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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海口5月26日讯（记者郭景水 通讯员
高春燕）记者今天从省考试局获悉：空军航空大
学今年计划在琼招收10名飞行学员，并且首次允
许高中往届毕业生报名，要求年龄不超过20周岁
（1995年9月1日以后出生）。入学入伍后除享受
军校学员待遇之外，还享受航空飞行专业岗位津
贴、空勤伙食等待遇。

今天，省考试局发布公告称，在高考结束后，
空军招飞局广州选拔中心将在广州市设立空军
招飞补充检测站，检测合格的学生如果高考成绩
达到一本线，即可参加空军定选，空军将对定选
合格学生进行综合择优录取。

符合高中毕业生招飞自荐条件，高考成绩能
达到一本线的应届或往届高中毕业男生，可以进
行报名参加补充检测。考生可登录空军招飞局
广州选拔中心网站（gz.kjzfw.org），下载《空军招
收高中毕业生飞行学员报名表》，填写后由学校
审定并盖章。参检时，需带齐《报名表》、个人身
份证（或户口簿）、高考准考证、8张红底小1寸彩
色照片。

省考试局有关负责人提醒：首次报名学生要
在6月3日前到所在市县的招生办报名，由市县
招办汇总报送省考试局。

空军今年计划在我省
招10名飞行学员

本报三亚5月26日电（记者黄媛
艳）连日来，三亚吉阳区罗蓬村草蓬小组
吕子霞姐弟俩的故事牵动许多社会人士
的心。微友、网友、爱心企业纷纷为这对
懂事坚强的姐弟俩募捐，三亚市委、市政
府对此也高度重视，三亚市妇联、三亚市
政府妇儿工委办、三亚市民政局和吉阳
区立即行动，帮助该家庭申请低保、临时
困难生活补贴和大病救助基金。

吕子霞母亲改嫁、父亲重病，姐弟俩
坚强面对生活的故事打动了许多爱心人
士。5月15日从本报看到相关报道后，三
亚市政府副市长、市政府妇儿工委主任吴
鹏立即致电三亚市妇联、三亚市政府妇儿
工委办负责人，要求尽力帮助这个贫困的
家庭渡过难关，并带头捐了慰问金。

三亚市妇联、三亚市民政局获悉吕
子霞父亲吕权文因肾出血长时间得不到
有效治疗，已孱弱到无法行走后，立即安
排相关科室办理该家庭的临时救助资金
申请，为其申报低保，协调三亚市卫生局
安排吕权文入住三亚市人民医院。

“吕权文从房顶跌落造成右肾损伤，
并伴有贫血症状，目前右肾有再次出血
的迹象。现阶段主要是留观治疗和抗感
染治疗，患者已可以下床行走。”三亚市
人民医院泌尿科医生麦吉文说。

同时，吉阳区委、区政府也积极组织
全区各部门、各企事业单位积极向吕子
霞家庭提供帮助。截至今日，该区已募
集到66798元的善款。

由于吕子霞家庭目前居住为破旧的
危房，为改善姐弟俩的居住条件，三亚积
极发挥爱心企业的力量。在捐赠3万元
善款的基础上，三亚环寰兴工程质量检
测中心负责人林世耀承诺，吕子霞家庭
日后有建房需求时，该中心将在物力和
财力上大力支持，力所能及地提供钢筋、
水泥及资金等资助。

三亚各界积极
救助吕子霞家庭

5月26日傍晚，海口突降暴雨，一场大暴雨过后，海口红城湖的西边天空出现火烧云景象，半个
天空被夕阳“抹”成了鲜红色。在湖水的反射下，出现湖面与天空连成“一片红”奇观，整个火烧云过
程持续近半个小时。据有关气象资料介绍，火烧云形成原因是阳光通过厚厚的大气层，被大量的空
气分子散射的结果。民间有谚语“早烧不出门，晚烧行千里”。 本报记者 张茂 摄

本报海口5月26日讯（记者张谯星 通讯员
孙尚国）记者今天从省征兵办了解到，我省今年
直招士官工作正式启动，国防部征兵办赋予我省
79名男性直招士官任务，符合条件的大学毕业生
可在全国征兵网（http：//gfbzb.gov.cn）报名。

据了解，招收专业包括计算机、自动化、通信、
汽车、临床医学、水上运输、机电设备、公安管理
类、机械设计制造等。直招士官主要补入广州军
区、空军和公安边防、公安海警。

省征兵办工作人员介绍，直招士官的对象为
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包括户籍在海南的大学毕
业生或在海南就读的非海南籍大学应届毕业生），
所学专业符合部队专业需要，未婚，男性年龄不超
过24周岁（1990年7月31日以后出生）；政治和
体格条件，按照征集义务兵的规定执行。招收的
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所在院校和所学专业已开
展职业技能鉴定的，应当取得国家颁发的中级以
上职业资格证书。

具体招收办法为：应招青年在网上报名，通过
网上查询招收专业，提交报名信息，实现学历和专
业网上审核。高校所在地县级以上征兵办公室组
织对直招士官报名人员进行初审初检和后续招收
工作。部队招收单位适时派出接兵人员，在兵役
机关的统一组织下，共同抓好招收对象的宣传、报
名、专业审查和《招收士官协议书》签订等工作。
体检政审和专业审查合格者，兵役机关按规定程
序对其进行不少于5天的公示。交接兵环节继续
按照自行到部队报到的方式进行。

我省直招士官有关事宜，可登录海南省征兵
网（http：//www.zbb.hainan.gov.cn）咨询。

我省直招士官工作启动

今年招79名男性士官

本报海口5月26日讯（记者洪宝光）记者今
天从省物价局获悉，昌江黎族自治县将于6月18
日举行城镇污水处理费价格调整听证会。

根据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财政部、住房
和城乡建设部相关文件规定，2016年底前，县
城、重点建制镇污水处理费原则上应调整至居民
不低于0.85元/立方米，非居民不低于1.2元/立
方米。目前，昌江现行收费标准为居民用户：
0.60元/立方米，其他用户：0.90元/立方米。计
划调整收费标准居民用户：0.85元/立方米，其他
用户：1.20元/立方米。

据介绍，昌江此次计划调整城镇污水处理费
价格涉及区域包括，太坡、海钢、中心、水头、南石、
保梅六个组团和昌化镇镇区以及棋子湾旅游度假
区范围内向城镇排水与污水处理设施排放污水、
废水的单位和个人。

昌江物价局相关负责人表示，昌江污水处理
总成本约为780万元，按调整后的方案，可征收
750万元，可以减小县政府的财政压力，促进污水
处理事业良性发展。听证会参会人员将由消费
者、经营者、利益相关方、人大、政协代表组成。若
听证会通过，今年7月1日起，昌江将实施调整后
的污水处理费的征收标准。

昌江将举行污水
处理费调整听证会

■ 本报记者 邵长春

5月26日近14时，澄迈当日的气温
最高达到了37摄氏度，火辣辣的太阳烤
得地面发烫，然而在海屯高速公路永发
立交桥的匝道上，却覆盖着湿漉漉的一
层泥砂。“你还能看出这是条刚建好的新
路吗？”省公路局澄迈分局副局长王晓辉
指着坑坑洼洼的匝道说，这条新修匝道
因为超载运砂车频繁碾压，已经面目全
非，有的地方连钢筋都已裸露出来。

“这些超载的运砂车为逃避处罚，
专门挑中午和半夜的时候运。”省公路
局路政科科长王翼告诉记者，根据有关
规定，路政执法人员不能在高速公路上
拦截正在行驶的车辆，这也使得大量超
载运砂车在海屯高速上横行。超限超
载情况突出，拉砂车不加盖帆布遮挡、
滴水、飘洒情况严重，给海屯高速和海

榆中线的行车安全和道路养护带来极
大压力。

为此，澄迈县政府近日协调该县公
路分局、县交警大队、县交通运管部门联
合开展治超工作，对金江、永发、福山、老
城等地进行重点打击整治，并试行“一
超三罚”，即公路部门处罚车主，交警部
门处罚司机，运管部门处罚货主。王晓
辉说，实践证明，多部门联合参与治超
效果更好，特别是交警队大对超载司机
采取扣6分的处罚，有很大的震慑作用，
会倒逼车主不敢再超载运砂。

但对于治理超载运砂来说，仅在运
输环节管控仍是不够的，运砂车主老方
本月因多次超载已被罚了4万多元，但
他向记者坦承，他还是要继续拉砂，

“罚款只能靠多干补回来，养车要交养
路费、保险费，加上司机的工资，成本太
高，不超载干一趟还不够汽油钱。”

交管部门已明令“严禁运砂车辆
带水上路”，而且超载对车辆本身也有
损害，为什么车主还要铤而走险？老
方说，现在行情就是这样，你不拉湿砂
子，别人也会拉，就没法在这行做下
去。省人大近日一份调研报告也指
出，我省河道乱采滥挖河砂问题已十

分突出，建筑用砂中高达85%以上来
自于非法开采，盗采河砂呈泛滥之势，
这使得采砂运砂市场极为混乱，恶性
竞争导致超载运砂已成了行业潜规
则。王翼说，打击超载运砂，还需相关
政府部门配合针对非法采砂的源头进
行打击清理。 （本报海口5月26日讯）

超载运砂车蹂躏 海屯高速“毁容骨折”
澄迈试行“一超三罚”重点打击

本报保城5月26日电（记者易建
阳 特约记者黄青文 通讯员黄秋娜 黄
亮）记者今天从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社
会管理综合治理委员会获悉，根据《海南
省见义勇为人员奖励和保障规定》，经调
查核实，县综治委于5月21日确认隋耀
达为见义勇为人员。

隋耀达是省妇联驻保亭加茂镇界水
村委会扶贫工作队的一名队员，在去年
发生的一次交通事故中，面对起火的车
辆，他不顾个人安危，第一时间疏散围观
群众并救出伤者，避免了一场更大事故
的发生。

为了弘扬社会正气，匡扶正义，树立
良好的社会道德风尚，根据《海南省见义
勇为人员奖励和保障规定》，经调查核
实，保亭综治委于今年5月21日确认隋
耀达同志为见义勇为人员。

遇到突发车祸，积极伸出援手

隋耀达被确认为
见义勇为人员

本报海口 5月 26日讯 （记者罗
霞 通讯员史贻锋）今年以来，我省部
分海域盗采海砂行为有所抬头，其中
根据群众举报，省海洋与渔业监察总
队近日联合澄迈县海洋执法部门在澄
迈盈滨半岛海域查获一艘盗采海砂的

广西籍船只，涉及海砂50立方米。目
前，该船已交由澄迈县海洋执法部门
处理。

省海洋与渔业监察总队呼吁广大
群众发现盗采海砂等破坏海洋环境的
违法行为，积极举报，举报电话12323。

我省部分海域盗采海砂行为抬头

本报海口5月26日讯（记者李关平 特约记
者周平虎）记者今天从省交警总队获悉，预计7月
将有新考场投入使用，每天可安排400人考试，目
前学员积压情况将得到有效缓解。

近期，部分驾驶人学员反映科目三考试排队
等待时间长、积压多。省交警总队有关负责人解
释，我省驾考科目三自去年11月份启用电子评
判以来，由于学员及驾校培训仍处于适应过程，一
定时间内，合格率偏低，造成学员存在一定程度积
压。随着驾校培训质量的跟进，学员对新考试模
式的适应，目前，科目三合格率已提升到60%左
右，这将加快考试进度。

与此同时，省交警总队正在抓紧建设位于定
安境内的驾驶人考场，预计今年7月投入使用科
目三考场，届时，该考场每日可安排400人参加科
目三考试。根据目前学员积压情况，三个月就可
得到有效缓解。

我省新建驾考
科目三考场
预计7月份投入使用

本报抱由5月26日电（记者苏庆
明 特约记者孙体雄）在乐东黎族自治县
的5个山区乡镇，一种中草药药材的种
植正在成为当地农民增收的新法宝。乐
东县政府通过引介药材公司免费为农民
提供“四大南药”之一的砂仁种苗，发展
林下种植，并以“公司+农户”的合作模
式，对农民收入予以保障。

万冲镇抱隆村是该县种植砂仁最多
的村。村民们把砂仁种在山上的橡胶林

下。在村民盆建东的种植基地里，记者
看到，一株株砂仁有1米多高，形如杨梅
的果子成团结在地面上。“这些种苗都是
由公司免费提供的，种一亩还补贴100
元。收购时保底价2.5元/斤。”盆建东
说，他一共种了40亩；去年收获了7万
到8万斤，最高回收价超过3元/斤。

这种情况正在乐东5个山区乡镇出
现。从2014年开始，乐东热作办公室引
介海南海惠中药饮片有限公司，为抱由、

千家、万冲、大安、志仲等5个镇农户免
费提供砂仁种苗，计划2014年至2016
年每年扶持每个镇农户种植1000亩，3
年达1.5万亩。

砂仁种植受到农户的欢迎，超过政府
预计。仅在抱隆村，这一药材种植已经达
到3000亩。按盆建东的说法，一方面源
于砂仁扩展了土地利用空间，并且好种。
另一方面，则是“只赚不赔”。他说，按海
惠公司与用户签订的协议，种不成或没

有达到产量也无需任何赔偿。
记者拨通了海惠公司总经理高树田

的电话。他证实了盆建东的说法：“这种
药材基本没有种不成的，而且我们也会
定期派人下去检查。我们敢于这么做，
是因为砂仁市场需要旺盛，既可以制药，
也可以做火锅锅底、泡茶等。我们是有
了订单后，才发展农户。”他透露，目前公
司已经在乐东发展了510位种植户，种
植面积达8300亩。

5个山区乡镇引进“公司+农户”合作模式

种植砂仁，乐东农民向药材“要财”

本报海口5月26日讯（记者李佳
飞）今年高考将于6月7日至9日举行。
记者今天从海口市2015年高考联席工
作会议上获悉，今年海口高考报名总人
数为14900人，今年继续实行标准化考
点，海口共设9个考点，考生凭身份证及
准考证入场。

9个考点分别是海南侨中高中部、
海口一中高中部、海口四中高中部、海
口旅职校（白水塘校区）、海南师范大学
附属中学高中部、海南中学高中部、海
南中学初中部、海口琼山中学高中部、
海口实验中学高中部。

其中，海南侨中高中部、海口一中
高中部、海口琼山中学高中部、海南师
范大学附属中学高中部设为综合考点；
海口旅职校（白水塘校区）设为综合考
点及全市艺术类、体育类考生考点；海
南中学初中部、海口实验中学高中部设
为文史类考生考点；海南中学高中部、
海口四中高中部设为理工类考生考
点。主考点依然设在海南侨中高中部，
各考点实行主考负责制，若干副主考协
助主考工作，各考点分设考务宣传组、
试卷保密组、保卫组、医务组、后勤组和
监控组等。

今年海口高考继续实行标准化考
点考试，届时各考点将对考生实行身
份证识别及金属探测器安检入场，全
面启动并使用网上巡查系统、考场视
频及网络监控系统、作弊防控系统
等。为确保考生考试顺利，各考点将
于考前一天对外开放，考生们可前往
踩点并熟悉环境。特别值得提醒的
是，6月 8日的英语考试，考生需提前
30分钟入场，14时 45 分即禁止迟到
的考生入场。

海口市教育局相关负责人表示，考
生要自觉服从监考员等考试工作人员

管理，不得以任何理由妨碍监考员等考
试工作人员履行职责。如考生不遵守
考试规则，不服从考试人员管理，有违
纪、作弊、扰乱考场等行为的，监考员将
严格按照《国家教育考试违规处理办

法》及有关规定严肃处理，将其作弊的
情节如实、详尽地记录在《2015年普通
高考违规行为告知书》上，并向违规考
生告知违规记录内容，将违规事实计入
国家教育考试诚信档案。

海口1.49万高考生下月赶考
今年设9个考点，502个考场

5月23日，主题为“保护环境、文明
旅游”的公益志愿活动在三亚湾顺利举
行。志愿者们有组织地在三亚湾海边沙
滩和绿化带捡拾垃圾，还现场向游客和
群众宣传海洋环保知识，鼓励游客和群
众在海边自觉捡拾垃圾，并可用现场捡
拾的垃圾在志愿者宣传处兑换纪念品。
活动结束后志愿者们将捡拾的垃圾统一
整理运走。

本次公益志愿活动由三亚团市委、

三亚凤凰国际机场团委、三亚志愿者协
会和海航志愿者协会三亚分会等联合组
织举办，旨在充分发挥青年志愿者在公
益和环保行动中的积极作用，带动社会
各界共同关注参与环保。

海航志愿者三亚分会负责人说，此
次三亚志愿者活动将有近200人次参
加，持续3天。

本报记者 武威 通讯员 李鹏程 摄

保护环境 文明旅游

本报五指山5月26日电（记者易
建阳 通讯员王国军 符国楠）今天上午，
由五指山民革牵头，海南省慈善惠民医
院（海南省第二人民医院）派出医疗队，
前往五指山市毛道乡卫生院和毛道乡
失独家庭关爱护理院进行义诊，并赠送
药品。

据了解，海南省慈善惠民医院此次
组织下乡义诊的专家有20位，分别来自
眼科、五官科、内科、外科等7个科室。
此外，此次义诊活动还为毛道乡群众免
费发放高血压、糖尿病等常见疾病治疗
药品。

此次义诊共接诊300多人次，确定
住院25人，由医院派车接送至海南省慈
善惠民医院治疗。接下来，医疗队将围
绕周边7个市县进行义诊活动，为基层
困难群众提供高水平医疗服务。

省二院医疗队
下乡义诊送药

文史类4811人

艺术类413人

理工类9548人

体育类128人

报考的
学生中

文史类考场163个

艺术类考场14个

理工类考场320个

体育类考场5个

共有
考场

502个

其
中

“火烧”红城湖 湖天共“橙”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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