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海口8月 6日讯 （记者郭景
水 通讯员高春燕）今年在我省招生的
本科第三批院校经平行志愿投档录取
后，仍有部分学校剩余计划，为完成招
生计划，省考试局决定组织考生征集本
科第三批院校的志愿。在8月6日13：
30——8月7日15：00，考生登录省考
试局网站的“本科第三批征集志愿系
统”，进行网上填报征集志愿。

省考试局新闻发言人介绍，档案
处在“自由可投”状态且投档成绩达到
本科第三批院校录取最低控制分数线
的考生，可自主决定是否填报本科第
三批院校的征集志愿。符合民族预科
班招生条件且投档成绩在本科第三批
录取最低控制分数线线下80分以内
的考生，可以填报民族预科班志愿。

考生在征集志愿可以填报6个学

校志愿，每所学校可以填6个专业志愿
和专业志愿调剂志愿。填报服从专业
志愿调剂者，须在填报志愿系统中点
击“愿意服从专业调剂”的方框，点击
后显示“√”时即为服从专业调剂。符
合民族预科班招生条件的考生可以根
据本人所报考科类，分别在文史类或
理工类的填报志愿界面下设的“预科
志愿”栏目内填报3个民族预科志愿。

省考试局在投征集志愿档案时，将先
对考生的本科类非民族预科志愿进行检索
投档，后对民族预科志愿进行检索投档。
如果考生的档案按本人的非民族预科志愿
投出，其民族预科志愿将不再检索投档。

省考试局新闻发言人表示，档案处
在“预录取”状态的考生，高校已确定录
取，考生可不再填报征集志愿，自行填
报的征集志愿将不再作为投档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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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的雨点打在身上都是疼的，
伸手不见五指。”去年7月18日深夜救
人的情景，依然深深烙在昌江黎族自
治县十月田镇保平村党支部书记陈荣
光的脑海中。

那一天，超强台风“威马逊”登陆我
省，带来大面积降水，而全省最大的降雨
则出现在昌江县。陈荣光和村中的另外
两名干部梁世文、王棉吉以及保平派出
所的民警黄子玮一起，冒着生命危险，在
狂风暴雨中，冲锋在前解救被困者。

4人挽手在深水中艰难前行

去年7月18日晚上，陈荣光带着

村干部转移群众。当晚10时30分许，
陈荣光接到了保平派出所打来的电话，
称村西边石昌公路有人被大水冲走。
陈荣光立即带人赶往事发现场抢救。

“当时水都快淹到我的肚脐了。”
身高1.68米的陈荣光比划着说。从村
里到事发点大概1公里的路，一路上
已经分不清楚哪里是公路，哪里是农
田，到处一片汪洋。

刚出村时，陈荣光后面还跟着约
20人。但天气恶劣，很多人没能跟上
来。看着越来越急、越来越深的水，陈
荣光不免有些害怕。他赶紧招呼身旁
的梁世文、王棉吉两名村干部以及保
平派出所的民警黄子玮，4个人手挽手
并排，一步一步向前挪。

危机关头冒险救出被困者

“当时不仅是狂风暴雨，还在一
直打雷，地上到处是水，根本看不到
人。”想起当时的情形，黄子玮不禁

感到后怕，要是当时被水冲走，后果
不堪设想。

“当时什么都来不及想，就想着先
把人救出来再说。”梁世文回忆说，因
为他们平时经常在出事点一带干农
活，对地形很熟，相信能救到人。

当4人到达事发地点附近时已经
是晚上11时，漆黑的夜幕成了搜救最
大的障碍。他们一遍遍呼喊。终于，
远处传来几声微弱的“我在这，救我。”
顺着声音找过去，他们发现了一名抓
着一棵树苦苦坚持的受困者。可附近
道路都被洪水冲刷掏空，并有暗沟。

陈荣光这时想起了前面有块农田
地势较高，可以绕到离受困者最近的
位置。走近后，他们赶紧把绳子抛过
去，可几次尝试均告失败。这时，水流
不断冲刷那棵树，情势非常危急。王
棉吉灵机一动，脱下拖鞋，用绳子绑住
抛了过去，受困者最终抓住绳子绑住
身体，随后被4人拉了上来。很快，那
棵树就被大水冲倒，众人一阵惊呼。

面对荣誉将功劳归于大家

事后，人们得知，这名被困者是昌
江县总工会的干部李仁坚，和同事郭
起森、林维勇在从石碌镇运送救灾物
资赶往乌烈途中被大水冲走。他的两
名同事已经不幸遇难。

救出李仁坚后，4人又发现在离第
一次救援地300米左右的水田地里有另
外两名受困群众。此时的风雨更加猛
烈。他们顾不上休息，将绳子绑在自己
身上，由其他人在原地拉住绳子，顺着田
埂的边缘游到被困者身边将其救出。

去年10月，4人被授予“昌江黎族
自治县见义勇为先进群体”荣誉称号，
今年7月又被授予“海南省见义勇为
先进群体”荣誉称号。

“我们没想过会得这个荣誉。”面
对荣誉，4人都认为，当时参与救援的
有好多同志，功劳是大家的。

（本报石碌8月6日电）

在去年抗击“威马逊”超强台风期间，昌江4名基层干部——

顶狂风暴雨，他们黑夜淌深水救人

我省三本进行征集志愿

本报海口8月 6日讯 （记者邵长
春 通讯员陈章）据国家统计局海南调查
总队2015年二季度农民工监测调查资
料显示：随着经济企稳回升向好，在劳动
力需求加大和工价不断提高的刺激下，
全省农村外出劳动力就业形势总体平
稳，外出劳动力数量和流向基本稳定，收
入水平显著提高。

据了解，在被调查的1577户农户
中，从业劳动力4567人，占常住人口的
68.1%，同比基本持平。其中外出从业
劳动力644人，占从业劳动力的14.1%，
人数占比同比增加0.2个百分点。外出
劳动力数量同比增长2%。

受我省投资提速、小微企业活力不断
增强和宏观经济企稳回升影响，加上“离土
不离乡”的传统观念，我省农村外出务工人
员以省内为主，呈“内增外减”、就近就业的
态势。据调查，外出务工人员中在省内从
业的占82.5%，同比增加5%；跨省外出从
业占17.5%，同比下降14%。

第三产业仍然是农村外出劳动力的
主要就业领域，78.6%的农村外出劳动力
从业主要集中在第三产业。同时农村外
出劳动力从业收入增长较快，较高收入
人群增多，二季度，外出劳动力月均收入
约 2420 元，同比增加 364 元，增长
17.7%。其中5000元以上的人数占3%，

人数比重同比增加1.5个百分点。
据分析，随着经济发展转型和结构

调整，农民工就业形势呈现出农民就业
难与企业招工难的“两难”局面。企业因
招工困难提高了工资，促进了农民务工
收入稳定增加。此外，海南不断上调最
低工资标准，也相应带动了外出务工人
员收入增加。

调查显示，我省农村外出劳动力流
动性也趋于稳定。据调查，从事当前这
份工作的时间在1—3年的占43.3%；工
作时间在3年以上的占25.5%，说明大
部分外出务工人员外出时间较长，工作
趋于稳定，只有少数人流动不定。

本报海口8月6日讯 （记者李关
平）记者从省交警总队获悉，8月10日，
位于定安县黄竹的海南省公安厅交警
总队机动车驾驶人科目三考场将正式
开考。该考场投入使用后，将有效缓解
当前我省机动车驾驶人科目三（小型汽
车）考试学员积压的问题。

同时，预计一个月后，该考场的大、

中型车辆驾驶人科目三考试系统将启
用，标志着我省大、中型车辆驾驶人科
目三考试人工评判改为计算机自动评
判。

据介绍，针对近年来全省机动车
驾驶人考试需求不断增长，机动车驾
驶人科目三考试学员出现较大量积
压，省交警总队科学统筹全省机动车

驾驶人考场建设，根据公安部关于考
场设置规范，组织对原有考场进行改
建的同时，积极扩建考场。目前，定安
黄竹科目三考场已进入测试阶段，定
于本月10日开考。

该考场的小型汽车考试车辆24台
（其中C1考试车辆20台、C2考试车辆
4台）、大中型汽车考试车辆6台，每天

可容纳500人次科目三考试。
省交警总队表示，位于五指山市番

阳镇的机动车驾驶人考场也正在抓紧建
设，预计明年初投入使用。另外，省交警
总队还将推进儋州市公安局交警支队机
动车驾驶人考场建设。届时，机动车驾
驶人考场既可完全满足驾驶人考试需
求。

一游客三亚潜水
意外死亡
三亚旅游质监局已介入调查调解

本报三亚8月6日电（记者黄媛艳）度假之旅
痛失母亲，湖北籍游客范先生就碰到了这样的伤
心事。因在西岛景区潜水发生意外，范先生61岁
的母亲医治无效当天去世。西岛景区、接待旅行
社、游客等涉事各方因权责划分和赔偿金额等存
在较大分歧，三亚旅游质监局今天介入调查调解。

8月2日，范先生一行7人在西岛景区购买了
潜水项目的服务。“母亲平时身体很好，没有疾
病。但潜水完上岸后不久就出现中风、呕吐等现
象，送到医院后，经诊断为脑出血，当天下午3时
许死亡。”范先生认为，西岛景区未明确告知潜水
的注意事项，意外发生后未采取有效措施，因而需
对事故承担全部责任，要求赔偿57万元。

对此西岛景区总经理助理袁运专表示，游客
瞒报真实年龄，60岁以上人群是不允许进行潜水
的。意外发生后，景区医务室第一时间派出医生
予以救治，并及时联系海南农垦三亚医院。入院
治疗期间，景区派专人全程予以服务，患者死亡
后，景区也及时帮忙支付6000余元的火化费用。
此事件上景区不应承担全部责任，但愿意给予该
游客7万元的补偿。

由于涉事双方对于赔偿金额和责任认定分
歧明显，范先生今天致电三亚市旅游质监局寻
求帮助，目前该局已派专业人员介入调查协调。

本报海口8月6日讯 （记者梁振
君）省食药监局今天再度曝光21起违
法药品保健食品医疗器械广告，被曝光
的违法广告涉及保健食品、处方药、非
处方药、医疗器械四大类别。

被曝光的违法广告包括保健食品违
法广告6起，其中有江西康宝医药生物

科技有限公司生产或申请的鑫康宝牌东
方同康口服液、上海易天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生产或申请的健谊牌肉桂片、河北
金汉方生物科技开发有限公司生产或申
请的欣方牌瑞雪胶囊等；处方药违法广
告6起，包括湖南正清制药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生产或申请的消糖灵胶囊、青海

省格拉丹东药业有限公司生产或申请的
二十五味驴血丸、贵州圣济堂制药有限
公司生产或申请的降压片；非处方药违
法广告8起，包括江西德成制药有限公
司生产或申请的滴耳油、河南时珍制药
有限公司生产或申请的脾肾双补丸、哈
尔滨亲情制药有限公司生产或申请的通

之舒胶囊等；医疗器械违法广告1起，为
乌兰察布市乔氏伟业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生产或申请的眼贴（已注销）。

食药监部门提请广大消费者要提高
警惕，切勿轻信虚假广告宣传，应在医师
和药师指导下通过正规渠道购买和使
用，以免造成不必要的损失和伤害。

昌江公开招聘
30名高中教师

本报石碌8月6日电（记者黄能）
昌江黎族自治县近日在政府官网发布
公告，决定面向社会公开招聘30名高中
教师。此次招聘采取以政府购买服务
的方式进行。

据了解，此次招聘报名时间为 8
月 9 日至 8 月 16 日，根据昌江现有
教师专业以及岗位的需要实行学科
专业岗位对口招聘。报名方式，一是
有意应聘人员可携带相关材料到昌
江教育局人事股报名；二是将相关材
料以快件方式邮寄报名（以签收日期
为准）。

公告上说，此次招聘以政府购买服
务的方式招聘，工资报酬参照当地教师
同等工资标准执行；正式聘用的教师实
行合同管理，严格按合同要求履行义务
和行使权利。值得一提的是，每当全县
教师编制有空编时，此次招聘的30人可
以以竞争上岗的形式进行竞聘，对上岗
人员办理入编手续。

对于正式招聘人员，昌江将根据该
县制定的相关教育系统引进人才实施
办法，给以另外的优惠待遇：聘用后一
次性补助5000元安家费。前三年内，
每学期探亲往返一趟的车船费，由学校
实报实销。

屯昌一男子砸伤他人
被判刑9个月

本报屯城8月6日电（记者王培琳 洪宝光
通讯员何彬彬）今天，记者从屯昌县人民法院获
悉，原本是为同村人打抱不平，不料却将自己卷入
纠纷中，邝某用水泥砖砸伤他人致使对方轻伤二
级，最终被法院认定犯故意伤害罪，被判处有期徒
刑九个月，缓刑一年。

2014年7月，邝某到屯昌县枫木镇某电子游
戏室看朋友玩电子游戏时，发现莫某及陈某将同
村的邝某甲围住并准备殴打，邝某见状后上前制
止莫某、陈某二人。陈某遂打电话叫人，后与陈
某同村的陈某甲来到该游戏店，陈某告诉陈某甲
邝某想殴打他，陈某和陈某甲便一起拿起店里的
塑料凳子砸邝某，邝某用手拦开，陈某见状便说
去拿刀砍被告人邝某，邝某听到后遂从游戏室前
门口处捡起一块水泥砖跑向后门，见陈某准备从
摩托车的车厢处拿刀时，被告人邝某便向陈某扔
砖头，将陈某砸倒在地，后二人相互扭打被路人
拉开。

经海南省屯昌县公安司法鉴定中心鉴定：陈
某系钝器作用致左第8、9骨骨折，已构成轻伤二
级；被伤致左胸，左肺受压约25%，已构成轻伤二
级；其损伤属于十级伤残。案发后，邝某赔偿被害
人陈某人民币1万元。

屯昌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邝某持环保水
泥砖故意伤害他人，造成一人轻伤二级、达十级伤
残的后果，其行为已构成故意伤害罪。

由于案发时被害人存在一定过错，且案发后被告
人邝某认罪态度较好，积极赔偿被害人经济损失，可
以对其酌情从轻处罚。经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该院
作出判处邝某有期徒刑九个月，缓刑一年的判决。

赌场一开张就被查
一男子租赁酒吧欲发赌财获刑

本报讯（记者李关平 通讯员崔善
红）海南屯昌男子吴某某在海口租赁酒
吧开设赌场，赌场开业当天便被公安机
关查获。近日，龙华区法院一审以开设
赌场罪判处吴某某有期徒刑6个月，并
处罚金人民币3000元,扣押在案的人民
币23.5万元系赌资，骰子3个，赌桌桌面
1张系供犯罪所用的物品，均依法予以
没收。

2014年5月19日，吴某某（现年46
岁，海南屯昌人）承租一家酒吧经营。同
年9月22日下午，吴某某开始在该酒吧
二楼处设赌。赌博方式为摇骰子赌“大
小”，一共有三个骰子，1至10点是小，
11至18点是大，赔率为一比一。

当日23时许，海口市公安局治安支
队联合草坡派出所将该赌场查获，当场
抓获涉赌人员40余人，收缴赌资人民币
23.5万元。2014年9月24日，吴某某到
公安机关投案。

龙华区法院经审理认为，吴某某以营
利为目的，开设赌场，其行为已构成开设赌
场罪，应予惩处。

今年二季度我省农民工就业形势总体平稳

农民工月均收入同比增长近两成

外出从业劳动力644人，

占从业劳动力的14.1%，

在被调查的

1577户农户中

从业劳动力

4567人

占常住人口的

68.1%

定安黄竹科目三考场10日开考
醉汉机场闯关被扣
警方提醒：乘机前勿过量饮酒

本报讯（记者邓海宁 通讯员冯丽
文 郑辞）近日，乘坐ZH9611航班（海
口-广州）的一名旅客满面通红、一身
酒气摇摇晃晃来到登机口准备登
机。服务人员见状上前询问，却受
到该旅客的质疑：“要你管啊！我喝
多了，你难不成不让我登机？”然而
该旅客的质疑却成了现实，该旅客
最终因醉酒被公安机关强行带离，
错过了航班。

据了解，美兰机场地服人员发现该
名男子疑似醉酒后，立即通知了航班机
组人员，在机组人员的再次询问下确认
其醉酒，于是拒绝其登机，并关舱起
飞。当得知自己被拒绝登机后，该旅客
在登机口大吵大闹，最后机场只好通知
公安民警到达现场。 尽管公安民警对
其进行严厉警告，但由于该旅客已处于
完全醉酒状态，在警告无效的情况下，
公安民警强制将其带离，做进一步调查
处理。

据悉，醉酒旅客在高空高压的环
境下极易重度酒精中毒，从而容易引
发心脏病、呼吸困难等疾病，危害安
全。因此，醉酒乘机极其危险。根据
民航相关规定醉酒旅客应被拒绝乘
机。美兰机场提醒广大旅客，乘机前
切莫过量饮酒。

省食药监局曝光21起违法广告
涉及保健食品、处方药等四大类别

海口外嫁女打赢官司
获征地补偿款

本报海口8月6日讯（记者金昌波 通讯员
李娇萍）原告王某某因村委会以“外嫁女”为由拒
绝支付其征地补偿款，将村委会告上法庭。记者
今天从省高院获悉，海口市秀英区人民法院近日
依法判决被告海口市秀英区某镇某村民委员会向
原告王某某支付征地补偿款14000元。

法院经审理查明，原告王某某户籍所在地在
海口市秀英区某镇某村委会某村，系农业家庭户
口。2012年3月6日，王某某与广西壮族自治区
某镇某行政村村民黄某某登记结婚，但户籍仍在
某村未迁出。原告已参加被告村农村合作医疗。
被告村部分土地被征用后，按照相关规定应向原
告王某某支付征地补偿款共计14000元，被告以
原告系“外嫁女”为由，未向原告发放上述补偿
款。另查明，广西某镇某村民委员会出具证明，证
明王某某在该地未分配到责任田、土地款征用分
配等各方面利益待遇。

海口市秀英区人民法院认为，原告王某某出
嫁后，户口仍在某村，并参加被告村农村合作医
疗，且没有在嫁入地被分配到承包地及征地补偿
款，故可认定原告具有被告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
资格。原告关于分配土地补偿款的诉讼请求于法
有据，海口市秀英区人民法院予以支持，被告应当
向原告发放征地补偿款14000元。

在加油站贩卖毒品
琼海一男子被捕

本报讯（记者蔡倩）近日，琼海市公安局塔洋
派出所的民警在辖区内巡查时，接到群众举报，称
有一周姓男子将和一人在塔洋镇联先村委会的中
国石化加油站前进行毒品交易。民警马上开车赶
赴现场，将正在进行毒品交易的毒贩周某抓获。目
前，琼海警方已依法以涉嫌贩毒对周某刑事拘留。

民警马上赶到现场后，在群众举报地点看到
两男子站在一小轿车旁，神情和行为均鬼鬼祟
祟。民警马上上前盘查。经询问，其中一男子果
然是群众举报中的周某。民警立即对周某驾驶的
小轿车进行搜查，搜出疑似冰毒12小包和电子秤
一台。民警还在另一男子冯某的身上搜出一包疑
似冰毒的可疑物。

随后，民警在审讯时，周某对其贩卖冰毒的犯
罪事实供认不讳。

外出务
工人员：省
内从业的占

82.5%，

同比增加5%

同比下降14%
跨省外

出 从 业 占

17.5%

制图/石梁均

驾考

8月6日，在海口市滨江路上
的李宝平驾校，教练员正在认真指
挥学员进行驾驶培训的情景。由
于该驾校训练场和驾培设施较完
善，该月迎来约400名学员。

据了解，目前全省有驾培机构
73家，由于部分训练场地设施简陋
等原因，造成目前全省积压的待考
学员9万人。

对此，省交通部门投入5.6亿
元，对驾培机构进行训练场和驾培
设施改造，从根源上提高培训质量
保障道路驾驶安全。

本报记者 张杰 摄

我省大力改善
驾培基础设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