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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王黎刚）今年 10月 20日至
28日的“环海南岛国际公路自行车赛”是10周
年赛，赛事组委会将在赛事期间举办多项活动，
为公众献上精彩纷呈的文体大餐。

10周年嘉年华、有奖活动、趣味自行车、千
人荣誉骑行、全国业余精英挑战赛暨国际旅游
岛联赛等活动将陆续呈献。在此之前，组委会
也为民众先行推出活动。

7月到9月间，赛事组委会面向社会，征集与
自行车相关的摄影作品，无论是体现自行车运动
魅力，还是纪录自行车与人们生活相关的瞬间，
都将是本次活动的征集范围。据悉，本次征集将
设一、二、三等及优秀奖，作品将在海口多个场所
展出，十月环岛赛期间也将作为赛事的重点项目
向广大现场观众展出，展现自行车独特的魅力和
风采。

“环岛赛十周年”
摄影作品征集开启

本报海口7月1日讯（记者侯小健 通讯员
李呈樱子）随着暑假的来临，火车暑运今起正式拉
开帷幕，为期62天。为应对暑运客流高峰，东环
高铁计划日开行31对动车，比平日增加4对，周
末将开行33对。这是记者从海南东环动车客运
乘务队获悉的。

据有关方面预测，暑期客流主要以学生流、
旅游流、探亲流为主，务工流、商务流等为辅。
客流高峰期预计集中在7月中上旬与8月中上
旬。预计暑运期间东环动车将发送旅客250万
人，日均4万人，同比增幅14.21%。为最大限度
满足广大旅客的出行需求，东环高铁将加开动
车组列车。

另外，为确保暑运期间旅客安全出行、方便出
行、温馨出行，海南东环客运乘务队暑运前开展了
安全生产大检查活动，重点检查车上消防设备的
在位情况及状态是否良好，工作人员面对各种突
发事件时的应急处置能力等。同时，对旅客乘降
组织、设备设施保障、运输安全等方面作了总体部
署，并制定了相关实施方案，确保实现暑运“三个
出行”的目标。

火车暑运昨启幕
东环高铁计划日开行31对动车
周末开行33对

本报海口7月 1日讯 （记者侯小
健 通讯员白衡）我省交通、公安等部门
近日使出治超“杀手锏”——今后，有
关部门将联合治超，对超限超载运输
实行“一超多罚”，货源单位、承运人、
驾驶员都将受罚，加大违法成本，确保
治超取得明显成效，以走出以往“屡治
屡超”怪圈。

省交通运输厅、省公安厅近日联合
下发关于建立路面联合治理货运车辆
超限超载工作机制的通知，明确公路

路政、公安交警、道路运管、交通征稽等
部门治超职责，提出了多部门联动的治
超思路。

“实行联合执法，目的是改变过去
部门各自为政，单打独斗的局面，整合
执法力量，多管齐下，综合治理，改变治
超的被动局面。”省交通运输厅有关负
责人说。

该负责人称，超限超载运输对公
路路面及桥梁的破坏是致命的，同
时，也极易引发交通事故。过去，治

超多是部门单打独斗，有时只是阶段
性的集中整治，未能形成真正的联合
执法格局。同时，处罚力度欠缺，一
般主要只是处罚承运人，对超限超载
运输未能起到有效的震慑作用，导致

“屡治屡超”。今后，我省将以治超站
点为平台，推行交通路政、运政、征稽
和公安交警路面联合执法模式，开展
一站式查处，减少“多头”执法，提高
执法效率。

在联合治超中，各部门将履行以下

职责：路政部门依据《公路法》对非法超
限运输行为承运人进行处罚；交警部门
根据路政部门移交的证据，依据《道路
交通安全法》按照超载违法行为，对驾
驶员进行处罚和驾驶证违规记分；运政
部门根据路政部门移交的证据，依据
《海南省公路条例》对源头单位实施处
罚；征稽部门根据路政部门移交的证
据，依据《海南经济特区机动车辆通行
附加费征收管理条例》对车辆欠费行为
按上限从重处罚。

我省将加大治超处罚力度，将以往
超限只处罚承运人改为一超多罚，除承
运人外，还将对司机和货源地单位进行
处罚，以增加超限超载运输违法成本。
同时，凡超载50%以上的，交警除处罚
超载驾驶员外，还将暂扣其机动车驾驶
证，并记6分。

省交通运输厅有关负责人称，通过
从严治，标本兼治，就是要达到“货源地
不敢装、承运人不敢超、驾驶员不敢跑”
的治超管控目的。

我省使出治超“杀手锏”：一超多罚，加大违法成本

超载50%以上，暂扣驾照并记6分

本报海口 7月 1日讯 （记者孙慧）记者今
天从海口市爱卫办获悉，由于时值夏季，气温
高，降雨多，是“四害”繁殖生长的高峰期。为
了遏制老鼠密度，防止媒介传染病的发生流
行，市爱卫办从 7日 2日至 6日将在海口城区
统一投药灭鼠。

市爱卫办提示，此次灭鼠药主要投放点为
中心城区农贸市场、饭店、宾馆、医院等重点单
位和开放式居民小区。各单位凭单位证明或
居委会证明，于 7月 1日至 4日到辖区爱卫办
免费领取灭鼠药。同时请各单位、各社区居民
大搞单位庭院卫生，按规定时间统一投放鼠
药。

市爱卫办还提醒市民：投药3-5天内为死鼠
高峰，投药单位应注意查找，发现死鼠及时清理，
防止死鼠腐烂污染环境。此外，请市民照看好小
孩及宠物，防止误食鼠药，如有误食鼠药中毒，应
立即拨打120就医，维生素K1是有效解毒剂，可
以口服或静脉注射。

海口城区今日起
统一投药灭鼠
爱卫办提醒：看好孩子宠物避免误食

本报海口7月1日讯 （记者李佳
飞）今天下午，记者随海口市政府主要
负责人调研时获悉，海口自今年4月
20日开展停车场整治以来，全面排查
了城区1079个停车场，其中发现多家
违规停车场（点），将陆续被整改或取
缔。与此同时，海口将规划新建7个停
车场，规划增设3500个免费停车位。

据悉，近年来，海口市停车场规划
建设停滞不前，管理不到位，非法停车
场如雨后春笋，乱收费乱停车难停车等
现象愈演愈烈，引发了广大市民的非
议。为此，海口市政府出台了系列方
案，决定从4月20日起，计划用半年左
右的时间，集中开展停车场综合整治。

截至目前，海口市交警支队组织各

大队警力全面排查了城区1079家停车
场（包括机动车停车场809家和非机动
停车场270家），发现未备案或乱收费、
乱设点的现象十分普遍。按照计划，目
前海口已分两批取缔或整改了300家
违规停车场，7月2日还将公布第三批
拟整改的164家违规停车场（点）。

与此同时，海口市公安局经与海口

市国土局、规划局、城建局等协调，拟在
金贸路、海景路、海甸溪北岸等地段新
建7个停车场；在秀英区秀华路、龙华
区南沙路、琼山区高登西街、美兰区海
府路等道路的医院、政务中心、税务缴
纳点、学校等公共场所附近，划设了一
批免费停车位（预计泊位3500个），以
解决市民停车难的问题。

海口拟新建7个停车场
规划增设3500个免费停车位

本报海口7月 1日讯 （记者马珂
通讯员杨秋梅）随着炎热天气持续保持，
毒蛇活动频繁，咬伤人事件时有发生。
昨天，记者从解放军第187医院了解到，
入夏以来该院平均每天至少收治3名被
毒蛇咬伤的患者。他们大都是在山林坡
地、田间地头、公园草丛、石缝溪畔等处
被蝮蛇咬伤的。

6岁的乐乐（化名）家住海口市某
小区，6月23日晚上，在小区楼下玩耍
的乐乐感到口渴，独自到设在小区内
的小卖部买水喝，回来后就一直跟奶
奶喊脚痛，说被蛇咬了。刚开始奶奶
还不相信，说小区里怎么会有蛇，直到
有认识伤口的人说是被蛇咬伤，并且
有人在小区里捕到一条蛇才相信。目
前，经过187医院治疗，乐乐已经康复
出院。

无独有偶，来自四川的张先生在海
口建筑工地工作，昨日当他走到离工地
不远的草地时脚背部突然感到疼痛，查

看之下发现痛处流血了，一条一尺来长
的绿蛇正向远处游走。

解放军第187医院普外科主治医
师洪良春告诉记者，海南常年高温多
雨，使得眼镜蛇、竹叶青、蝮蛇等毒蛇
经常出没。洪良春称，防蛇最好的办
法就是尽量别在蛇常出现的地点活
动。如果说确实要到草丛中行走的
话，手上最好拿根长棍子探路，以便

“打草惊蛇”。同时，尽量穿高筒靴戴
手套。

6岁男孩海口一小区内被毒蛇咬伤

炎夏毒蛇频出没
茂密草丛慎涉足

■ 本报记者 金昌波
特约记者 佘正斌 杨瑞明

从军8年来，无论是当一名普通列兵，还是
在指导员、军需股长的岗位上，武警海南省总队
二支队一大队教导员纪鸿就像一块磁铁，能把
周围的正能量都吸到一起，战士们都叫他“知心
大哥”。

2007年7月，军校毕业的纪鸿被分配到驻守
五指山腹地的武警海南省总队二支队。很快，由
于刻苦学习，勤奋工作，2008年7月，纪鸿出任二
支队陵水中队指导员。

与纪鸿相处的战士多是90后，他们个个有个
性、有思想，如何让他们尽快融入部队？纪鸿为此
着实动了不少脑筋。战士黄健是一名“独生子”，
入伍下连后第3天，邻居打电话告诉他父母吵架要
离婚，撂了电话的黄健直奔汽车站，准备私自回家
处理家事。纪鸿带人在车站找到小黄，并多次到
他家里做工作，最终使小黄的父母和解。在纪鸿
的影响下，黄健也一改过去“公子哥”的习气，刻苦
训练、努力工作，当年就被评为优秀士兵。任指导
员期间，纪鸿用实际行动成功教育转化了10余名

“后进”战士。
2010年，突然体重骤降的纪鸿就被确诊为Ⅰ

型糖尿病，生活都要靠药物维持，但他从没因此懈
怠自己的工作。

2012 年，纪鸿担任支队后勤处军需股股
长。为了保证官兵被装合身，纪鸿带着分管
被装的助理，挨个单位为每名官兵量体发衣；
为了提高基层炊事员的烹饪技能，他走遍了
五指山大小饭店，邀请一些知名厨师到部队
传授经验。

任军需股长2年时间，纪鸿每个月就要跑一
遍所有的基层中队，为基层官兵解决建设中的难
题达120余件。“衣服合体了，伙食变好了，给纪股
长点个赞！”在支队局域网“支队建设大家谈”栏目
中，官兵们纷纷留言。

（本报海口7月1日讯）

军营里的“知心大哥”

7月 1日，在海南新希望眼科医
院，白内障患者免费接受治疗。当天，
由海南省残疾人联合会、海南省卫生
和计划生育委员会、海南省残疾人基
金会等单位共同主办的“爱心光明万
里行”活动在海口正式启动，活动将免
费帮助1000名贫困白内障患者免费
进行复明手术。

此次活动由海南省残疾人基金会
通过发动社会爱心人士共募捐资金
200万元，一共可资助1000例海南省
贫困白内障患者重见光明。

本报记者 张茂 摄

本报海口7月1日讯 （记者马珂
王玉洁 通讯员付伟华 李思静 郭江
晓）今天上午，海南医学院附属医院外
科大楼前，举行了一场特殊的拍卖。
43幅记录着海口“抗癌天使”林雯雯抗
癌心路的绘画作品，被在场的医生、护
士、甚至路人纷纷抢拍。竞拍者只有
一个目的：帮助这个坚强美丽的女孩
延续生命！

“2015年2月16日，台湾周大观文
教基金会的周伯伯送给我一本诗集，鼓
励我勇敢活下去！”

“2015年3月25日，当坚强成为你
的唯一选择，你才知道自己有多坚强。”

“2015年6月4日，困境中永不言

败，指望中要有喜乐，患难中学会忍
耐。”……

43副绘画作品，43句心语。26岁
的海口女孩林雯雯，在病床上用这种方
式记录下自己与白血病抗争的历程。

2012年3月，在生日前夕，林雯雯
被无情地确诊为白血病。

住院、化疗、出院、再住院……这个
拥有一双大眼睛的美丽女孩，经历了常
人难以想象的疾病痛苦。

但她却很少流泪。“我哭了，爱我的
人就会更难受。”2015年1月，林雯雯选
择用画笔来倾诉内心的世界。

“我画好了，会拿给病友和医生看，
他们都很喜欢。”在林雯雯的画里，没有

痛苦，没有沮丧，没有悲伤，有的是满满
的爱与希望。

“生病后才觉得，能呼吸、能吃饭、
能看到爱我的人，是多么幸福的事情，
我没有理由不活下去！”林雯雯悄悄地
告诉记者，她还想多活几年，哪怕只有
几年 ，她要用自己的双手去赚钱，带着
父母去看看外面的世界；她还想多活几
年，做义工去帮助更多的人；她还想多
活几年，细细地去感受生命的美好。

海南医学院副院长郝新宝告诉记
者，林雯雯病情恶化，必须进行骨髓移
植，幸运的是她与家人骨髓配型成功。

“可手术和术后治疗费用要几十万，这
笔费用又将林雯雯求生的道路堵住

了。”郝新宝说道。
林雯雯的故事引起了台湾周大观

文教基金会的关注。他们将林雯雯选
入《两岸一家亲》2016年第19届全球热
爱生命奖章获得者，并与海医附院一起
举行了义卖活动。

今天，通过爱心人士踊跃参与竞
拍，最终收到爱心捐款以及拍卖林雯雯
画作共计15000余元。

同时，与白血病抗争6年的我省著
名书画篆刻家杨峰，也获得《两岸一家
亲》2016 年第 19 届全球热爱生命奖
章。杨峰在义卖现场拿出了5副字画
用于竞拍，并表示将所得的钱款将全部
用于林雯雯的骨髓移植费用。

26岁女孩用画笔记录抗癌心路
拍卖画作筹集手术费

7月1日，消防官兵身穿防护服靠近马蜂
窝。

当天下午，市民拨打119求助，三亚南边
海路南海山庄内住户门前树上和窗前有马蜂
筑巢。消防官兵到达现场后，换上防护服靠
近马蜂窝，用编织袋迅速摘除蜂窝，并用杀虫
喷雾进行喷洒，防止马蜂再次聚集。

本报记者 武威 摄

马蜂小区筑巢 消防援手相助

本报海口 7 月 1 日讯（记者梁振
君 通 讯 员 黄 涛）今天，海南各市县
（区）联合打击食品药品违法犯罪协调
办公室在各市县（区）食药监局统一挂
牌成立。省联打办发布了联合执法涉
刑七大案例。

罗某黎某工业松香脱猪毛案

2014年6月10日，海口市秀英区食
药监局联合海口市公安局秀英分局，对
位于秀英区向荣路化工二厂某小区的两
处用工业松香脱猪毛加工点进行了查
处。2014年12月31日，海口市秀英区
人民法院因罗某、黎某犯生产、销售有毒
有害食品罪，均判处有期徒刑1年，并处
罚金1000元。

陈某工业松香拔除鸭毛案

2014年6月13日，昌江县食药监局
对昌江县石碌镇桥南路某住宅内的食品
加工店进行检查。执法人员当场查扣了
20只生鸭肉和35斤固体松香。经检
测，所查获的生鸭肉、鸭皮均含有铅、砷、
汞、铬等重金属。2015年4月20日，昌
江县人民法院因陈某犯生产、销售有害
食品罪，判处有期徒刑1年，缓期2年，
并处罚金1000元。

温某等人甲醛浸泡牛百叶案

2014年8月6日，海口市食药监局
联合公安部门对位于美兰区锦山里129
号和东门市场的2个肉类摊点进行了查
处。经检测，所查获的牛百叶和浸泡液
均含甲醛和过氧化氢。2015年4月28
日，海口市美兰区人民法院对温某犯销
售有毒、有害食品罪，判处有期徒刑2
年，并处罚金2万元；雇工吴某某犯生产
有毒、有害食品罪，判处有期徒刑2年，
并处罚金2万元；林某某犯生产有毒、有
害食品罪，判处有期徒刑2年，缓刑4
年，并处罚金2万元。

袁某过氧化氢浸泡鸡爪案

2014年8月6日，澄迈县食药监局
发现位于福山镇红旗坡路三巷出租屋内
袁某涉嫌使用松香拔猪头皮毛和使用过
氧化氢浸泡鸡爪。2015年4月14日，海
南省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因袁某某生产有
毒、有害食品罪，判处有期徒刑9个月，
并处罚金5000元。

蔡某等人制售假中药案

2014年8月21日，省食药监局联合
公安部门，在位于海口市城西镇山高村
16-1号正对面的6层民房内查处一涉
嫌制售假冒中药饮片黑窝点，当场抓获
蔡某等4名犯罪嫌疑人。2015年 3月
17日，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因蔡某犯生
产、销售假药罪，判处有期徒刑7个月，
并处罚金15万元；蔡某某犯生产、销售
假药罪，判处拘役2个月，缓刑4个月，
并处罚金2万元。

黄某非法进行节育手术案

2014年 8月 28日，三亚市食药监
局联合当地计生、卫生和公安等部门对
黄某在位于三亚市荔枝沟某租住场所
非法进行节育手术进行了查处，当场查
获“米索前列醇片”等药品。当事人黄
某承认使用上述药品进行节育手术，未
能提供出上述药品购进单据、供货商资
质证明材料和《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
《执业医师资格证》等材料。2015年4
月17日，三亚市城郊人民法院因黄某
犯非法进行节育手术罪，判处有期徒刑
1年，缓刑2年，并处罚金2万元。

覃某销售假药案

2014 年 10 月 23 日，根据群众举
报，覃姓男子驾车载着药品向其销售疑
似假药。琼海县食药监局联合当地公安
部门将覃某当场控制，并查获药品一
批。其中坐骨腰痛丸等 37种药品共
615瓶标示为进口药品，覃某不能提供
《药品经营许可证》等相关材料。经查，
上述37种药品中35种产品为未经批准
进口或生产的药品，按假药论处。2015
年2月17日，海南省琼海市人民法院以
覃某犯销售假药罪，判处有期徒刑6个
月，并处罚金2000元。

“爱心光明万里行”启动

千名白内障患者
免费做复明手术

过氧化氢泡鸡爪
松香拔除猪鸭毛

省联打办发布联合执法
涉刑七大案例

每 年 夏 季
都是马蜂活跃

期，马蜂一般不
主 动 蜇 人 ，如 被 其 攻
击，应立即趴下不动，
用衣物保护好头颈，切
勿奔跑。

万一不幸被毒蛇咬伤，需
要注意的是：1.千万不要相信

民间所谓的中草药秘方，延迟
了救治的时间；2.最好不要用口吸毒血，
如果一定要用口吸毒血，应该注意嘴里
是否有伤口，特别是口腔黏膜有溃疡的
人，如果吸到蛇毒，可能会从口腔黏膜溃
疡进入其体内而中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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