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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洪宝光

连日来，记者对海口市部分网吧进
行暗访后发现，不少网吧都在接纳学生
上网。更让记者不解的是，将网吧接纳
学生上网情况向文化稽查部门反映后，
等待了40多分钟依然不见执法人员身
影，网吧里上网的学生陆续离开。

穿校服的学生在上网

7月6日至7月9日，记者先后四次
来到海口市琼山区板桥路对创智、冠海、
金花缘、绿色动力等网吧进行了暗访，发
现下午时分，网吧接纳学生上网情况比

较普遍。这四家网吧都在一条路上，而
且距离不足200米。

7月8日下午，在创智网吧、冠海网
吧里，各有6位穿着海南中学校服的学
生正在上网，学生们正玩着游戏，时而还
大声交流。

7月9日，在金花缘网吧里，有2位
学生正在上网玩游戏。

在网吧门前明显地挂着“禁止未成
年人上网”的招牌，为何还能如此大胆地
让未成年人上网呢？这些学生不需要登
记就能上网吗？

“没有带身份证怎么办？”
“可以照常上网，但会贵一点。”在金

花缘网吧的工作人员说，记者交付20块

钱后，她给记者开了一台电脑。
“这些网吧都是这样。”正在网吧寻

找儿子的腾女士告诉记者，因儿子迷恋
上网后，她就经常光顾这些网吧了，每次
来到网吧都能找到孩子。腾女士的儿子
告诉记者，每次来上网都不需要登记，直
接交钱就可以上网了。

之前滕女士曾厉声质问网吧管理人
员为何允许学生上网，但管理人员始终
不作答。

执法人未到，学生已离开

今天，结合暗访所掌握的情况，记者
拨打了海口市文化市场投诉举报热线

12318，始终告知正忙。
下午4时43分，记者直接拨打了琼

山区文化市场稽查大队负责人电话，并
将暗访中发现的情况向对方反映，对方
的答复是正在开会，要晚点才过来看。

“不会事先通报吧？”“不会，忙完手
中的活就过去。”对于记者的担心，对方
表示，他们工作有原则，不可能向网吧
通报。

后来，记者来到相距不远的创智、冠
海等网吧门前等待，一直等到5时10分
左右，执法人员并没有出现，但穿着校服
的学生纷纷从网吧里走出来。

5时29分，琼山区文化市场稽查大
队负责人给记者打来电话，寻问记者在

哪里，此时网吧里上网的学生全都走了。
该负责人告诉记者，琼山区共有50

多家网吧，其中府城地区就有50家，按
照工作安排，7月10日中午才到板桥路
对网吧进行检查，接到记者的投诉后，他
们才过来检查。

据了解，近段时间来，琼山区文化市
场稽查大队屡次接到市民举报网吧接纳
未成年人上网，目前该大队正对全区网
吧进行逐一检查。

相关链接：按照《互联网上网服务
营业场所管理条例》的严格规定，网吧
接纳超过3名以上（含3名）未成年人上
网，将依法被吊销《网络文化经营许可
证》。

海口部分网吧接纳中学生上网，举报后未见执法人员，上网者却先离开

难道有“内鬼”通风报信？
警车被撞翻
幸无人死亡

本报海口7月9日讯（记者李关平 通讯员张
振汉）7月9日上午，海口市南海大道与长滨路交
叉路口附近发生一起交通事故，一辆雪铁龙轿车
从侧面撞上一辆警车，致车内民警受伤，无生命危
险。雪铁龙小轿车无人员伤亡。

经初步调查，警车驾驶员系海口市公安局
出入境管理支队外出办案民警张某，张某持有
有效驾驶证，着警服驾驶车辆，驾驶中系有安全
带。事发后，雪铁龙轿车车头受损，警车翻车车
身变形。

目前，海口交警部门已介入调查，事故原因正
进一步调查中。

本报海口7月9日讯（记者宗兆
宣）6日，一名刚刚毕业的大学生在南
渡江游泳不幸溺亡，家长悲痛欲绝，社
会各界扼腕叹息。

每年7月份是学生暑假生活的开
始，炎热的天气让很多学生对下水游
泳趋之若鹜，但由于野外游泳点存在
漩涡暗流导致水况复杂，游泳溺亡事
件一再发生，每年的7月几乎成为吞
噬学生生命的“7月劫”。对此海口市
美兰区政府相关负责人呼吁，请大家
珍爱自己的生命，不要擅自到非正规
场所“野泳”。

为预防悲剧一再上演，海口市美兰
区政府决定有针对性开展四个方面的
工作。首先由美兰公安分局每天派出
专人在南渡江及白沙门等“野泳”点进

行值守，一方面防范治安案件的发生，
另一个方面进行现场劝导。其次对警
示标识进一步完善和改进，美兰区政府
在南渡江、白沙门和新埠岛等“野泳”区
域，增设醒目警示标识，大力营造下水
危险警示作用，唤醒市民安全意识。再
次加大宣传力度，一是由团区委组织志
愿者印发一些安全提示，进行宣传劝导
引导，讲明“野泳”危害，提醒市民不要
在这些地方游泳；二是每天组织专门队
伍进行巡查，加强对群众进行宣传，劝
导市民珍爱生命，不要去南渡江、白沙
门等危险区域游泳。最后由美兰区市
政市容委联合相关街道，对“野泳”场所
存在的脏、乱、差及非法经营现象进行
整治，对不文明的现象进行劝导及宣传
教育工作，并将此项工作常态化。

为预防暑期学生溺亡事件一再上演

海口美兰区派专人“野泳”点值守

7月9日，一架来自韩国、即将在海
口着陆的航班上发现有一名疑似“中东
呼吸综合症”患者，我省疫情防控领导小
组立即启动应急处置预案，医疗防疫人
员按照预设的相关程序对乘客、飞机、通
道等进行检疫排查等相应处置，将患者
隔离治疗——这只是一场有医疗、检疫、
机场口岸等十多个单位参加的“美兰机
场口岸入境疑似中东呼吸综合症疫情应
急处置联合实战演练”。

参演单位分工明确，配合默契，各防
疫环节衔接紧密，联防联控协调顺畅，并
首次启用4G移动单兵执法系统对演练
全程实时播送，后台指挥人员可以随时
与现场检疫人员互联互通，确保程序与
操作的正确。

图为防疫人员正在给经过排查后未
发现相应症状的乘客离机时进行消毒。
文/记者马珂 通讯员陈华飞 图/苏建强

我省开展
中东呼吸综合征疫情
应急处置实战演练

三亚义务兵家庭
优待金提高一倍
由每年6000元提高至12000元

本报三亚 7月 9日电 （记者孙婧）记者从
9 日召开的三亚市征兵工作会议获悉，为激
发适龄青年应征热情，市政府决定将义务兵
家庭优待金标准由每年 6000 元提高至每年
12000元。

会议表示，2015年三亚市男兵征集任务为
255人，且大学生征集比例要达到35%，与此相
对应的是报名应征青年人数的不达标。今年是
三亚市撤镇设区后首次开展征兵，市政府高度
重视这项工作，会议透露，不仅三亚市长将在电
视台发表征兵动员讲话，市政府还决定将义务
兵家庭优待金标准由每年6000元提高至每年
1.2万元。

此次征兵报名截止时间为7月15日，为征够
高质量兵员，市征兵办表示，将抓住大学生和高中
应届毕业生这个重点，大力宣传教育部新出台的
6项新举措，此外，体检阶段大专以上学历青年可
综合考量，一般不实行单科淘汰。

琼中第一座公益性
公墓基本建成

本报营根 7月 9日电 （记者王培
琳 特约记者黎大辉 通讯员彭智辉）今
天，记者在琼中马岭公墓施工现场看到，
马岭公墓一期工程4000个墓位已基本
施工完毕，配套设施正在紧张进行中，公
墓即将投入使用。这是琼中黎族苗族自
治县的第一座公益性公墓。

马岭公墓位于海榆中线146公里
处，公墓园区属丘陵地带，环山绕林，风
景秀丽，记者在现场看到，已经施工完毕
的一期工程50亩墓区，红砖绿瓦相间，
静谧而优美，4000个墓位已划分完毕，
路面设施以及环廊走道也规划整齐。

据介绍，马岭公墓分为两个工期，一
期工程含4000个墓位已施工完毕，同时
在一期工程墓区内打造烈士陵园，目前
也已开工建设。二期工程共400亩，拟
建设墓位32000个。

本报海口7月9日讯（记者李关平）
今天下午6时30分左右，沈桂林集资诈
骗案庭审结束，历时3天，法院将择期宣
判。记者从庭审中获悉，案件涉及人数
从原来的208人增至210人，损失金额
增至4.02亿余元。被告人沈桂林表示
其在国外仍有价值数千万元的字画。
不过仍需司法机关做进一步核实认定。

据悉，沈桂林资金链断裂后出走，
不过出走前他烧毁了他的“记账本”，这
也给案件的认定带来困难。从今天公
布的司法鉴定看，沈桂林被控集资诈骗
8.8亿余元。除了此前返还的钱款，损
失金额4.02亿余元去哪了？

沈桂林在庭审中交代了部分款项
流向，表示其投钱千万元与某农场合作
开发土地850亩，不过没有土地证。另

外，他在海口、北京投资艺术品，通过他
人将部分字画放在法国展览、拍卖，“估
计价值可能有四五千万元”。法庭要求
沈桂林在庭后用书面的形式做一个详
细交代，等待司法机关核查认定。

另据了解，沈桂林事发后，其旗下
企业海口美丽道艺术中心内不少字画
遭到哄抢，目前去向不明。今天当庭有
一名受害人表示，其将一幅名家真迹
《金牛图》借给沈桂林“撑场面”，也想顺
便了解画的行情。结果至今不见踪影。

今天庭审进入法庭辩论程序，沈桂
林表示其没有公开宣传高息借款，主观
上也没有故意占有投资人的资金，不应
该构成集资诈骗罪。而且对公诉机关
指控对涉案人数210人、涉案金额达到
8.8亿元表示不认同。

沈桂林集资诈骗案昨庭审结束

涉案210人 损失金额4.02亿元

我省疫苗接种率
出现滑坡
省卫生疾控人员将入户宣传

本报海口7月9日讯（记者马珂）今
天，记者从省卫生计生委获悉，2013年
乙肝疫苗事件以来，我省预防接种工作
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一些市县预防接
种工作出现严重滑坡。现省卫生计生委
要求各市县卫生局以及疾控部门入户宣
传，加强对群众的引导和解释工作。

据了解，从2015年1-2月份疫苗接
种率报告情况看，我省个别市县基础免疫
疫苗接种率达不到90%的要求，加强免疫
普遍不到80%，预防接种工作堪忧。同
时，家长拒绝给孩子接种疫苗，对预防接
种工作不理解、不支持的情况时有发生。

对此，省卫生计生委要求各市县各
有关单位要主动作为，采取针对性措施
加大国家免疫规划政策的宣传力度，努
力消除社会公众和儿童家长对预防接种
工作的误解和担忧，广泛开展预防接种
宣传活动和查漏补种工作，确保每一名
适龄儿童及时进行疫苗接种。

海口308个小区获拨维修资金

两物管公司
弄虚作假被叫停

本报海口7月9日讯 （记者刘贡）近日，海
口市住建局陆续接到业主投诉，反映“吉宝佳
园”物管、海南瑞成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冒充业
主签名，以及“紫泉花坊”小区业主代表推选不
规范等问题。目前两物管公司的业务已被政
府叫停。

2014年7月24日，海口市住建局下发了关于
实施《海口市抢修“威马逊”台风损坏住宅小区共
用部位、共用设施设备紧急使用住宅专项维修资
金程序的通知》，对申请范围、申报时间、办理程序
和申报材料作出了规定。

在《通知》规定的时间内，海口市住建局
共受理 325 个小区紧急使用住宅专项维修资
金申请，对符合条件的 308 个小区审拨了维
修资金。

据了解，吉宝佳园小区和紫泉花坊小区均在
《通知》规定时间内，持申请报告书、海口质量技术
监督局、居委会的鉴定报告或意见书、工程预算书
等材料，向市住建局申请紧急使用维修资金。经
核查符合《通知》相关要求，住建局下拨了首批维
修资金。

但今年6月18日，吉宝佳园小区部分业主反
映，其物管海南瑞成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伪造业主
签名，紫泉花坊小区物业管理公司海南紫泉实业
有限公司找人代替业主签名，在申请使用维修资
金过程中有弄虚作假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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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海南省希望工程圆梦行动正式启动
共青团海南省委
海南日报社
海南广播电视总台（《直播海南》、海南新闻广播）
南国都市报社

南海网
海南在线
人民网海南视窗
海南省青少年希望基金会

联合主办单位：

首批捐款单位名单

海南威特电气集团有限公司60万元
海南创新书店有限公司50万元
白沙团县委募集社会捐款28.5万元
春华励志助学基金20万元
三亚市天涯海角旅游发展有限公司20万元
海南金鹿农机发展股份有限公司20万元
海南美亚电缆厂有限公司20万元
海南长石医药有限公司16万元
海南黄氏文化传播有限公司15万元
海南省体育彩票管理中心12万元
海南广药晨菲医药有限公司10万元
海南恒信达农产品包装有限公司10万元
海南凯健医药有限公司10万元
天使爱心助学基金10万元
海南眼视光学中心10万元
海南王者天创通讯设备有限公司9.5万元
海南天涯驿站旅游项目开发有限公司5万元

支持圆梦行动专项基金：
美亚电缆助学基金 海南体彩助学基金 喜之农助学基金
广药晨菲助学基金 芙蓉学子助学基金 黄氏助（奖）学基金
凯健药业助学基金 威特助学工程基金 星华集团助学基金
金鹿农机助学基金 天使爱心助学基金 加多宝·学子助学基金

春华励志助学基金 国酒茅台·国之栋梁助学基金

资助标准：3000—5000元/人

资助条件：
1、今年被全国普通高等院校录取的大学生；
2、父母均为农村或城市低收入群体；
3、遵纪守法，品学兼优；
4、家庭经济困难，年收入低于当地平均收入；
5、没有获得其他奖学金或助学金资助。

自2003年我省推出希望工程圆梦行动以来，在省委、省政府的高度重视和亲切关
怀下，在社会各界的热情参与下，先后设立了19家专项助学基金，截至2014年，希望工
程圆梦行动已募集捐款1.22亿元，资助贫困大学生24085名。海南省希望工程圆梦
行动已成为海南最知名的公益品牌项目，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赞誉。

资助流程：
1.网上申请报名

（海南助学网：www.hizx.org.cn）

⬇
2.网站下载申请表填写

⬇
3.相关机构审核盖章

⬇
4.省希望办最终审核

⬇
5.社会公示

⬇
6.发放助学金

捐款热线：65355017

申请报名资助热线：653577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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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县（军警）划拨财政资金支持名单

三亚市人民政府120万元
东方市人民政府100万元
儋州市人民政府50万元
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人民政府50万元
昌江黎族自治县人民政府25万元
海南省军区20万元
万宁市人民政府10万元
琼海市人民政府10万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