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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海口6月30日讯 （记者孙慧）本是从
广州和海南本地购买的海鲜，却对顾客宣称是

“100%澳洲进口野生鲜活海鲜”，欺骗消费者。
记者今天从海口市工商行政管理局获悉，近日
该局查处了一起海鲜餐厅涉嫌发布虚假广告的
案件，餐厅被要求立即消除不良影响，被罚款
5000元。

5月16日，工商执法人员在某报刊夹层内发
现一份印刷式广告宣传单，该宣传单的内容含有

“尽享澳洲海鲜盛宴，只在滨江海鲜餐厅，100%澳
洲进口野生鲜活海鲜”等字样。5月18日下午，执
法人员对这家海鲜餐厅进行检查。经查明，经营
这家餐厅的海南金碧玉源餐饮管理有限公司。该
餐厅所售鲜活海鲜不全都是进口的，部分购进于
本地，部分购进于广州。

按照相关法律，工商局要求该餐厅立即撤销
所有虚假广告，消除对社会的不良影响，并依法处
予5000元罚款。

本地海鲜假冒
国外身份
海口一海鲜餐厅发布虚假广告被罚款

本报海口6月30日讯（记者李关
平 通讯员张秀辉）昨晚，在海口南大桥
下新温泉酒店前的公交车站，一男子抢
女童被警察控制。记者今天从海口警方

获悉，这名涉事男子是一名精神病患者。
经初步调查核实：该涉事男子符某

（男，37岁，海南东方人）是一名精神病
患者，有多年精神病治疗史，长期在安
宁医院治疗，有住院经历，现在是以药
物治疗为主。海南省安宁医院相关的
诊断记录、住院记录、主治医生余某和
家属的证言也证实了这一点。

据符某自述，29日下午，他在家感
觉到有人要抓他妹妹的女儿，并感觉到
有人在追赶他，便从家里坐摩的到南大
桥附近。看到附近有一名小女孩在玩
耍，便抱起小女孩，想带她离开并保护起
来，还想让警察去保护他妹妹的女儿。

海口警方还将对涉事男子进行精神
病鉴定和强制治疗。

警方指出，近期网上流传有“黑衣
男”抢小孩等类似事件，在社会上造成
了一定程度的恐慌。海口警方要求相
关部门加大巡控力度，一旦遇有类似警
情，坚决予以打击；同时，警方提醒市民
要理性对待网络传闻，做到不传谣、不
信谣，防止引起不必要的社会恐慌。

目前，该事件还在进一步调查中。

当街抢女童男子系精神病患者

本报三亚6月30日电（记者孙婧）日前，三
亚一车主因占道停车被交警执以拖车处理，此后
车主家人与执法交警发生肢体冲突，致双方倒地，
交警受伤，倒地家属中有老人被送往医院。此事
引发市民质疑，昨天三亚交警部门正式回应称，执
法人员依法处置中遭遇暴力阻挠和谩骂。记者获
悉，被交警送往医院的老人为车主的母亲，老人身
体已无大碍，目前已出院回家休养。

据当事车主蔡女士介绍，28日上午8时许，
她驾车带母亲李女士和两个孩子前往三亚第八小
学参加报名考试。由于学校周边停车位已满，蔡
女士将车停在机动车道上。

交警方面表示，当日上午，辖区巡警接到占道
违停致大面积交通拥堵的警情后，赶至现场疏导
交通，发现蔡女士的马自达6小汽车占道停车，准
备依法将车拖走。“交警赶至现场后，通知了车主，
在处理违停车辆时，车主及老人拒绝配合，之后与
交警发生争执。”交警部门一工作人员说，双方口
头争执很快升级为肢体冲突，交警被推倒在地，车
主及老人也随后倒地。该工作人员介绍，现场交
警随即拨打了120急救电话，将老人送往医院进
行检查治疗。

记者从现场围观者提供的视频里看到，一名
交警被推倒在地，随后，旁边一穿黑白条纹短袖上
衣、蓝色牛仔短裤的女子突然坐在地上，与此同
时，另一边着深色碎花上衣和黑色长裤的老人也
背靠车门坐倒在地，并没有发现“交警将人推倒在
地”的情况。

事后，蔡女士的丈夫张先生称，在冲突中母亲
突然感到心脏不舒服，出现呼吸困难、头晕、呕吐
等症状，疑似心脏病突发。记者从接诊老人的三
亚市人民医院急诊科了解到，经过检查，老人并非
心脏病患者。目前，老人身体已无大碍，自行出院
休养。

车主占道停车后称遭暴力执法

围观者提供视频证实
交警并未推倒老人

本报海口6月30日讯（记者周月
光 通讯员符发）海南消费者购买、维修
汽车遭遇不公正待遇，将可以请汽车专业
人士帮助维权。今天，省消费者委员会发
起成立汽车消费维权专家团，组织22名
与汽车有关的专业人士，从不同方面给汽
车消费者维权提供专业知识帮助。

近年来，随着汽车销量逐年攀升，
由此引发的消费投诉也呈递增趋势。
省12315中心统计数据显示，去年我省

涉及汽车的消费投诉共有470件，同比
增长超过30%，其中，合同、售后、质量、
强制搭售等涉嫌不正当竞争行为成为
汽车消费投诉的热点。

作为一种复杂的机械设备，汽车技
术含量比较高，无论是购买还是养护，
都需要一定的专业知识，但现实情况
是，绝大部分消费者对汽车知之不多，
在购买汽车、养护汽车过程中，与经销
商、售后服务商完全处于信息不对称的

状态，一旦遇到纠纷，不知道如何有效
维护合法权益。

汽车消费维权专家团22名成员均
是汽车相关领域的专业人士，如海南科
技职业学院汽车专业高级工程师唐奉
生、海南大学内燃机专业副教授卢浩义、
一汽海马集团发动机专业高级工程师杜
洪玉、海南东方国信律师事务所律师唐
长英等，可以为汽车消费者维权提供专
业知识或技术咨询服务，解决消费者在

维权过程中与商家信息不对称的问题，
降低消费维权成本，提升消费维权效能。

省消费者委员会办公室主任陈厦
宇说，汽车消费维权专家团职责是：为
消费者提供汽车相关知识和技术咨询
服务；对汽车消费纠纷处理提出客观意
见，必要时参与汽车投诉案件调查调
解；对汽车消费领域热点、难点问题进
行调查研究，并提出意见或建议，引导
科学消费、理性维权等。

海南成立汽车消费维权专家团

汽车维权遇扯皮，专家为你支招

6月25日，澄迈县百年古镇
——瑞溪镇经过立面改造后展新
颜，吸引游客纷至沓来。

据了解，瑞溪古镇至今已有
352年的历史，是个古老而繁荣
的特色风情小镇。近日，该镇美
食街经过总投资2400多万元的
立面改造后，使得游客能够在游
览中品尝到当地各种特色小吃。
当地政府希望通过发掘和重现这
些已有百年历史的美食文化，将
这座百年古镇打造成为海南的美
食风情小镇，以进一步促进农民
增收。

本报记者 张茂 摄

古镇·新颜

■ 本报记者 陈蔚林

华灯璀璨，6月29日晚，海南大学
2015年大学生年度人物颁奖典礼在海
口举行。该校2011级农学专业学生王
萍捧起奖杯，对着掌声雷动的观众席绽
放灿烂笑容。

人们交口称赞这个“向日葵女孩”
的励志事迹——四年大学生活中，因父
母双亡而没有家庭经济支持的她独自
挑起重担，依靠埋头苦读和勤工俭学，
用奖学金和微薄薪水交纳学费、生活
费，终于在这个明媚的季节被录取为中
国农业大学的推免直博生。

命运关上门却打开窗

在旁人看来，王萍是不幸的。4岁
那年，父亲骤然离世，17岁那年，母亲也
因一次意外永远离开了她。接连失去

至亲的痛楚，让年少的她过早地承受了
与年龄不符的沉重，好几次刚刚在泪水
中睡去，又在对父母的哭喊中惊醒。

而在她看来，自己又是幸运的。双
亲离世后，姐姐当即放弃待遇丰厚的工
作，从苏州回到老家扬州与她相依，宁
可从此与丈夫分居两地。“没有姐姐，我
不知道接下来的路怎么走。”长姐为母，
王萍动情回忆，那一年姐姐怀孕待产，
就在生产的前一天，还挺着大肚子为她
做了一顿午饭才匆匆赶到医院。

善意还在不断涌来。左邻右舍如同
家长一般关心她的生活。“大二那年，眼看
着开学在即，我拼命打工可还是凑不够学
费，当月工资不过2000元的邻居阿姨得
知后，马上把1000元交给了我。”王萍说。

感恩的种子开花结果

感恩的种子埋在心里，随春风恣意

生长。高二时，“还不知道什么是志愿
服务”的王萍就一直利用周末为贫困学
生义务补课，为社区和学校做力所能及
的事情。进入大学后，她更是积极参加
各类志愿服务活动。本科期间，她曾创
下连续40天每天做8小时志愿工作的
记录，在40度的酷暑天气顶着烈日敲开
1000多住户的门做人口调查。

2011年，亚洲沙滩排球赛在海口
举行，她每天都在烈日炎炎的沙滩上
提供志愿服务。“脸上总是火辣辣的，
疼得水都沾不了，原来是晒脱了一层
皮。”但是，因为是在国际赛事中担任
志愿者，认为自己代表中国青年形象
的王萍没有轻言放弃，“每天活跃在赛
场周围。”

她还记得，比赛最后一天，澳大利
亚代表队的一名球员拒绝了所有球迷
的签名请求，唯独主动提出要为站在场
外的她签上一个。“你们没有发现，这个

中国女孩做事特别认真吗？”他的评价，
让王萍心里充满暖意。

“在左邻右舍的帮助下成长，让她
更迫切地想为身边的人做些什么。”据
校方介绍，本就拮据的王萍常常省吃
俭用为贫困儿童捐资助学，她总说，志
愿服务是她当前能够回报社会的最佳
方式。

一生都要做有用的人

王萍始终坚信，只有拼搏才有未
来。她的老师们也说，一直以来，她都
是班上学习最努力的那个，曾经为了不
错过最好的观察时间，连续两个月每天
在田间实验近7个小时。

被中国农业大学录取为直博生后，
还没有从海大毕业的她就已经在中国
农大植物生理学与生物化学国家重点
实验室独自承担课题。

挑战接踵而至。为了省钱，她忍
受着初到北京的水土不服租住地下
室，即便如此，交完房租后也仅剩100
多元。因此，她常常一天只吃一顿饭，
4个月没有沾过荤腥。更痛苦的是，
所承担的课题是完全没有接触过的领
域，实验一次次失败让她承受着巨大
压力，每天学习、工作 14个小时追赶
差距，“有几次又累又饿，感觉天旋地
转……”

即便如此，王萍依旧勇往直前，因
为她开始懂得读书不仅是为了养活自
己，而是为了谋求科学的发展、社会的
进步。

“我要求自己像一棵植物，活着枝
繁叶茂，死了化作沃土，一生都做一个
有用的人。”她欣然接受人们称她为“向
日葵女孩”，就是希望无论何时何地都
能茁壮成长，开出最灿烂的金黄。

（本报海口6月30日讯）

父母双亡的她在社会关爱中成长，如今尽心尽力服务社会，奋力拼搏

王萍：向阳而生的女孩

本报海口6月30日讯（记者陈蔚
林 通讯员黄琼雄）记者今天从省文明
办了解到，今年海南椰树集团有限公司
创始人将以实际行动奉献爱心，继续与
省文明办、省慈善总会联合启动扶困助
学工程，资助120名应届优秀贫困大学
新生，每人一次性5000元。

根据省文明办有关通知，品学兼
优、家庭经济困难、无力完成学业、具有
我省城镇或农村户籍，并在我省第二批
以上录取（含第二批、不含提前批）的全
国高等院校、省属重点院校的本科生
（享受师范大学免费教育学生除外）均
可申请资助。7月18日起，学生可向所
在学校提出申请、出具家庭经济情况证
明材料。

椰树创始人扶困
助学工程启动

本报海口6月30日讯（记者李关
平 特约记者宋洪涛 通讯员黄金 田和
新）今天，省禁毒办联合省公安厅举行

“海南禁毒”新媒体平台试运行仪式。
该平台的开通将推动海南禁毒宣传向
信息化、社会化迈进一大步，进一步拓
展人民群众了解禁毒知识的渠道，深化
禁毒宣传社会效果。

据了解，“海南禁毒”新媒体平台
是继“海南禁毒在线”后，我省禁毒网
络又一个新媒体集群。“海南禁毒”新
媒体平台将发布禁毒权威信息、宣传
禁毒工作政策、普及毒品预防知识、提
供禁毒专业服务、引导禁毒社会舆论，
合力打造禁毒特色鲜明、权威与贴近
并存的全省禁毒系统网络平台门户作
用。同时，该平台还设有举报功能，群
众可通过微信举报涉毒违法犯罪线
索，并获得相应奖励。

网民可通过手机关注微信公众号
或通过登录“海南禁毒”新媒体平台，扫
描政务微博、微信、微视二维码。

“海南禁毒”
新媒体平台开通

禁毒宣传

新闻 追踪

本报海口6月30日讯（记者张谯星 通讯员
王继鹏）记者从海南海警三支队获悉，今天上午，
载有6名船员的小艇“永航968”号工程船，在文
昌海域突然失去机械动力，6人被海警官兵及时
发现救起。

上午，“永航968”号工程船在清澜港外抛锚，
由于长期出海作业，船上蔬菜、水果等食物匮乏，
船员打算乘坐小艇到东郊镇购买食品。然而，小
艇途中突然出现动力故障，船员经过2个多小时
自行修理未果。由于当时海上风浪较大，小艇随
时有被风浪打翻的可能，6名船员生命危在旦夕，
情况十分危急。这一险情被正在附近海域巡逻的
海南海警三支队46102舰及时发现。海警官兵
迅速吊放舰载摩托艇前往救援，将该小艇及6名
遇险船员拖带到清澜港渔政码头。

小艇故障失去动力
海警营救6名船员

主编：张成林 美编：许丽 专题

截至今年6月22日，全省18个市县166个乡镇开

展了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颁证工作，占乡镇

总数的81.4%；已测量土地面积466.5万亩，占国土“二

调”农村耕地面积的49%；已颁发经营权证书77459本，

涉及农户77534户；档案归档222119卷。各市县工作

进展情况详见右表：

海南省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颁证工作进展表（截止时间2015年6月22日）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合计

市县

海口

三亚

儋州

文昌

琼海

万宁

五指山

东方

定安

屯昌

澄迈

临高

昌江

乐东

陵水

白沙

保亭

琼中

洋浦

已开展确权乡镇数（个）

22

7

5

17

12

12

7

10

10

8

10

3

8

2

11

3

9

10

0

166

已测量土地面积（亩）

622154

195274.82

780117.5

444191.96

412199.4925

128018.18

57797

648643

81313.55

51507

453046.5

145338.5

183813.03

174727.84

63669

58732.15

18787

145597.14

0

4664927.663

占“二调”面积比例（%）

64

70.6

62.9

55.5

77.3

30.9

93

95.9

11.5

12.5

59.4

24.3

34

26

18.4

21.3

17.8

100

0

49

已公示审核面积（亩）

350539

191198.02

238396.6

92885.52

50030.64

128018.18

15638

617288.6

81313.55

51507

159233

48712.15

83211.71

174727.84

28825

58732.15

13944

48450.96

0

2432651.92

占“二调”面积比例（%）

36.1

69.1

19.2

11.6

9.4

30.9

25.2

91.3

11.5

12.5

20.9

8.1

15.4

26

8.3

21.3

13.2

36.6

0

25.5

已颁发经营权证（本）

10329

33000

0

0

287

400

0

30951

831

0

121

0

0

1254

186

0

0

100

0

77459

档案归档数

（卷）
34215

116829

0

3410

287

400

3415

24752

22500

4404

550

0

0

9066

558

0

0

1733

0

222119

海南省农村土地
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
颁证工作进展情况通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