权益。

为了解决办证难问题，三亚相关部门主动作
为、紧密配合，为办证工作开辟绿色通道，较好地
解决了办证工作中涉及的问题。住建局多次走访
14个办证小区，督促、指导企业办证工作，现该项
工作正在稳步推进。到目前为止，14个商品房办
证遗留问题小区，除绿岛公寓A栋和金润豪庭小
区正在国土部门补办增容手续、皇家生态小区房
屋主体未达到竣工标准、世贸中心因规划变更原
因未办理房屋总证外，其余10个小区总证已办。
目前，符合办证条件的1769户，已经办证1586
户，面积 117536.15 平方米，占应办证任务的
89.65%。

三亚为1586户解决
房产证历史遗留问题

本报石碌11月2日电（记者黄
能 通讯员钟文辉）10月30日，昌江
黎族自治县七叉镇七叉村委会大楼前
人头攒动，众多黎族、苗族妇女排起了
长队，等候“两癌”（宫颈癌、乳癌）的免
费筛查。

据介绍，昌江妇联、县卫生局组织
县妇幼保健院将为全县8个乡镇的
3500名妇女免费检查“两癌”，检查的
标本送到省妇幼保健院化验。检查项
目主要包括女性宫颈癌2500名、乳腺
癌1000名，普查对象为30-64岁的

已婚妇女；若检查到妇科炎症，则免费
给药治病。县妇幼保健院下一站将前
往叉河镇免费为妇女检查，计划年底
将实现全县覆盖。

据了解，宫颈癌和乳腺癌是威
胁女性健康最常见的恶性疾病，近
年来发病率呈上升趋势。如果早发
现，早治疗，这两种癌是可以预防并
治愈的。“两癌”筛查是昌江深入推
进昌江县医药卫生体制改革，提高
农村重大疾病救治保障工作重要举
措之一。

本报海口11月2日讯（记者侯小健 通讯员
李婷婷）一广东籍渔船昨天上午在琼州海峡作业
时，主机出现故障，南海救助局海口基地及时派救
助船救助，船上7名渔民安全获救。

昨天上午7时45分，南海救助局海口基地值
班室接到一求救信息：一艘船名为“粤徐渔
33099”的渔船在琼州海峡（20°08′N 110°
21′）作业时车叶被绞缠，主机出现故障而失控，
以0.9节速度向西随风漂流，随时会危及船上7名
渔民的生命，急需救助。

接报后，海口基地迅速组织研究施救方案，
于当日上午8时派遣“华英383”艇前往事故海域
救助遇险船只。8时45分，“华英383“艇抵达渔
船遇险海域，颇费周折，才搜寻到漂浮的故障渔
船。该渔船船长23米，宽4.7米，因船体较大，“华
英383”艇救助人员经认真研究，决定使用前舱大
拖缆为主拖缆，对遇险渔船实施接拖。8时55
分，“华英383”艇拖带遇险渔船，以4-5节的速度
开往海口新港方向。当日10时58分，“华英383”
艇顺利将遇险渔船拖抵海口新港，7名遇险渔民
安然无恙。

渔船海上遇险
7名渔民全部获救

本报八所11月 2日电 （记者黄能 特约记
者高智）海南公安边防总队东方和乐东两个地域
相邻的边防支队，按照“共享、联动、共赢”的合作
理念，联动开展了“破案会战”专项行动。今年4
月开始，共查破各类案件698起，抓获违法犯罪
人员608人，收缴各类枪支116支。

据了解，东方市和乐东黎族自治县是海南岛
西线两个相邻市县，由于两个市县人口流动频繁，
地处经济发展前沿等原因，两个市县治安维稳形
势相对其他周边市县严峻。

今年4月份以来，东方、乐东两个边防支队
在总队的统一部署和当地公安机关的支持下，
围绕查禁毒品、缉枪治爆、反暴恐，打团伙、打现
行、清积案等形势任务需要，在情报互通、相邻
互动、同步巡逻、联合打击、技术支持、定期联系
等多个层面、多个领域开展警务合作，联动开展

“破案会战”专项行动，最大限度区域联动，整体
作战，打压犯罪空间。特别是今年4月份以来，
东方、乐东两市县10余个乡镇30余个村先后发
生群众耕牛被盗20余起，摩托车被盗抢案30余
起，案件发生后，两个支队按照“打团伙、破系
列”的工作思路，联动成立了专案组，同步跟进，
情报共享，联合打击，短时间内先后打掉犯罪团
伙7个，抓获团伙成员17人，侦破系列案件124
起。

截至目前，东方、乐东两个边防支队在联动
开展“破案会战”专项行动中共查破各类案件
698起，其中刑事案件272起，治安案件426起，
抓获各类违法犯罪人员608人，打掉各类犯罪
团伙7个，收缴各类枪支116支，办理毒品案件
359起，缴获各类毒品414.12克。其中侦破刑
事案件、查处治安案件和抓获违法犯罪人员的
数量，与去年同期相比分别上升44.8%、16.8%
和13.6%。

东方乐东边防联动开展“破案会战”

半年破案近700起

本报保城11月2日电 （记者易
建阳 特约记者黄青文 通讯员张新
闻）昨天，省残疾人康复指导中心来
到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给低视力患
者免费验配助视器，深受山区黎族、苗
族患者和家属的欢迎。

得知省残疾人康复指导中心前
来开展低视力助视器验配活动，保亭
各乡镇、各农场的低视力患者在家人
的陪伴下，当天一大早就赶到了县残
疾人联合会办公室等候。黎族姑娘
梁海灵从小左眼患有眼疾，看不见东
西，只靠右眼生活。然而，随着年龄
的增长，右眼视力不断下降，越来越
模糊。康复指导中心医务人员验测

视力后，给梁海灵配了一副助视器。
她戴上特配眼镜，高兴不已：“我看清
楚了。”

据统计，当天验配助视器的患者
有44名，免费配送各类助视器50件，
价值3.5万元。

省残疾人康复指导中心相关负
责人告诉记者，为了做好我省低视
力残疾人助视器验配工作，满足广
大低视力患者的康复需求，该康复
指导中心从今年10月开始，深入我
省琼海、万宁、保亭、三亚、琼中等市
县，开展残疾人低视力患者助视器
免费验配活动，保亭是今年活动的
第三站。

本报海口11月2日讯（记者郭景
水）昨天上午，海南中学名师工作室正
式揭牌，吴海燕、梁明奋、王连诚、唐盛
彪、叶朝晖、李纪镜、解爱群、吴爱姣、叶
小婙等九位海南中学的一线任课老师
首批获得以自己名字命名的名师工作
室。

据介绍，这九名海中名师均为任教
学科的省级骨干教师或者省级学科带头

人，已经有着20年以上的教龄，获得过
省级师德标兵等诸多荣誉称号。海南中
学成立名师工作室，旨在通过他们的工
作室和相应学科的青年教师一起，更多
进行科研活动，促进青年教师的尽快成
长。

海南中学校长马向阳表示，成立名
师工作室，除了校内的带动，将来还会带
动其他学校的老师一起进步。

海中有了名师工作室
进行科研活动，带动青年教师尽快成长

本报那大11月2日电（记者易宗
平 通讯员廖伟生 范泽江）记者今天从
儋州市公安局获悉，该市以打击“两抢
一盗”为主要对象的系列“闪电行动”，
取得阶段性战果：今年8月至10月，全
市共端掉34个犯罪团伙。

自8月1日至10月底，儋州市公安

局在全市范围内发起“闪电行动”，严厉
打击“两抢一盗”（指抢劫、抢夺、盗窃等
多发性侵财案件），严密社会面巡逻防
控。据统计，两个月来，全市共侦破
391起刑事案件，查获34个犯罪团伙，
抓获609名违法犯罪嫌疑人，有效遏制
了该市“两抢一盗”犯罪案高发势头。

“我们将持续深入地推进打击‘两
抢一盗’等违法犯罪专项行动，加大打
击力度，提升打击效能，增强打击整治
的主动性、针对性、时效性，全面落实
社会治安防控措施，促进全市社会治
安持续稳定。”儋州市公安局副局长邓
祥海表示。

儋州打击“两抢一盗”

“闪电行动”端掉34个犯罪团伙

本报讯（记者梁振君 通讯员蔡丽
莉）10月24日，英利集团与海口市公安
局开发区公安分局携手扶贫琼山区红
旗镇博爱村灾后重建光明工程启动。
本次活动向博爱村捐赠并安装光伏发
电系统及照明设施共15套，总价值50
万元。

光伏路灯系统是光伏发电系统的
其中一种，原理同样是利用太阳能电池

直接将太阳能转换成电能的发电系
统。主要由太阳能板、太阳能板支架、
灯臂、路灯杆、蓄电池、地基架等部件组
成。其特点是可靠性高、使用寿命长、
不污染环境、能独立发电。该类系统的
单块太阳能板为245瓦，一套系统理论
日发电量是0.7度，日耗电量是0.45度，
在无日照情况下，系统仍可使用三到五
天。

政企联手扶贫

光伏点亮博爱家园

3500名妇女
免费筛查“两癌”

44名低视力患者
免费验配助视器保亭

医务人员在指导患者测试眼镜。本报记者 易建阳 特约记者 黄青文 摄
温馨提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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