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9月13日，36岁的美国教师Ken在海口市琼山区滨江街道东门社区与孩子们玩起了
英文版的石头剪子布游戏，孩子们在欢笑中学会了很多单词。据悉，海口市外事侨务办推
出“海南国际旅游岛·外国友人与我同行”系列活动，充分调动常驻海口的千名外国友人热
情，让他们积极了解与关注海口，宣传海口。 本报记者 苏建强 摄影报道

椰城街头的“英语课”

■■■■■ ■■■■■ ■■■■■

澄迈查获一批
“偷渡”入岛活牛

本报金江9月14日电（记者孙慧 通讯员黎
开旻 王伟）9月13日凌晨，海南公安边防总队澄
迈支队老城边防派出所根据群众举报，成功查获
违规入岛活牛22头。

当日凌晨，老城边防派出所接到群众举报
称，盈滨半岛永庆寺附近海边有人用船只违规
运输活牛入岛。接到举报后，该所立即组织官
兵迅速赶到永庆寺附近沿海开展搜索，并在出
岛道路设卡拦截。0时30分许，派出所干警在
通往永庆寺的道路上查获2辆可疑货车，载有
22头活牛。经检查，车主无法提供该批活牛的
相关证明。

经初步调查，该批活牛系从外省通过海上运
入，准备在省内市场销售。老城边防派出所已按
照相关规定，将该批活牛查扣并移交澄迈县畜牧
兽医局处理。此次对违规进岛活牛的查获，有力
预防了口蹄疫等不明疫情进岛的可能性，维护了
我省食品安全。

本报海口9月14日讯（记者李关
平 通讯员崔善红）临高90后男子符某
某在互联网上架设虚构的“中国好声音”
电视栏目网站，以领取奖品需缴纳抵押
金、手续费等为由，先后诈骗他人3.6万
余元。近日，海口市龙华区法院以诈骗
罪判处符某某有期徒刑2年4个月，并
处罚金人民币2000元。

2014年2月至3月间，符某某与“阿
六”（另案处理）合谋进行网络诈骗，由

“阿六”提供诈骗所用银行账户，符某某
购买电脑等作案工具，在互联网上架设
虚假的浙江卫视“中国好声音”电视栏目
网站，利用弹出式中奖广告链接诱使被
害人点击登录虚构网站，并使其误以为
中奖后拨打网络上客服电话。符某某则
冒充“中国好声音”工作人员，以领取奖
品需要缴纳中奖风险抵押金、手续费等
为由，要求被害人通过汇款的方式将钱
汇到符某某指定的银行账户。通过这种
手段，符某某先后骗取张某保和卢某荣
两被害人共计3.6万余元。

2014年3月7日，符某某在海口市
椰岛广场被抓获。龙华区法院经审理
认为，符某某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虚构
事实骗取他人财物3.6万余元，数额较
大，其行为已构成诈骗罪，应予惩处，
遂作出以上判决。

这些红酒没有“身份证”

昌江查扣某饭店
29瓶问题红酒

本报石碌9月14日电（记者张靖超 通讯员
陈雯）昌江黎族自治县食药监局日前在辖区内检
查时，发现某饭店里有29瓶问题红酒，现场予以
查扣。目前，案件正在立案查处中。

据介绍，在该饭店的冰柜内，执法人员发现标有
BORDEAUE、CHEVALIER（DRYRED WINE）、
CHEVALIER（LANGVEDOC）、CHEVALIER
MARGAVX四种无中文标签的玻璃瓶预包装
红酒。四种红酒的售价分别为158元/瓶、118
元/瓶、68元/瓶及 88元/瓶。饭店负责人表示
自己仅有供货方的票据，但没有供货方的《酒
类流通备案登记证》复印件等相关证明材料。
执法人员当场将上述进口预包装红酒共29瓶
进行扣押。

根据《食品安全法》第六十六条规定，无中文
标签、中文说明书或者标签、说明书没有载明食品
的原产地以及境内代理商名称、地址、联系方式
的，一律不得进口。

洋浦集中拆除15家
违规彩钢板建筑

本报海口9月14日讯（记者张婷 通讯员钟
坚）为加强辖区内施工工地现场消防安全管理，近
日，洋浦消防支队联合规划局、综合执法局等部门
对辖区彩钢板建筑进行了集中排查整治，15家单
位被依法拆除。

联合整治小组一行先后深入洋浦阳光海湾小
区、蓝领公寓等项目施工工地现场。经检查发现，
其中15家单位存在施工现场违章搭建的彩钢板
建筑，且芯材为易燃材料、有两家场所存在室内装
修材料部分采用易燃有毒材料等消防违法行为，
存在严重火灾隐患。针对发现的隐患，执法人员
对有关负责人进行了批评教育，并依法下达《限期
拆除违章彩钢板建筑通知书》，要求建设和施工单
位在规定期限内拆除使用聚氨酯等易燃材料为芯
材的彩钢板建筑。

日前，部分单位已拆除彩钢板房建筑5000
平方米，消防部门也查封了2栋由不符合要求
彩钢板搭建的临时建筑。对未执行通知书要求
的单位，洋浦管委会将依法组织有关部门进行
强制拆除。

一男子欲自焚
被及时解救
原因是老板欠薪

本报海口9月14日讯（记者张婷 通讯员吕
书圣）今天上午，一名年轻男子因为劳资纠纷，在
海口市渡海路和新港路交叉口处的亿星大厦售楼
处企图自焚，消防官兵到场后将该男子制服，交由
派出所民警处理。

9月14日10时，亿星大厦工地的一名工人因
为老板拖欠工资，在工地一层的售楼处里以泼汽
油自焚作威胁，要求老板还钱。当时，该男子坐在
售楼处中间的玻璃茶几上，右腿处已经浇完了一
瓶汽油，右手拿着打火机，情绪非常激动。茶几上
的两个塑料瓶装着汽油，瓶盖已经打开，地上还散
落着玻璃碎片。

消防官兵对现场进行警戒。两名消防官兵
做好灭火准备，一名消防员配合边防派出所民警
对该男子进行劝导，其他官兵则做好救援准备，
伺机进行营救。11时55分，该男子手机突然响
起，四名消防官兵在该男子接电话时，快速冲进
售楼处将该名男子解救，随后将其移交给派出所
民警处理。

■ 本报记者 易建阳

学乐东，从城乡环境整治开始！近
段时间，在五指山市，不仅市区各单位
开始行动起来，偏远的黎村苗寨也积极
响应，改变垃圾乱扔、牲畜放养等陋习，
部分村庄环境卫生有了质的飞跃。

牙南上村（苗村）和牙南下村（黎
村）是两个相邻村庄，都位于南水（南
圣到水满）旅游公路旁。旅游公路两
旁的村庄风貌代表着一个地区的形
象。从今年年初开始，五指山市南圣
镇就在全镇范围内开展环境综合整
治，牙南上村和牙南下村的环境面貌
在慢慢改变。尤其是近两个月来，两

个村庄你追我赶，村民参与度极高。
在全镇的环境卫生综合评比中，这两
个村庄成绩排名靠前。

牙南上村位于一处坡地上，村口
“开展环境整治，建设美丽牙南”的宣
传条幅非常醒目。村民的房子依山而
建，村道边每走十几米就能看到一个
垃圾桶，水泥铺就的道路几乎见不到
垃圾。

“牙南上村有1000多人，现在有
6个保洁员，我们把全村分成若干个
责任区，哪个责任区卫生搞不好，就
要扣罚责任人的工资。”牙南上村村
支书蒋应民告诉记者，除了平时正常
保洁，现在村里每周都组织村民开展

大扫除，村民的环境卫生意识也提高
了很多。

“以前村民家养的猪、鹅等家禽家
畜到处跑，村道上随处可见禽畜粪便。
现在这些家禽家畜都圈养起来了，保洁
轻松很多。”牙南上村保洁员陈菊英说，
镇里每周都会组织工作人员到村里检
查卫生，每季度评比一次。

随后，记者来到牙南下村。这个黎
族村庄只有300多人，村里有不少老旧
房屋。

“牙南上村因为项目征地，村民的房
子普遍得到改造，我们村的房屋虽然破
旧一些，但村庄环境卫生不能落后。”村
民黄文辉说，牙南下村人口少，地势相对

平坦，更有条件搞好环境卫生整治。
记者在牙南下村一户村民家看到，

这户人家房前的道路刚刚清扫过，院子
里养了几十只鹅。“以前我家的鹅都是
放养，现在为了村庄环境，就圈养起来
了。”村民郑女士告诉记者。

据介绍，南圣镇为每个村民小组
都配备了保洁员，由政府财政拨款发
工资。镇里还加大环卫设施投入，给
各村庄发放垃圾桶和手推车，同时，做
好垃圾清运，强化监督检查，对卫生不
达标的村庄进行通报批评，并约谈相
关责任人，对卫生做得好的村庄进行
奖励。

（本报五指山9月14日电）

五指山市偏远黎村苗寨环境整治你追我赶

房屋虽然简陋 卫生不能落后

本报海口 9月 14 日讯 （记者李
关平 特约记者周平虎）今天，海南大
中型客货车驾驶人考试科目三在省
交警总队黄竹考场启用计算机自动
评判系统。同时，全省大中型客货车
驾驶人考试科目三人工评判方式全
部停止。这标志着海南省所有车型
的所有考试科目全部实现计算机自动
评判。

据悉，省交警总队黄竹考场是海
南省目前唯一的大中型客货车科目
三考场，配备B1（中型客车）考试车1
台，A1（大型客车）考试车 1 台，B2
（大型货车）考试车 4 台。其中 B1、
A1 车型每天分别可接纳 10 名考生
进行考试，B2车型可接纳12至 15名
考生进行考试。

“接下来，海口、三亚、五指山等地

也将陆续建设和启用大中型客货车驾
驶人考试科目三计算机自动评判考
场。”省交警总队车管处副处长熊文清
表示，比起人工评判，电子评判更加严
格，考生不小心碰错一个开关、步骤颠
倒了，都会被准确监控到并被扣分。电
子评判避免了人为干扰或评判误差，更
加公平、公开、公正。

来自临高的考生赵先生今天顺利

通过了A1车型（大型客车）科目三考
试。赵先生表示，考生在考试时一定要
放松心态，注意细节和步骤，比如超车
前要打转向灯，靠边停车时不超规定范
围等，如此一来考试通过的概率也会大
一些。

熊文清表示，驾考科目实现“电子监
考”，将促使各个驾校加强对考生的培训，
提高考生的驾驶技能，减少“马路杀手”。

我省所有驾考科目有了“电子考官”
未来驾考将更加公平、公正

■ 通讯员 潘彤彤 王家专 张杨

“爷爷，我马上就要接过您的枪，去
青岛当兵了，您在天上看到了吗？”今天
一早，澄迈县金江镇小伙阿文起个大早，
拿上爷爷姚世文的抗战荣誉奖章到照相
馆拍照，再裱上相框，准备把这张照片作
为纪念品陪着自己一起到青岛入伍。

阿文的爷爷姚世文是一名抗战老
兵，参加过琼崖纵队作战，曾多次获得

国家荣誉奖章，包括抗日战争60周年、
70周年胜利日纪念章等。从小听着爷
爷的抗战故事长大，阿文对爷爷有着无
限崇敬。

“我爷爷打仗身上落下了三个枪
疤，一个在腿上，一个在腰上，一个在眼
睛边上。小时候我问他疼不疼，爷爷总
是说‘疼，怎么能不疼？！但是为了打鬼
子，爷爷不怕！’”每次回忆起和爷爷关
于抗日故事的对话，阿文的言语中都充

满了敬仰。
今年9月，刚满19周岁的阿文做出

他人生中第一个重要选择：报名入伍当
兵。“我从小跟着爷爷长大，听爷爷讲抗
日的故事，受到爷爷革命精神的感染。
我有两个愿望，一个是考上大学，这个愿
望我没有实现；第二个愿望就是能够像
爷爷一样扛枪，保家卫国，这个愿望我实
现了。”

遗憾的是，两个月前，96岁的姚世

文因病去世，无法亲眼看到孙子穿上绿
军装了。

再过几天就入伍了，阿文想把爷爷
的抗战荣誉奖章随身带走，但又怕弄
丢，想来想去，他决定把奖章拍成照片
随身携带，以爷爷的抗战故事激励自
己。

“老头子生前总是跟孙子说，‘阿
公打江山，阿侬守江山’，阿侬去当
兵，一定要好好表现，争取立功啊！”

奶奶李桂鸾说，姚世文在世时总是如
此鼓励阿文，而她自己也非常支持孙
子去参军。她希望孙子能铭记爷爷
的谆谆教导，在部队里好好锻炼,争
取立功。

接过上一辈人的枪报效祖国，用新一
代青年的青春和热血，续写着忠诚报国的
篇章。“爷爷的抗战奖章照片，我要随身携
带着，这是我前进的动力。”阿文说。

（本报金江9月14日电）

本报海口9月14日讯（记者金昌
波 实习生李丹）今年43岁的女子吴某，
谎称能帮人办退休金和下岗补贴，与48
岁无业女子符某合伙在儋州骗取85.2
万元，最后却分别到派出所举报对方。
记者今天从省高院获悉，海南二中院近
日对该案做出终审判决，以诈骗罪分别
判处符某有期徒刑13年、判处吴某有期
徒刑11年。

据了解，2012年 8月，符某告诉
吴某自己能帮人办理养老退休金和下
岗补贴，让吴某去找不符合条件的人，
如果有人办理，吴某可收取差价。随
后，自2012年8月至2013年10月，吴
某就在儋州白马井找到被害人陈某、
许某等 30 人，共收取被害人 85.2 万
元。其中，吴某自己留下20.6万元，把
64.6 万元给了符某。两人收款后，并
未帮被害人办理退休金等，而是将这
些钱赌博挥霍一空。案发后，吴某共
退赃9.7万元。

2014年1月初，吴某和符某两人因
琐事吵翻，吴某和符某先后于同一天到
白马井派出所告发彼此涉嫌诈骗。因
吴某、符某有重大作案嫌疑，白马井派
出所在同月14日将两人抓获。

今年1月，儋州法院一审判决，以诈
骗罪判处符某有期徒刑13年，并处罚金
3万元，判处吴某有期徒刑11年，并处
罚金1万元。

宣判后，吴某不服，提出上诉。近
日，海南二中院终审判决，维持一审刑
事判决，并继续追缴吴某和符某的违法
所得73万多元。

合伙行骗85万余元却因闹翻
相互告发

儋州两女子
因诈骗罪获刑

深受琼崖抗战老兵爷爷的革命精神感染，澄迈小伙阿文主动报名当兵——

接过爷爷的枪当兵去

本报嘉积 9月 14 日电 （记者蔡
倩 通讯员黄小玲）今天上午，琼海市
潭门镇政府、海洋、公安、边防、工商五
个部门开展联合执法行动，对非法采
挖、运载、销售砗磲贝等国家保护动物
的行为进行检查。

在潭门渔港，约150人组成的执法
队伍分成几支小组，依次登上停靠在码
头的船只对其进行检查。巡视船室、检

查船舱，执法队员们对每艘渔船都进行
了细致的检查，并与渔民进行交谈，了
解情况。

执法队伍相关负责人在与渔民的
交谈中，向他们强调了保护海洋生物的
必要性，介绍了国家保护海洋动物的相
关政策，叮嘱他们出海捕捞时要严格遵
守国家政策，切不可违反。

当天的行动中，执法队伍对所有停

靠在潭门码头的船只和潭门镇上所有
开门营业的海洋工艺品店铺进行了检
查，并未发现非法采挖、运载、销售砗磲
贝等海洋保护动物的行为。

据介绍，此次执法行动将检查打击
和教育宣传相结合，在执法过程中，不
仅对非法采挖、运载、销售砗磲贝等保
护动物的行为进行检查打击，并且还就
海洋保护政策向渔民、商铺店家进行了

教育宣传。
据悉，琼海仍将继续不定时地开展

此类执法行动，通过海上治、港口堵、岸
上抓等多项渠道，对非法行为进行严厉
打击。同时，将继续引导帮助渔民们进
行产业转型升级，对海产品的合法捕
捞、加工、储存、销售等方面加强管理，
帮助渔民增收，维护海洋环境安全，走
一条可持续发展的道路。

五部门联合执法

琼海打击非法采挖运销砗磲贝行为 本报保城9月14日电 （记者易建阳 通讯
员胡立前）近日，呀诺达雨林文化旅游区为景区
周边贫困大中专学生发放了4.6万元助学金，共
有17名贫困学生受到资助。这也是景区设立
贫困助学基金以来单次资助学生人数及金额最
多的一次。

受助学生代表表示将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学习
机会，把呀诺达的真切关怀以及社会各界的真情
关爱，转化为回报家乡的强大动力，自强不息、发
愤图强，以优异的成绩来回报社会。

呀诺达景区发放
4.6万元助学金

冒充“中国好声音”工作人员

临高一男子诈骗
3.6万余元获刑

本报五指山9月14日电（记者易
建阳）总投资2600多万元的五指山市重
点项目——五指山市养老服务中心近日
正式动工建设。建成后，这里可为五指
山市的老人、孤儿以及需要救助的相关
人员提供服务。

据介绍，该项目占地面积24.41亩，
项目分两期建设，此次投资建设的是一
期项目。一期项目将新建一栋养老服务
中心楼和一栋儿童福利中心及救助站。
一期拟建总建筑面积为6804平方米，总
床位178床，其中老年人养老服务132
床、敬老院20床、孤儿院10床、儿童救
助站16床。

五指山市养老服务
中心项目动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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