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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海口10月13日讯（记者张谯星）记者今
天从海南廉政网获悉，海口市第二粮油储备有限
公司副董事长王春耀、海南海口粮油储备有限公
司库区主任唐绍喜、三亚市粮食局军供站副站长
吴昌和等涉嫌违纪，目前正分别接受组织调查。

本报海口10月13日讯（记者张谯星 通讯
员尹义龙）海南廉政网今天发布消息，儋州市地
税局党组成员、直属分局局长陈文，屯昌县地税
局副局长李敦礼涉嫌严重违纪，目前正分别接受
组织调查。

本报嘉积10月13日电（记者蔡倩
通讯员彭总岸 何书贤）今天，记者从琼
海市就业局获悉，从10月9日起，该市
被征地农民考取汽车驾驶证可享受
1600-2000元的培训补贴。

为提高失地农民劳动技能，帮助
其解决就业难题，今年7月，琼海市出
台《琼海市被征地农民汽车驾驶员职
业培训补贴政策》，对在指定驾校参加
汽车驾驶员培训的失地农民，按照标
准进行补贴。

据介绍，琼海此次出台被征地农民
汽车驾驶员职业培训补贴的申报对象为
具有该市户籍的被征地农民。申报条件
为：在海南琼海雄发机动车驾驶学校参
加汽车驾驶员培训，并在2015年8月1
日后取得《机动车驾驶证》。具体补贴标
准为：被征地农民取得《机动车驾驶证》，
6个月内实现就业的，按职业培训补贴
标准的100%（即2000元）给予补贴；6
个月内没有实现就业的，按补贴标准的
80%（即1600元）给予补贴。

截至目前，已有200余名失地农民
参加汽车驾驶员培训。

本报海口10月13日讯（记者金昌波 张靖
超 通讯员方茜 康忠强）一孕妇与同伙假装购买
衣服，盗窃服装店60条裤子。近日，白沙黎族自
治县人民法院审理一宗盗窃案，判处被告人何某
美有期徒刑九个月，缓刑一年，并处罚金1000元。

经查，去年7月，怀有身孕的何某美在“大姐”
（在逃）的带领下来到白沙县城，两人进入一家服
装店，“大姐”假意要购买衣服，趁导购员不注意，
何某美将店内的12条裤子塞进随身携带的红色
布袋中逃离现场。10天后，二人故技重施，何某
美再次盗走另一家店铺的48条裤子。巧合的是，
两家被盗的店铺为同一老板所开，老板通过监控
注意到了何某美。2天后，该老板发现何某美和
一名女子出现在白沙县城，立刻电话报警。派出
所民警抓捕了何某美，主谋“大姐”不知所终。

到案后，何某美如实供述犯罪事实，并说每次
作案都将赃物交给“大姐”处理，自己仅拿到几十
元“劳务费”。白沙法院认定何某美已经构成盗窃
罪，考虑到其如实供罪，犯罪情节较轻，且尚在哺
乳期，故判处有期徒刑九个月，缓刑一年，并处罚
金1000元。

盗窃60条裤子
一孕妇被判缓刑

本报海口10月13日讯（记者金昌波）省检察
院今天发布消息称，海南省卫生学校原校长符史
干（正处级）涉嫌受贿一案，日前已由海南省人民
检察院第一分院向海南省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提起
公诉。

省检一分院起诉书指控：2011年至2014年，
被告人符史干在担任海南省卫生学校校长期间，
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在工程投标、工程项目建设及
工程款拨付过程中为他人谋取利益，先后非法收
受多名工程项目承建人财物，数额巨大，依法应当
以受贿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省卫生学校原校长
符史干被提起公诉

粮食系统3名干部被查

地税系统2名干部被查

本报嘉积10月13日电（记者蔡倩
通讯员里艺 黎采忠）近日，78岁的琼海
籍马来西亚华侨王开东老先生，在海南
Hash俱乐部的帮助下终于打听到了亲
人的消息，回到家乡琼海嘉积寻根问
祖、团圆相聚。

70年来苦苦寻找家乡亲人的王开

东老人在家人的陪同下第一次回到了
家乡嘉积镇大岭园村。得知大哥王开
深已不在人世，王开东黯然神伤。“哥
哥去世了，非常遗憾。但能找到子侄
辈的亲人，也算完成了父母遗愿。”老
人说道。

王开东告诉记者，他出生于马来西

亚，父母生有兄弟姐妹 5 个，他是老
三。由于自小家庭生活困顿，一度靠大
哥打工养活他们这些弟弟妹妹，70多年
前，为了躲避马来西亚英国殖民地政府
征兵，大哥独自回到家乡。在马来西亚
的他由于搬家等原因使得双方失去了
联系，之后他就一直在寻找哥哥，这一

找，就是70年。提起多年来对哥哥和
家乡的思念之情，王老一度泣不成声。

为庆祝团圆，午饭时间，王开东和
侄子、侄孙们围坐在一起，吃起了团圆
饭，饭桌上摆满了文昌鸡、嘉积鸭、万泉
鲤等海南特色家乡菜。一大家子人有
说有笑，畅叙思念之情、共享相聚之乐。

琼海失地农民
考驾照可享受补贴

琼海籍老华侨回乡寻根

苦苦寻亲70载 终有乡音慰老怀

本报海口10月13日讯（记者周晓梦 通讯员
吴海青 蔡健）自今年省森林公安局部署开展“五
个专项”、打击破坏古树名木等专项行动以来，昌
江黎族自治县森林公安局进一步加大打击涉林违
法犯罪力度，截至9月底，该局今年已破获涉林案
件70宗，打击处理违法犯罪人员88人，罚款48.7
万元。近日，该局通过巡逻防控，打掉2个滥伐林
木团伙，3天内破获吉某辉等人滥伐林木案、吉某
荣等人滥伐林木案2宗刑事案。

据介绍，9月12日上午9时许，昌江森林公安
局民警在七叉镇林区巡逻时，发现有人在大章村
委会保山村往王下乡公路附近一小山坡上砍伐林
木，随即对现场6名砍伐工进行了控制。经查实，
吉某辉、吉某光、刘某崖合伙购买桉树林木，在未
经林业主管部门许可情况下，擅自雇请民工符某
忠、吉某明、刘某警砍伐。经昌江林业局技术人员
勘验检查，被砍伐林木树种为桉树，面积为3.06
亩，活立木蓄积量为44.8378立方米。目前，犯罪
嫌疑人吉某辉、吉某光、刘某崖已被刑拘，案件正
在进一步审理中。

昌江森警3天端掉
2个滥伐林木团伙
今年以来破获涉林案件70宗

本报那大10月13日电（记者徐一豪 特约记
者谢振安 通讯员高琼芳）儋州渔民冯某春没有渔
船驾驶证，竟违反休渔规定，擅自驾无船名号渔船
出海捕鱼，不料与另一辆渔船相撞，导致对方船上
1人坠海溺亡。日前，冯某春被儋州法院依法判
处有期徒刑2年。

据悉，按照农业部通告，2014年5月16日至
8月1日为南海伏季休渔期。2014年7月28日5
时许，被告人冯某春违反休渔规定，无证驾驶一艘
无船名号的拖网渔船出海捕鱼。渔船行至东经
109度27分、北纬19度59分海域时，因疏忽大意
与李某红驾驶的渔船相撞，导致该渔船上的李某
美坠海。

事故发生后，冯某春、李某红等人紧急搜救未
果。最终于当天8时15分在距离撞船点约600
米处海面找到李某美的尸体，并将其打捞上船。
后经儋州市公安局法医鉴定，李某美系溺水死亡。

儋州法院审理认为，被告人冯某春的行为已
构成过失致人死亡罪，应依法惩处，鉴于其违法情
节较轻，遂依法判处其有期徒刑2年，并判令其赔
偿李某美家属丧葬费、交通费22000余元。

无证驾“黑”渔船出海致人死亡

儋州一渔民获刑2年

本报海口10月13日讯（记者洪宝
光 通讯员蒋小芳 实习生王娟）“现在能
看到东西，非常感谢残联的支持。”日前，
在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保城镇城北社区
采访时，完成白内障手术并重见光明的
黄桂妹对记者说道。

今年6月23日以来，海南省残疾人
联合会、海南省残疾人基金会主办，海南
新希望眼科医院、中狮联海南光明服务
队承办的“爱心光明万里行”免费白内障
复明手术，在社会各界爱心人士的支持
下，已圆满完成1000例手术任务，让贫
困白内障患者恢复光明。

为帮助我省更多的白内障患者，海
南省残疾人基金会商议决定，将再次开
展“爱心光明万里行”第二期活动，手术
任务依然为1000例。该基金会将继续
动员社会各界力量，号召更多的爱心人
士加入助残行列。

10月13日，在
海口市金盘路，一
对在雨中工作的夫
妇感动许多路人。
丈夫在工作时突然
下起小雨，妻子赶
紧将太阳伞打开为
其遮雨，这一场景
让人们在凉雨天中
感受到爱和温暖。

据悉，夫妇俩
来自广西天等县的
一个农村，今年来
海口打工，成为千
万个城市建设者中
的一员。

本报记者
陈元才 摄

秋雨凉意起

互助夫妻情

全省1000名贫困
白内障患者重见光明

本报三亚10月 13日电 （记者孙
婧 特约记者罗佳）根据12301旅游热
线接到的多条投诉举报线索，三亚市公
安局旅游警察支队12日晚重拳出击，破
获自支队成立以来的首个“海鲜店商业
贿赂案”，抓获“鑫福园胖姐海鲜店”13
名涉案人员和2名涉案出租车司机，其
中5人被处以刑事拘留，海鲜店被市工
商局查封。

事件起因追溯到10月1日21时，
游客史先生一行6人乘坐车牌号为“琼

B53593”的出租车想去三亚市第一市场
吃海鲜，却被司机告知，时间太晚第一
市场关门了，并带他们去了位于友谊路
35号的“鑫福园胖姐海鲜店”。史先生
在该店点了7道菜，共计花费3180元，
感到憋屈的史先生第二日便向12301
旅游热线投诉。

接到该投诉后，三亚市迅速调度工
商、旅游警察、物价、交通、质监、旅游
等部门赶赴现场展开联合调查。三
亚市旅游警察支队也通过梳理投诉

线索进行暗访取证。10 月 11 日，该
支队以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罪对
其立案调查。

经调查，该海鲜店从今年 5 月开
始经营海鲜排档生意，为诱使出租车
司机拉客到店消费，许诺将客人消费
金额的40%作为揽客司机的回扣。据
统计，该店旅游旺季每天发给司机的
回扣超过 2 万元，淡季每天也有 1 万
元左右。

10 月 12 日 23 时，三亚市公安局

旅游警察支队联合特警（防暴）支队
对友谊路“鑫福园胖姐海鲜店”突击
行动，当场将 15 名涉案人员带回公
安机关审查，包含发放回扣的财务人
员、收受回扣的出租车司机以及海鲜
店老板等，现场扣押相关涉案物品一
批，以及用于给司机发放回扣的现金
20315元。

涉案人员对上述犯罪事实供认不
讳。根据相关法律规定，2名股东芦某、
李某香以及相关涉案人员共5人，因对

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罪被公安机关处
以刑事拘留。另一名股东在逃，目前案
件正在进一步调查中。

今天下午，三亚市工商局旅游市
场管理局查封了“鑫福园胖姐海鲜
店”，该局负责人表示，该店长期存在
扰乱市场经济和不正当竞争的行为，
应当从严从重查处。在此后三亚多
部门针对旅游市场的联合专项整治
行动中，如还有发现类似行为，一律
严厉打击。

旅游警察明查暗访果断出手

三亚一海鲜店涉商业贿赂被查封
5人被刑事拘留

本报营根 10 月 13 日电（记者王
培琳 特约记者黎大辉）9 日下午，在
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湾岭镇里佳村
郭万雄的家里，他在4张申请郭世亮
助学金的申请表上签上了名字，这也
意味着郭世亮助学金的第 3 年资助
金即将发到4名琼中学子的手中。

2013 年，临近高考之时，在琼中

中学高三就读的郭世亮因先天性脑血
管畸形失去了年轻的生命，临终之前，
郭世亮一再嘱咐大伯郭万雄要将其遗
体捐献。最终郭世亮的眼角膜和肾脏
等器官被捐献出来，并得到2万元的抚
恤金。

“世亮在的时候跟同学关系都很
好，也希望能为贫困的同学们提供一点

点帮助。”郭万雄说，因此家里决定把这
些钱全部捐献出来。

拿到2万元抚恤金后，郭世亮的家
人又自费拿出1.3万元，将这3.3万元分
3年资助给高三学生，帮助他们完成大
学学业。

3年来，郭世亮助学金共先后扶
持了 11 名贫困学子，其中第一年

的捐助对象为郭世亮同班考取第
一名的同学与 2 名优秀特困生，后
两年的资助对象均为当年高考的
文理科状元和 2 名优秀特困生，所
有受资助的学生均拿到 3000 元的
助学金。

“也算是满足世亮未完成的一个心
愿吧。”郭万雄叹道。

琼中遗体捐献者家属捐献抚恤金热心助学

3年资助11名贫困学子

本报海口10月13日讯（记者梁振
君 通讯员贺澜起）“民以食为天，食以安
为重。”去年以来，我省双管齐下净化食
品药品环境，端掉的生产加工有毒有害
食品药品“黑窝点”的数量是前几年总和
的数倍，罚款金额是前两年总和的1.3
倍，有19人因制售有毒有害食品药品被
判刑，持证食品药品生产企业的产品不
合格率明显降低。

据介绍，我省食药监系统将2014-
2015年作为严厉打击食品药品“四品
一械”违法犯罪行为的“严打年”，采取

“突击扫除”加“常态保洁”的办法，基
本消灭了八类危害公众健康的突出食
品药品安全问题。经过集中整治，走
私冻肉在海南泛滥的现象已基本消
失，用沥青、工业松香拔除畜禽毛的现
象明显减少，加工销售病死猪肉的违
法行为被有效遏制，用甲醛、双氧水浸
泡的“毒牛百叶”、“毒凤爪”不再“横
行”，“无根豆芽”已难觅踪影，市场上
非法生产的包装食品和“五毛食品”大
幅减少，无证生产假劣义齿和中药饮
片的“黑窝点”已基本被取缔，酒类造
假“黑窝点”基本清除。

在严厉打击制售有毒有害食品药品
“黑窝点”的同时，省食药监部门采取多
种措施降低持证食品药品生产企业的产
品不合格率，拟定了产品不合格率较高
企业“必做清单”和“禁做清单”，帮助企
业提高规范。

我省双管齐下净化食药品环境

19人因制售
有毒有害食药品获刑

万宁万城镇朝阳社区关工小组“一对一”帮助吸毒人员彻底摆脱毒瘾

热心“五老”毒魔掌中救人
■ 本报记者 陈蔚林

走进居委会的办公区，万宁市万城
镇朝阳社区居民林某丰禁不住停下脚
步，细细环视这个熟悉的小小院落。
2013年，他在这里度过了整整3个月的
难忘时光，彻底摆脱了曾经从生理上、
心理上禁锢其人生的恶魔——毒品。

在朝阳社区关工小组的号召和组
织下，曾令林某丰受益的戒毒（康复）人
员培训班又将开班。新一批戒毒人员，
将在这些热心“五老”（老干部、老战士、
老专家、老教师、老模范）的帮助下，从
这里开启新的人生。

没有血缘的亲人

听说省关工委来了解社区禁毒工
作，社区居民罗某拓放下店里的活计匆
匆赶来。有着黝黑脸庞和健壮身躯的
他，怎么看也不像是曾有十几年吸毒史
的“老毒虫”。

1996年，在外省打工的他经不住
诱惑，吸食了第一口毒品，从此欲罢不
能。十几年间，因为吸毒，他不仅耗尽

了全数存款，还丧失了劳动能力，逼得
妻子丢下两个年幼的儿子离家出走。

“更让我悔恨的是，年迈的父亲因为承
受不了打击早早离开了人世。”罗某拓
红了眼眶。

“为了孩子，我得重新活过！”他走
进了戒毒所，却发现“毒瘾易戒，心瘾难
戒”。于是，罗某拓决定向致力于禁毒
工作的关工小组求助。

关工小组成员钟孙和记得，那一
天，蹒跚赶来的罗某拓看到他的第一
眼，就哭着跪了下来：“大伯，你救救我，
救救我的孩子们吧！”

这一声“大伯”，把与他没有血缘关
系的钟孙和“心都给喊痛了”。也是这
一声声“大伯”，把社区“五老”的心和戒
毒人员的心从此紧紧系在了一起。

向毒魔伸手要人

朝阳社区居委会是万城镇毒情较
为严重的社区，4866位居民中吸毒人
员多达67人。为了有效遏制辖区毒情
蔓延，控制复吸率和新滋生吸毒人员，
平均年龄在70岁左右的社区“五老”决

定携起手来，以“一对一”的形式向毒魔
“伸手要人”。

林某丰曾为了吸毒卖掉妻子，接
受强制戒毒后的他不被家庭接纳，亲
戚朋友避之不及。就在这时，关工小
组成员林亚五走进了他的生活。“他就
像父亲一样待我，白天带我到美沙酮
维持治疗点服药，晚上陪我喝茶聊天
直到深夜，避免我与吸毒人员接触。”
林某丰说道。

彻底摆脱毒魔，光有亲情陪伴还不
行。关工小组向镇委、市委提出申请，
作为全市试点举办戒毒（康复）人员培
训班，并在党委和政府的支持下招收了
第一批学员。

“刚开始我们都不想来。”成功戒毒
的社区居民林某飞说，是帮扶他的关工
小组成员林先雄一次次作出承诺：不采
取强制手段、不限制人身自由、不让人
非议歧视，才换来他的信任。

不让一个孩子沦陷

培训期间，戒毒人员真正感受到
来自社会大家庭的温暖——为了恢

复其体能，武警部门策划了军训项
目；为了保证其健康，卫生部门组成
了医疗小组；为了保证其安全，公安
部门安排人轮流值守；为了保证其收
入，培训班每天为每名戒毒人员提供

“误工补贴”50元……
除了多方位的心理疏导和思想教

育外，为了让戒毒人员真正回归社会，
关工小组还从各个职业技术学校请来
专业教师，分为烘焙、烹饪、种植养殖等
小组，为他们提供技能培训。

记者了解到，当前，在向万城镇
尤其是朝阳社区取经后，万宁市和乐
镇、东澳镇、大茂镇等乡镇也办起了
戒毒（康复）人员培训班，后安镇、龙
滚镇、南桥镇等乡镇也建起了美沙酮
维持治疗点……

“远离毒品，就等于远离了‘家无
壮丁、国无强兵’的窘境。”省关工委
常务副主任朱旭表示，不仅是万宁，
全省的“五老”都将为禁毒工作贡献
一份力量，“我们年纪大了，但只要能
拉起一个孩子就绝不会眼睁睁看他
（她）沦陷。”

（本报万城10月13日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