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五指山牙胡梯田
成热门旅游景点

五指山市毛阳镇牙防村
1100多亩的牙胡梯田，是当
地黎族群众千百年来，用勤
劳的双手创造的农业生态美
景，如今越来越受到游客驴
友、摄影爱好者的喜爱，与登
五指山赏红叶、峡谷漂流一
样，成了五指山市一处热门
的旅游景点。

图为30多名摄影爱好
者近日来到牙胡梯田拍摄夕
阳美景。

本报记者 苏建强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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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苏庆明 特约记者 孙体雄

高考结束了，对大部分学生而言，是
放松和憧憬一下大学梦的时候。但对另
一部分学生而言，绷在头上的另一根弦
还没有松开。

“我已经和两位同学约好，明天一起
去三亚找工。”记者今天走访乐东民族中
学时，高三（1）班的吉美慧向记者透
露。其实，她原本计划6月9日一考完

高考就去打工，但因家里有事，就推延至
12日。她的家在抱由镇多建村，家里没
有什么种养，奶奶因病卧床多年，弟弟妹
妹还不懂事，主要靠母亲帮人割胶获得
收入；为了给她凑大学学费，体弱的父亲
如今也加入割胶行列。“可惜今年橡胶行
情不好，赚得少。”吉美慧叹息道。

在民中，因家庭困难，与吉美慧一同
计划去三亚打工的不在少数，杨豆就是
其中一位。她本来计划这两天动身，但

被学校艺术教师卢师影挽留住，排练原
本计划要参加省中小学生文艺展演的一
个话剧。

杨豆说，在高考前，自己已经和15名
同学计划好一同去三亚一家粤菜馆打工。
之所以选择这家饭店，是因为大家此前寒
暑假已经多次去那里打工，感觉很不错。
这次去，估计能有1700元/月的收入。

洪启明和吉美慧一样，也属于杨豆
所说的“大家”，他同样已计划好6月12

日去三亚。与其他同学不同的是，打工
对他而言，更是家常便饭。平时，他白天
上课，晚上就近打工。

不过这一次，虽然同样去三亚，两人
却想找另外一份工作。“妈妈说，多做点
工种，可以多掌握点技术，我也是这样想
的。”吉美慧表示，现在只是想先去三亚
找个同学落脚，再好好找。找什么样
的？“有钱赚的就行。”

吉美慧是学校播音主持，她想到大

学读播音主持专业。班主任黄梓透露，
她在年级排名前五，正在申评省级三好
学生。洪启明成绩一般，对于大学学什
么还没有想法，只表示要考省内的学校，

“在省内读书有更多朋友在一起，可以相
互帮助。”

民中校长林睿说，该校有很多这样
的学生。在高校开学前，如何解决他们
的上学问题，他为此大伤脑筋。

（本报抱由6月15日电）

为缓解家庭困难，乐东民族中学部分高中毕业生纷纷外出打工

高考一结束，他们背上行囊去挣学费

本报海口6月15日讯（记者李关
平 特约记者张振汉 通讯员陈烽）今
天上午，海口市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
刘庆声，市委常委、公安局长宋顺勇专
程到医院，看望慰问英勇负伤的海口市
公安局龙华分局海垦派出所协警吴多
清及其临产的妻子，传达省委常委、市
委书记孙新阳的批示精神，充分肯定了
吴多清同志为了维护群众安全挺身而
出、不惧危险冲锋在前的大无畏精神，
赞扬他是海口的光荣和骄傲，并送上慰
问金。

据了解，吴多清今年34岁，是一名
退伍军人，2010年起到海垦派出所当

协警，工作认真踏实。6月14日凌晨1
时许，群众报警称海垦辖区友谊路上
有人打架。接报后海垦派出所立即出
警处置，到达现场后发现其中一名男
子手持破酒瓶向周围群众挥舞，危及
群众安全。协警吴多清立即奋不顾身
上前阻止，徒手将该男子手中的啤酒
瓶抢下，及时制止了该男子的疯狂行
为，吴多清的左小臂却被该男子用破
酒瓶割开一条长达7～8公分、深2～3
公分的大口子，且有一块玻璃碎片卡
在肌腱群中，有一条肌腱被致断裂，如
不及时进行手术可能会致残。经过数
小时的手术抢救，吴多清伤势基本稳

定，目前尚在市人民医院进一步治疗
和恢复。

6月15日上午，省委常委、市委书
记孙新阳在媒体报道上批示：“吴多清
同志为了群众安全，临危不惧，果断出
手，制服醉汉，又一次展现了海口警务
人员的优秀品质和时刻准备为人民群
众而献身的大无畏精神，吴多清同志是
海口的光荣和骄傲。请市公安局、龙华
区慰问吴多清同志和家属。”

在医院里，刘庆声充分肯定了吴多
清同志为了维护群众安全挺身而出、不
惧危险冲锋在前的大无畏精神，赞扬他
是海口的光荣和骄傲。详细了解了吴

多清的具体伤情后，刘庆声叮嘱医护人
员要制定最佳治疗方案，让其尽早康
复，早日重返工作岗位。宋顺勇原原本
本地把孙新阳书记的批示念给病床上
的吴多清听，并表示将号召全市公安民
警、协警、联防队员向吴多清同志学习，
弘扬这种大无畏的精神。

刘庆声、宋顺勇还亲切慰问了吴多
清临产的妻子，感谢她对吴多清同志工
作的理解与支持，安慰她要调整好情
绪，多保重身体，照顾好胎儿；要求相关
部门要做好吴多清同志和家属的安顿
保障工作，帮助解决实际困难，免除他
们的后顾之忧。

海口市领导看望慰问受伤协警吴多清

本报石碌6月 15日电（记者黄能
通讯员林朱辉）记者从昌江黎族自治县
公安部门获悉，昌江警方昨日在海口抓
获一名非法采砂犯罪嫌疑人。该县日
前启动为期3个月的打击非法采砂专项
行动，截至今天已取缔11个非法采砂
点，刑事拘留6名相关责任人。

据介绍，目前昌江存在的11个采砂
点均存在没有证件或证件不全的情
况。该县已对这11个非法采砂点依法
进行打击取缔，并对采砂工具进行扣
押，共查扣铲车5辆、装载机与十二轮卡
车各1部，捣毁抽砂船3艘，查收砂场票
据若干本，调查取证17人，并对涉嫌犯
罪的6名相关责任人进行刑事拘留，目
前正在网上追逃另1名犯罪嫌疑人。各
有关部门正加紧开展后续的取证和查
处工作，后续案件办理工作正在展开。

昌江县委书记林东说，公安部门要
加大对违法砂场被取缔后个别不法分
子夜间偷采盗采等行为的打击力度；纪
检监察部门要开展专项督查和追责工
作，对整治过程中发现有违法违纪行为
的干部进行立案调查，绝不姑息；要立
即启动正规砂场的招拍挂程序，重建合
理的采砂工程秩序，确保建筑工地用砂
供应。

据了解，针对境内出现的非法采砂
现象，该县决定从今年5月25日起至8
月底，开展为期3个月的严厉打击河道
非法采砂行为整治河道秩序专项行
动。整治范围为昌江境内昌化江、珠碧
江河道采砂点。重点打击整治无证擅
自采砂行为，超范围、破坏性非法采砂
行为，非法占用农地采砂行为，妨碍执
行公务和暴力抗法等违法犯罪行为。

昌江取缔11个非法采砂点
拘留6名相关责任人

本报万城6月15日电（记者蔡倩
通讯员黄良策）今天上午，万宁市海洋
与渔业局、石梅边防派出所出动将近
20人前往石梅湾加井岛拆除违法建
筑。这是万宁市打击非法海上旅游的
一个举措，此次行动共拆除了岛上14
个棚架，共计350平方米。

加井岛上沙滩细软，树木郁郁葱
葱，景色宜人，但是一些擅自登岛的游
客和“黑旅行社”、“黑旅行团”搭建的
一排排遮阳铁棚架、露营铁帐篷和遗
留的烧烤炉、烟头、矿泉水瓶等垃圾却
大煞风景。执法人员一登上加井岛便
将棚架推倒、砸毁。对于焊接的铁架，
万宁市海洋与渔业局专门租用了一部
有氧切割机来对铁架进行切割、分解。

加井岛是无居民海岛，依据《中华
人民共和国海岛保护法》第二十八条，
未经批准利用的无居民海岛不得进行
建设活动。万宁市海洋与渔业局已下
达《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通知书》，要求6

月15日前将这些乱搭乱建的棚架自行
拆除。已到最后期限，违法搭建棚架
的人不见踪影，棚架也仍未拆除，万宁
市海洋与渔业局便牵头，石梅边防派
出所配合出警来到加井岛上拆违。

万宁市海洋与渔业局相关负责人
介绍，加井岛上这些违法建筑初步判定
是三亚户外活动的一些俱乐部到岛上
自行搭建的，而运载散客到岛上的交通
工具可能是俱乐部的游艇。非法海上
旅游日渐猖獗，非法旅游组织者经常通
过网上招募一些户外活动爱好者，到无
居民海岛上进行露营、烧烤等活动。

据了解，除了加井岛，万宁的洲仔
岛也是无居民岛屿。万宁海洋与渔业
局一周出海巡逻两次，在大洲岛、洲仔
岛、甘蔗岛、加井岛等海域巡查，侦察
海岛上是否有违法建筑并及时予以拆
除。对于出租渔船让游客登岛的渔船
船主，一经发现，将处以200元至1000
元的罚款，并将渔船扣押7天。

万宁打击非法海上旅游

拆除加井岛上14个违建棚架
本报海口6月15日讯（记者金昌

波 通讯员熊承维）记者今天从省检察
院获悉，自涉农专项工作开展以来，海
口市琼山区检察院以摸排该领域职务
犯罪线索和查办该领域职务犯罪案件
为重点，近日成功立案查处一起贪污
危房改造补助款案件。

据了解，琼山区检察院在开展涉
农专项预防工作巡回宣传时，在琼山
区龙塘镇了解到不少群众抱怨该镇
危房改造不公平，符合条件的没有改
造，不符合条件的反而改造，但当时
尚未接到正式举报。该院经分析评
估认为该信息较有价值，便调取该
镇历年危房改造档案查看。经过查
看档案，检察人员发现档案中普遍
存在材料不够真实，审核把关不严
等情况，于是将看起来可疑问题比较
明显的档案挑出，再对照档案入户实
地核查。在摸排该线索的过程中，一
些群众对此给予支持，个别群众实名

举报和提供较为明确的涉嫌职务犯
罪信息。

由于该线索涉及近几年来的危房
改造情况，需排查的危房改造农户数
量庞大，任务比较艰巨。因此，该院整
合了反渎、预防、检察室等几个部门力
量对该线索进行初查，经常分三四个
组同时下村找农户调查做笔录。经过
大量的初查工作，检察人员掌握到龙
塘镇文道村党支部书记兼村委会主任
吴某某在危房改造过程中弄虚作假骗
取国家危房改造补助款6万余元，涉嫌
贪污的情况，于是找吴某某调查并成
功突破案件。

今年5月23日，琼山区检察院以
涉嫌贪污罪对吴某某立案侦查。该案
的查办使涉农专项预防工作深入人
心，改善了国家机关、特别是检察机关
在当地群众中的形象，同时使当地广
大干部群众深受教育，并获得群众的
支持与好评。

琼山区检察院开展涉农专项工作

查处一起贪污危改补助款案

海南侨中国际班
今秋招收120人

本报海口 6月 15日讯（记者李佳
飞）记者今天从海南华侨中学获悉，侨中
国际部中美合作实验班、中英合作实验
班即日起开始接受报名，今秋计划招生
120人。

近年来，海南华侨中学积极借鉴国
外先进教育理念和教学模式，逐步形成
了“现代化、国际化”的办学特色，中美
合作实验班、中英合作实验班相继开
班，并成功向国外高校输送了一批批优
秀人才。

今年，海南侨中中美合作实验班计
划招收高一新生两个班，共计60人。经
省中招办统一，由学校实行自主招生，即
日起至7月6日为报名时间，7月8日学
校将组织英语笔试和面试，最后综合中
考成绩和自主招生考试成绩从高到低择
优录取。

与此同时，中英合作实验班也同期
招生，计划招收高一新生两个班，共计
60人。有意愿报考的同学须参加海南
省2015年中考。如没有被中英班录取，
不影响其他志愿批次的录取。学校将根
据学生的中考成绩从高到低择优录取。

海南侨中国际部相关负责人表示，
两个国际班均配备现代化的教学设施和
国际化的课程，采用英美式的小班化教
学，毕业生可参加国内高考，也可申请出
国留学。有意愿的应届考生即日起可到
海口市海秀路59号海南华侨中学国际
部一楼登记和咨询。

在职人员攻读硕士学位
全国联考23日起报名

本报海口 6月 15日讯（记者郭景
水 通讯员高春燕）今天，省考试局发布
公告称：2015年在职人员攻读硕士专业
学位全国联考将于10月25日进行，今
年的报名工作采用全国统一网上报名与
现场确认相结合的方式。网上填报报名
信息及网上交费时间为2015年6月23
日-7月11日，逾期不予受理。填报报
名信息网址：http：//www.chinade-
grees.cn/zzlk。

在报名期间，考生登录信息平台进
行注册，提交报名信息。网上缴纳报名
考试费按每人每科80元标准收取，提交
报名信息时，考生须上传本人近期电子
照片。现场办理报名信息确认手续时
间：2015年7月12日-15日，逾期不予
受理。网上缴费成功且照片审核通过的
考生到指定的现场确认点，核验并确认
报名信息。报名信息一经考生签字确认
后，一律不得更改。只在网上填报报名
信息，但未在规定的时间内到指定的现
场确认点确认本人报名信息手续的考
生，其本次报名信息无效，所缴报名考试
费不予退还。

10月15日起，考生可登录信息平台
（http：//www.chinadegrees.cn/zzlk）
自行下载并打印准考证。

海口警方
快速破获一起命案

本报海口6月15日讯（记者李关平 特约记
者黄培岳 通讯员张振汉） 6月15日12时35分
许，海口文明中路大东市场对面联桂坊发生一起
命案，犯罪嫌疑人吴某华（男，52岁）因矛盾纠纷
持刀报复杀人，致一家三死一伤。

接报后，海口警方市、区两级侦技人员迅速
赶赴现场处置。15时许，警方在白龙北路27号
乳酸厂宿舍发现犯罪嫌疑人吴某华并将其围堵
在房内，吴某华穷途末路持刀拒捕并袭警，民警
依法开枪将其击伤抓获，已送医院抢救。

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采用纸屑等可燃材料装修

临高一爆竹厂被查封

本报临城 6月 15日电（记者李佳
飞 通讯员文超）今天上午，临高一爆竹
厂因生产车间顶棚采用纸屑等可燃材料
装修，被消防部门依法临时查封。

据了解，在位于临高县新盈镇的临
高烟花爆竹厂，检查人员发现，该厂纸筒
生产车间顶棚采用纸屑等可燃材料装
修，如发生火灾后果不堪设想。发现这
一情况后，检查人员依法对临高烟花爆
竹厂纸筒生产车间进行临时查封，并督
促该厂立即进行整改，拆除更换掉易燃
装修材料，待整改合格后再投入营业。

该厂负责人表示，服从消防部门依
法作出的临时查封决定，将立即按照要
求整改，力争早日消除火灾隐患。

临高消防部门负责人说，“根据规定，
建筑内部装修设计应妥善处理装修效果
和使用安全的矛盾，积极采用不燃性材料
和难燃性材料，尽量避免采用在燃烧时产
生大量浓烟或有毒气体的材料，做到安全
适用，技术先进，经济合理。因此，消费者
在选择建筑材料或者内装修材料时，在保
证装修质量的同时应优先选择不燃A级
和难燃B1级产品，以保护自身的安全。”

昌江一处被取缔的非法采砂点。昌江公安局供图

两男子酒后驾车妨害公务被轻判

检察机关抗诉后加刑
本报海口6月15日讯（记者金昌波 王玉洁）

省检察院今天发布消息称，日前，省检察院第二分
院支持抗诉的被抗诉人王某亮、王某宙犯妨害公
务罪一案获法院支持。海南省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改判王某亮犯妨害公务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二
个月，犯危险驾驶罪，判处拘役四个月，数罪并罚，
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一年二个月，拘役四个月；改判
王某宙犯妨害公务罪，判处有期徒刑九个月。

据了解，2014年7月3日下午，被告人王某亮
酒后载王某宙来到白沙黎族自治县机关幼儿园路
段时，正值学校放学高峰期，人流量大，王某亮欲驾
驶摩托车进入幼儿园，在此执勤民警符某遂上前制
止并予以说明，王某亮不听劝告，符某拔掉摩托车钥
匙以制止。王某亮冲上去朝符某的头部挥打，符某
阻挡并将王某亮按摔在地，王某亮迅速爬起再次对
符某挥打，此时王某宙快速上前抱住符某的后腰，王
某亮则从正面连续挥打符某的头部、身体等部位。

经白沙县公安局司法鉴定中心鉴定，符某伤
情被评定为轻伤二级。经海南省医学院法医鉴
定中心鉴定，送检王某亮血样中含有乙醇，其浓
度为179mg/100ml。

其后，白沙县人民检察院以王某亮涉嫌犯危
险驾驶罪和妨害公务罪，王某宙涉嫌犯妨害公务
罪向白沙县人民法院提起公诉，白沙县人民法院
以妨害公务罪分别判处王海亮有期徒刑十一个
月、王某宙有期徒刑六个月。白沙县人民检察院
认为该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量刑偏轻，于
2014年12月12日向海南省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提出抗诉。省检二分院依法支持抗诉。

高速路上两车追尾
昌江消防成功救援

本报石碌6月15日电（记者黄能 通讯员李
光贵）昨天下午，环岛西线高速公路昌江段发生
一起追尾事故，昌江黎族自治县消防官兵成功救
出一名被困人员。

昨天15时40分许，昌江消防中队接到110指
挥中心调度称：位于环岛高速456公里处发生一起
交通事故。接到报警后，该中队派出力量迅速赶
往现场实施救援。半个小时后，消防官兵到达现
场，发现一辆车牌号为琼A31769的货车与一辆车
牌号为赣K62298的大货车发生追尾，导致车牌为
琼A31769的货车副驾驶室内一人被困。10分钟
后，消防官兵成功救出被困人员，并交由医务人员
进行救治。所幸被困人员只受轻伤。

目前，交警部门正在进一步调查事故具体原因。

琼中55名农民
获咖啡师资格证

本报营根6月15日电（记者王培琳 特约记
者黎大辉 通讯员朱德权）“拿到国家初级咖啡师
资格证后，我们合作社要开‘咖啡驿站’，由我出
任咖啡师，增收又多了一条门路了。”今天，琼中
黎族苗族自治县和平镇长兴村五队的黄辉兴奋
地告诉记者。

琼中长兴村历来就有种植咖啡的传统，2013
年7月，琼中飞水有机咖啡专业合作社成立，2014
年，合作社咖啡产销经营收入达到20多万元。

今年5月4日，琼中就业局在具有较好咖啡
种植、产销基础的和平镇长兴村，开办琼中首期
国家初级咖啡师培训班。来自该县吊罗山乡、营
根镇、和平镇的69名农民学员在21天的理论、实
践学习中，主要了解学习世界各地咖啡品鉴、虹
吸壶操作训练、冲压壶咖啡制作、咖啡礼仪等。

6月7日，69名农民学员参加了海南省职业
技能鉴定考试（咖啡师），55人获得国家初级咖啡
师资格认证。

据了解，证书发放到手后，这55人将被推荐到
海口、三亚等地的知名咖啡馆、咖啡贸易公司就业。

儋州一社区举办歌会
宣传义务献血

本报那大6月15日电（记者易宗平 通讯员
郭树护 王国智）“挽救人生命重大，贡献爱心扬
美名……”6月14日21时，随着一阵“雅星调”的
集体调声响起，儋州市那大西干社区宣传《义务
献血法》联欢歌会拉开序幕。

今年6月 14日，是第十二个“世界献血者
日”。为配合当地政府宣传好《义务献血法》，那
大镇西干社区老人协助筹备了这场联欢歌会。
他们本着自编自演、自筹资金、不要政府经费的
原则，由雅星镇黎族调声队带节目，与那大社区
调声队联合演出，并邀请儋州调声传承人才、星
海音乐学院客座教授唐宝山到场指导。

那大镇政府有关负责人说，黎汉草根同台演
出，不但体现民族团结和谐，而且很有艺术感染力，
今后还要组织开展更多的民族性、公益性演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