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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海口5月21日讯（记者刘贡
特约记者吴彭保）爱可以创造奇迹，遭
遇车祸的长流中学高三学生肖中斌高
额救治费用难倒贫困家庭，此事经媒体
报道后，爱如潮水涌来，各界踊跃向肖
中斌捐款献爱心，在昏迷13天后他最
终苏醒过来。今天下午，肖中斌父亲肖
重如通过本报承诺，他一定将爱心捐款
全部用于儿子的治疗康复费用，余下的
捐款他将通过合适的渠道捐给有困难

同样需要帮助的群体。
肖重如介绍，儿子肖中斌虽苏醒过

来，但目前仍在重症监护室抢救，医院
表示需继续观察治疗。社会爱心人士
以及网友、家乡的父老乡亲得知这一消
息后，也络绎不绝赶到医院探望慰问。
目前，各界爱心捐款仍持续不断，共青
团秀英区委利用微信、微博、QQ、网络
等新媒体平台，发起了爱心募捐行动，
还争取海南成美慈善基金会支持，在

“腾讯公益”上发起了可通过电脑端和
手机端捐款的“为肖中斌爱心捐款”公
益项目。

对政府各级领导及社会爱心人
士的关心和帮助，肖重如代表全家表
示衷心感谢，“是大家的爱心给了儿
子第二次生命”。他介绍，至21日下
午，到账的爱心捐款已达 73 万多
元。为了不辜负这份浓浓的爱心，肖
重如表示，他通过媒体承诺，各界捐

款他将全部用于儿子现在的救治和
后续的治疗康复上，每一笔花销他都
将做好登记并保存相关票证，如需要
还将通过合适的渠道向社会公开，欢
迎大家监督。儿子因全身多处骨折，
后续的治疗费用仍需大笔资金，如捐
款剩余，他们一家将全部拿出来通过
红十字会或慈善总会，捐给其他有困
难急需帮助的群体，将这份爱心延续
下去。

爱心捐款已达73万多元

肖中斌父亲：捐款若剩余将用来延续爱心

本报三亚5月21日电（记者孙婧）
本报5月20日《百年义学堂如今成危
房》的报道，引起三亚市委、市政府高度
重视。20日下午，市政府专题研究“三
姓义学”学堂的保护修缮问题，决定由
文物部门、崖州区政府与学堂户主协商
解决修缮中住户的安置问题，并对“三
姓义学”学堂危情部位进行抢险加固。

在20日的专题会上，市政府还决
定，由市文体局牵头，属地政府和市历
史文化名镇保护管委会配合，即日起，
全面调查三亚市辖区内国家级、省级、
市级文物保护单位和文化遗产现状，尽
快形成调研报告上报市政府，为下一步

保护修复工作的开展打基础，并发布三
亚文物保护白皮书，让社会公众更加了
解三亚的文化遗产，增强保护意识。。

有关“三姓义学”学堂的保护修缮
工作的进展情况，市文体局回应称，早
在2009年，三亚市历史名镇保护管理
委员会就把修缮“三姓义学”学堂列入
文物保护单位重点修缮项目，并经市发
改委批准立项，保护修缮资金也已落
实，就在2012年施工单位准备入场时
停了下来。

“在实施保护修缮过程中，由于居
住在学堂内的户主提出，要解决他们3
块宅基地才允许施工队进场。”市历史

名镇保护管委会有关负责人告诉记者，
根据《物权法》有关规定，政府对学堂的
保护修缮必须征得户主同意。管委会
曾多次与户主进行协商未果，修缮工作
因而延迟至今。

记者从学堂现场了解到，在解放初
期土地改革中，学堂的产权被分给当地
村民尹学斌。如今这份私人所有的不动
产权，由其孙子尹源鹏继承，“我们祖辈
三代生活在这里，这块地就是我们家的
宅基地。”由于学堂年久失修渐成危房，
尹源鹏一家遂在学堂侧后方新建楼房另
住，部分家具、农具依然摆放在学堂内。

尹源鹏说，家人都明白文物保护

的重要性，会采取一些加固措施保护
学堂现状，但在政府进来保护修缮前，
希望能解决他们的土地补偿和房屋安
置问题。

“三姓义学”学堂如今保存下来的
门楼、天庭走廊、中亭、正厅部分总面积
156平方米。市历史名镇保护管理委
员会负责实施学堂的保护修缮工作，据
有关人员透露，“将按照‘修旧如旧’的
原则对义学堂进行原样恢复，这会在安
置好户主住房后进行。”

记者从专题会还了解到，三亚市决
定对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广济桥进行抢
险加固，工程将尽快启动。

三亚将对百年义学堂抢险加固
安置好户主住房后，将按“修旧如旧”原则对学堂进行原样恢复

本报海口5月21日讯（记者陈怡 通讯员刘
佳良）记者昨天从海航集团获悉，海航集团2015
年“至善井”打井工作正式启动，正面向社会招募
考察团成员，考察团将赴打井备选地现场考察，确
认本年度“至善井”具体打井地。

“至善井”是海航集团在海南开展的旗帜性公
益项目。项目始于2003年，旨在为海南缺水地区
打 100 口井，解决民众饮水、灌溉难题。截至
2014年底，已在海口、琼海、临高等18个市县完
成91口“至善井”，受益人口近22万人。2015年，
海航将继续开展第91-100口井打井工作，兑现
百口承诺。

本次考察团主要面向海南地区招募热心公益
人士，与海航集团、海南省慈航公益基金会、项目
备选地水务局、媒体等共同开展井点勘察，综合评
估备选地地形、土壤、社会经济文化发展情况，从
备选地中筛选出9处符合“至善井”打井要求的地
方，解决当地用水困难，为民造福。

海航集团社会责任部工作人员表示，“至善
井”意义不止于打井，更是海航集团支持新农村建
设，破解水资源“瓶颈”的积极探索，在将“至善井”
打造为海南公益名片的同时，旨在提升社会公众
对海南水资源保护的了解与重视，推进水资源合
理开发、优化配置、高效利用。

据介绍，招募截止日期为5月28日，有兴趣
的公益人士可登录暖心志愿服务平台注册报名
（地址：nxzy.hnagroup.com）或联系海航工作人
员电话报名（联系方式：0898-68876583）。

海航将再打9口“至善井”
现向社会招募考察团成员

本报海口5月21日讯（记者洪宝
光）“医生，我走不了路有好几年了，能
办残疾人证吗？”“麻烦看看我的孩子，
他一出生身体就与正常人不一样，是残
疾人吗？”昨天上午，在海口市琼山区龙
塘镇卫生院，琼山区残联办理第二代残
疾人证正在这里进行，吸引超过200名
村民前来申领残疾人证，最终161人经
过审核。

龙塘镇文礼村王玉玲现年69岁，
行动不便多年，因居住在农村，没有意
识到要去申领残疾人证，至今还没有残
疾人证。

“以前办证手续多，所以没有去
办。”王玉玲说，之前办理残疾人证件需
要到医院去检查，不仅麻烦而且也十分
不方便，如今残联将医生请到家门口，
现场经过医生检查和认定之后，就可以
申领了。

2010年出生的吴小小是龙塘镇卜
美村人，从出生至今身体一直不舒服，过
去父母一直忙着给其治病，并没有去申
领残疾人证。

今天，他的父母亲带着他来到龙
塘卫生院办理残疾人证，经过医生现
场检查，确定吴小小是一级残疾。“希
望通过申领残疾人证后，能获得政府
的资助，让孩子接受相关治疗。”小小
的父亲说。

据琼山区残联理事长林红杏介绍，
经过调查，发现琼山区残疾人数大约2.2
万人，截至5月中旬全区只有4600人申
领了残疾证，依然有大量残疾人并没有
申领。

为了方便群众申领残疾证，琼山区
残联决定深入各个乡镇开展上门办证服
务，方便残疾人申领证件。

残联上门服务
办理残疾人证

本报海口5月21日讯 （记者金昌波 通讯
员陈华 吴刘渝楼）本报于5月 14日刊发通讯
《阿成：瘫痪“父亲”赶不走的“孝子”》，报道了
海南省三江监狱三监区干警刘华成十八年如
一日照顾瘫痪老人李定良的感人故事。报道
刊发后，“雷锋狱警”的动人事迹在海南社会各
界反响强烈，记者今天从省司法厅获悉，该厅
号召全省司法行政系统干警和法律服务工作
者向刘华成学习，争做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
模范践行者。

刘华成无论是在部队服役还是转业到地方工
作，一直奋斗在基层一线，时刻牢记党的宗旨，坚
定信念、忠诚履职、心系群众、无私奉献，18年如
一日热心帮助残疾老人，用实际行动践行党的群
众路线。

省司法厅要求全省司法行政系统广大民警和
法律服务工作者要认真学习刘华成忠于职守、任
劳任怨的敬业精神，牢记宗旨、服务百姓的群众观
念，舍小家顾大家的奉献精神，争做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的模范践行者。

目前，省司法厅正积极推荐刘华成为第五届
全国道德模范候选人。

省司法厅发出号召
全系统学习刘华成

本报石碌5月21日电 （记者黄能 通讯员
林建金）昌江黎族自治县的宾馆服务员赵晓明
拾金不昧的事迹经媒体报道后引发关注，其外
甥身患白血病的事也牵动着大家的心。近日，
乌烈镇纳凤村发动村民募捐，共筹集到2万多
元治疗费用。

5月20日，记者在昌江乌烈镇纳凤村看到，
村民们一大早就集中在募捐现场，大家你一百
元，我两百元，将饱含浓浓爱心的善款纷纷投进
了捐款箱。据了解，当天上午共筹得善款2.1万
多元。

纳凤村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在了解了赵晓
明姐夫一家人的情况后，乌烈镇党委向赵晓明的
姐夫符保海一家捐助了 2000 元，村里也拿出
3000元群众服务经费，帮助他们一家缓解压力。
同时，组织村民开展捐助活动，希望汇集大家的力
量，为孩子争取更多的治疗费。

据了解，目前，符保海的儿子正在海南省人民
医院接受治疗，尚需大笔治疗费用。

纳凤村人赵晓明是昌江金兰宾馆的服务
员，5月8日在打扫客房卫生时捡到客人遗失在
枕头下的8000元钱，主动上交前台，最终返还
失主。赵晓明生活并不富裕，而且外甥最近被
查出白血病，正是用钱的时候，她拾金不昧的举
动受到称赞。

村民捐款2万多元
救助赵晓明外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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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海口5月21日讯（记者李关
平 特约记者陈世清 通讯员李盛兰）5
月21日，海口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对全市
范围内出现的轮胎干瘪、布满灰尘、长期
占用道路空间、无人使用的废弃机动车
辆（俗称“僵尸车”）开展专项整治行动，
当天共拖移9辆僵尸车，通知车主后驶
离车辆8辆。

据了解，“僵尸车”不仅严重阻碍了
车辆和行人的通行，使原本有限的停车
位被占用、浪费，加剧城区机动车“停车
难”的现象。交警负责人表示，其实大
多数“僵尸车”多半是到了报废年限，无
法再上路行驶，或者损坏严重接近报
废，没有及时处理，就随意停放在小区
或道路上。

整治行动中，海口交警部门组织警
力逐一清查全市道路上（机动车道、非
机动车道、人行道）停放的“僵尸车”，对
发现的“僵尸车”能够主动联系车主的，
进行劝离。对于长期占用道路资源且
无人认领及未及时自行拖移的“僵尸
车”，依法强制拖移并对相应违法行为
予以处罚。

集中整治后，海口交警将“僵尸车”
整治活动纳入日常管理工作中，确保出
现一起，处理一起。交警部门提醒，“僵
尸车”的车主们能主动对车辆进行报废
申请和处置，否则将依法依规扣留、收缴
车辆。

“僵尸车”长期占道
交警昨拖移9辆

■ 本报记者 张婷

下了飞机，在旅游区当地租上一辆
车，无需研究繁杂的公交线路，也不需要
苦等的士，一车在手，想去哪去哪，好不
自由。正是由于便利性，租车自驾游成
为时下流行的一种出行方式。但是，伴
随着租车的普及，各种消费纠纷也随之
而来。

由于车辆使用过程中可能产生的
违章存在滞后性，在消费者归还车辆
后，租车公司往往还会保留一部分押
金，防止可能产生的违章罚款费用。一
般而言，这笔费用会在确认无违章后
30日至45日退还消费者。但近日，记

者从12315消费者投诉平台获悉多起
不退押金的投诉，许多公司甚至直接消
失，无法联系。

租车公司人去楼空

“说30天到45天就会把押金打给
我，现在都快半年了，不但没拿着钱，连
人也联系不上了。”来自武汉的杨女士，
去年12月6日来海南旅游在三亚的海
燕租车公司租了一辆车方便家人出游。
12月8日归还车辆后被告知由于可能
产生违章费用，租车的3000元押金会在
30日至45日内退给杨女士。

杨女士回到武汉后，等了两个多月
都没有等到退款，联系租车公司相关负
责人得到的回复是，“没有交接，不清
楚。”再三沟通，负责人都以各种借口推
脱敷衍。无奈之下，杨女士向三亚市旅
游局投诉，对方退还了2000元押金，并
承诺之后的1000元会尽快退还。但至

今，杨女士都没有收到余下的1000元，
而海燕公司的电话以及相关负责人的电
话都已成了空号。

同样遭遇的还有来自安徽的夏女
士。2月28日夏女士在三亚远洋实业
有限公司租车，并支付2000元现金作为
租车押金。合同约定最迟3月28日退
回违章押金，但夏女士至今未收到该笔
退款。三亚工商介入核查后发现，该公
司已经停业关门，无法联系其公司员工，
建议夏女士报警。

租车公司竟是“李鬼”

今年2月20日至22日，从河南来海
南旅游的慕先生在下榻酒店的电梯里看
到一张正欣汽车租赁的宣传海报，于是
拨打电话。不一会，就有人开着车上门
给慕先生办理租车手续，还车时也是工
作人员来酒店收的车，并告知慕先生，如
果没有违章，2000元押金会在一个月内

退还。
“我也不可能为了2000元钱再来一

趟海南，来回路费都不够。”等待数月，几
经电话联系无果后，慕先生向工商部门
投诉。三亚市东城工商所通过调查发
现，该公司实际注册地在海口，在三亚并
没有设置相应的分公司，也没有展开任
何租车业务。

租车给慕先生的公司属于冒用他人
公司名称，并没有在工商部门进行登记，
属于无证经营。工商执法人员随后追踪
到其租用的办公地点，物业和附近居民
表示该公司因为拖欠房租，早已跑路。
该情况已经涉及诈骗，工商执法人员建
议慕先生向公安机关报案。

租车务必核实营业执照

“从去年开始，新版的营业执照上
会有二维码，消费者只需要用手机扫
描该二维码，就能看到该公司在工商

部门登记的信息。消费者可以通过比
对营业执照上的信息是否一致，确认
其执照的真伪。”三亚市东城工商所钟
所长介绍，在租车时，一定要到具备合
法经营资质的、正规的、信誉好的汽车
租赁公司，切忌选择无照经营的租车
行。除此之外，最好要亲自到其经营
场所确认其营业执照上的信息与实际
是否一致。

省消费者委员会办公室主任陈厦宇
也提醒广大消费者，租车行收取押金主
要是对汽车安全、交通安全和违章缴费
的一种担保。消费者交押金时，要注意
检查押金条上的公章是否与营业执照企
业名称一致。押金使用情况，车行要客
观真实全面告知消费者，并将剩余钱款
按约定返还消费者，消费者发现车行没
有按预定返还，要与车行交涉，车行再不
返还，可以向车行所在地工商部门或消
协组织投诉解决。

（本报海口5月21日讯）

租车公司跑路 押金打了水漂
租车押金退还存风险，选择租车公司需擦亮双眼

七洲渔场偷捕忙 休渔禁令成虚设？

⬅ 20日晚，七洲列岛北峙东侧有灯
光围网船在作业。本报记者 苏建强 摄

本报文城5月 21日电（记者苏建
强）我省执行今年农业部伏季休渔规定
至今已有 5天，但在文昌七洲列岛渔
场、铜鼓岭外海每晚都有灯光围网渔船
在捕鱼。

我省从5月16日 12时起至8月1
日12时止实行农业部伏季休渔规定。
然而记者在七洲列岛北峙发现，18日、
19日的下午四五点就有三四艘渔船陆

续靠近七洲列岛北峙东侧海面，从晚上
七八点开始，相继打开船舷的灯光，将整
个北峙岛照得通明透亮。他们通宵作
业，直至天亮才关灯。

翁田镇渔民告诉记者，这些灯光围
网船主要是来自陵水、临高，也有文昌当
地的渔船，他们每晚都在捕捞，都是违反
休渔规定的。

渔民们还反映，不仅在七洲列岛，在
铜鼓岭外面的海上也有很多违禁捕鱼
的。不仅有灯光围网，还有很多炸鱼的，
甚至还有电拖。

凭栏儋阳楼
风光无限好

5 月 18 日，在儋州市
儋阳楼上，市民在凭栏观日
落。

据了解，随着儋阳楼建
设不断推进，各项设施逐步
完善，它将成为儋州市的一
大景点。

本报记者 陈元才
通讯员 李秋华 摄

新闻 追踪

本报海口5月21日讯 （记者李关平）今天
晚上8时30分左右，海口市府城中山路与凤翔
路红绿灯交叉路口，一辆江西籍大货车与一辆
两轮助力车相撞，事故造成助力车上两名女子
一死一伤。

记者从交警部门获悉，事故发生时，大货车从
北往南行驶，经过红绿灯交叉路口位置时与一辆
没有号牌的两轮助力车（使用汽油发动机为动力）
相撞，助力车上有两名女子，均遭到碰撞碾压，一
名女子被卷入车底死亡，另一名女子浑身是血，所
幸意识还清醒。

事故发生后，海口市交警支队16名交警和
120急救车相继赶到现场处置、抢救伤者，受伤女
子很快被救护车送往医院，交警现场疏导交通并
勘察事故现场。

目前，事故原因还在进一步调查中。

货车与助力车相撞
致一死一伤

便民服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