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琼中 1.7 2.3 2.7 2.0 2.0 1.7 1.7 2.5 2.5 1.5 3.0 2.0

海口 1.0 2.5 2.5 1.8 1.5 1.5 2.0 0.8 0.5 1.1
三亚 1.3 2.5 1.0 2.0 1.8 1.3 2.5 1.5 1.5 2.5 2.0
儋州 1.6 1.4 1.8 1.3 1.6 1.5 1.0 0.5 1.2
琼海 1.2 1.3 1.3 1.2 1.2 1.0 1.1 1.2 2.5 1.0

■ 本报记者 王培琳 叶媛媛

近日，微信朋友圈一条“海口各学
校划片范围确定，看看你家是不是学
区房”的消息被广为转发，浏览量上万
人次，这条消息是否可信呢？记者对

此进行了求证。
5月5日下午15点15分，一个名

为“250733667”的微信公众号，推送
了一条标题为“海口各学校划片范围
确定，看看你家是不是学区房”的信
息，信息对海口市直属学校以及秀英
区、美兰区、龙华区、琼山区共111所
中小学进行了细致的划片，该消息一
经发出，在微信朋友圈广为传播，截至
5月6日18时5分，浏览量已达11064

人次。
记者在网上搜索“海口各学校划

片范围确定”，搜索栏弹出若干相关信
息，其中大多信息为2015年12月份
发布。记者了解道，早在2015年12
月15日，“海南旅游房地产”微信号就
曾原文一字不动发布过该消息。

今天下午，记者致电“250733667”
微信公众号的负责人吴经理，吴经理表
示该公众号是其就职的某售楼公司的

公众号，该公众号是他本人和同事共同
维护的，“海口各学校划片范围确定，看
看你家是不是学区房”的消息是他们从
互联网转载的，并不知是否真实。

“只是从网上看到了就转载推送
了，转载时并不知道该消息是不是真
实的，如果后期证明是假的，我们会删
除这条消息。”吴经理说。

那么该消息到底是不是真的呢？
对此，海口市教育局基教处相关负责

人表示，微信上流传“海口各学校划片
范围确定”的内容是假的，该内容并非
从教育局官方流出。

“今年海口各学校具体的‘划片方
案’将在近期向社会公布，但内容和该
微信消息上的完全不同。”该负责人表
示，海口市教育局一般会选择自己的
官网或权威媒体进行重大新闻发布，
市民应多从官方渠道获取信息，不要
轻信谣传。

网传“海口学校划片范围确定”，假的！
海口市教育局：方案将在近期通过官网和权威媒体向社会公布

澄清谬误 明辨是非
求真

本报海口5月6日讯 （记者良
子 通讯员胡启灵）“海口女司机驾车
顶协警三公里”案发后，在海口市公
安局等部门的大力协助下，海口美兰
公安分局于5月5日晚成功将犯罪
嫌疑人吴某密（女，33岁，海南文昌
人）抓捕归案。

女司机驾车顶协警狂奔

4月13日下午5点30分左右，
美兰交警大队协警蔡於庆和同事在
博爱北路东门市场前执勤时，发现一
辆车牌号为琼A9GP34的白色荣威
轿车在路上违停。面对交警的检查，
女司机吴某密拒不配合，并启动车辆
径直逃离现场，在水巷口路段时，吴
某密的车再次被交警拦下。

面对蔡於庆的制止，吴某密再次
启动车辆，蔡於庆只能趴在引擎盖
上。随后，吴某密不顾蔡於庆的生命
安全，沿博爱北路、长堤路、滨江路方
向高速行驶，行进至滨江路约500米
处时，另一辆汽车从小路驶出，吴某密
这才减慢车速，蔡於庆趁机从车上跳
下来，导致左膝盖、左腰椎骨骨裂，身
上多处软组织挫伤。

据办案民警介绍，吴某密在驾车
疯狂逃窜时，车速非常快，行驶到滨
江路时车速甚至一度达到110公里/
小时。为逃避驱车追赶的交警，吴某
密在逃窜过程中电话求助其朋友郑
某省（男，25岁，海口人）。

郑某省随即驾驶一辆小轿车赶
至海瑞大桥处路段等候，当吴某密车
辆驶过后，等候的郑某省驾车冲出，
拦住了追击的警车20多秒，致吴某
密成功逃脱，郑某省也驾车逃离。经
调查，吴某密驾驶的车辆是套牌车。

驾车逃离的吴某密将车行驶到灵
山镇张吴村的住处放好，当天晚上11
时许，吴某密的男朋友吴某冠（男，38
岁，灵山镇人，吸贩毒人员）得知该情
况，让郑某省将该车开走。郑某省带
上李某讯（男，21岁，万宁人）将真牌换
上后开走。

反侦察能力虽强终落网

案件发生后，省市领导高度重

视，要求尽快破案。经过调查，专案
民警于案发当天迅速抓获隐藏作案
车辆、协助犯罪嫌疑人逃跑的郑某
省、李某讯，并锁定女犯罪嫌疑人。

专案组了解到吴某密很可能就
在灵山镇、桂林洋农场等地活动。专
案组民警随即在灵山镇、桂林洋农场
等地进行侦查。

经过大量的侦查，5月2日，专案
组掌握到陈某东（男，35岁，灵山镇
人，吸贩毒人员）曾向在逃的吴某密
提供帮助。5月5日19时许，专案组
将陈某东抓获。经突审，获知吴某密
及其男友吴某冠正躲藏在后堀村陈
某东家的一处老宅内。当晚8点半
左右，专案组成功将吴某密、吴某冠
抓获。

据介绍，吴某密和吴某冠在逃
窜、藏匿过程中，警惕性很高，反侦察
能力强，他们换了多处藏匿地点，平
均2天—3天才会从藏匿的地方出来
一次，买食品、毒品等。

疯狂举动背后的五大动机

据了解，吴某密在2009年被警
方强制戒毒2年，2014年因为贩毒被
警方打击处理过。5月6日，记者在海
口市美兰公安分局见到了吴某密。吴
某密说自己驾驶的车是向朋友租来
的，已经有一段时间了。由于她没有
驾照，为躲避侦查，她从别的朋友处拿
了假车牌换上。

吴某密说，当天她驾车去买宠
物，没想到会因为违停被交警部门要
求检查相关证件，当时她吸了毒，车
牌是假的，又没有驾照，怕被交警扣
车，加上车里还有少量毒品。吴某密
称，协警被顶在了车辆引擎盖，自己
也想过协警的安危，但她当时只想着
把车开走，不能被交警扣了，所以就
车速很快地逃离。

吴某密说，她会面对现实，承担
责任，向被顶撞的协警道歉，对此事
造成的不良影响，知道自己做错了，
真心悔改。

目前，吴某密涉嫌以危险方式
危害公共安全已被警方刑事拘留，
其余4人因为涉嫌包庇也被警方刑
事拘留。

“海口女司机驾车顶协警三公里”案告破
嫌疑人无照驾车、使用套牌、毒驾,涉嫌以危险方式危害公共安全被刑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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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警蔡於庆被顶趴在挡风玻璃上。（视频截图）

本报海口 5月 6日讯 （记者马
珂）记者今天从省卫计委获悉，根据国
家卫计委要求，我省下发《海南省卫生
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关于进一步规范医
疗机构科室管理及医疗技术临床应用
管理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清查
医疗机构外包科室及违规开展医疗技
术等行为。

《通知》要求，政府举办的非营利
性医疗机构不得投资与其他组织合资
合作设立非独立法人资格的营利性的

“科室”“病区”“项目”“中心”。已投资
与其他组织合资合作举办营利性的

“科室”“病区”“项目”“中心”的，应停
办或经卫生计生行政和财政等部门批
准转为独立法人单位。

对拟新开展《限制临床应用的医
疗技术（2015版）》在列的医疗技术，
医疗机构应当按照相关医疗技术临床
应用管理规范，经自我对照评估，符合
所规定条件的，要严格执行《国家卫生
计生委关于取消第三类医疗技术临床
应用准入审批有关工作的通知》（国卫
医发〔2015〕71号），按要求进行备案。

其中，未在“限制临床应用的医疗
技术（2015版）”名单内的《首批允许

临床应用的第三类医疗技术目录》其
他在列技术，如自体免疫细胞（T细
胞、NK细胞）治疗技术、基因芯片诊
断技术、颜面同种异体器官移植技术、
细胞移植治疗技术（干细胞除外）等按
照临床研究的相关规定执行。以上技
术作为研究类医疗技术，不得直接应
用于临床，不得向受试者收取费用，并
就安全性、不良反应等事项履行告知
义务。

《通知》提出，对临床应用安全性、
有效性存在重大问题的医疗技术（如脑
下垂体酒精毁损术治疗顽固性疼痛），

或者存在重大伦理问题（如克隆治疗技
术、代孕技术），或者卫生计生行政部门
明令禁止临床应用的医疗技术（如除医
疗目的以外的肢体延长术），以及临床
淘汰的医疗技术（如角膜放射状切开
术），医疗机构禁止开展。

《通知》要求我省各级医疗机构全
面梳理科室管理不规范问题并积极整
改。各市县卫生局要加强对辖区内医
疗机构（包括民营医疗机构）的监督管
理，组织全面梳理和排查。对存在出租
承包、变相承包科室或违规开展合作问
题的医疗机构，必须要求立即整改。同

时按照《医疗机构管理条例》等相关规
定严肃处理，落实责任追究制度。

《通知》还要求全面清理违规开展
的医疗技术并积极整改。2015年 7
月省卫计委组织省医学学术交流管理
中心开展了全省医疗质量大检查，发
现部分二级以上综合医院违规开展三
类临床技术12项。各医疗机构要认
真清理，对于违规开展的医疗技术要
立即停止。医疗机构未按有关规定要
求进行备案或开展禁止临床应用医疗
技术的，卫生计生行政部门要按照有
关规定给予处罚。

我省全面清查医疗机构外包科室
同时叫停各医疗机构违规开展的医疗技术

优异生态孕育好茶

五指山水满乡茶青
价格暴涨

本报五指山5月6日电（记者刘袭）五指山
市水满乡位于五指山主峰脚下，优异的生态环境
孕育的有机茶深受游客青睐，今年春季茶青价格
暴涨，持续居于高位。五指山水满香茶栽培标准
化示范区项目今天通过省质监局考核验收，将推
动水满乡茶成为全乡村民脱贫致富的利器。

“4月5日，我夫妻俩和小孩一起摘茶叶，198
斤茶青卖了近6000元。”水满乡什再村40岁的
村民王泳苏今天告诉记者，他家有50亩茶园，今
年从3月15日开始摘茶叶，一直到4月上旬，茶
青一斤都卖30元，远高于去年的一斤15元。今
年卖春茶1200斤，平均一斤卖25元。“昨天我摘
完了茶园的最后一批春茶，一斤卖20多元。”

五指山水满香茶栽培标准化示范区项目，
由椰仙生物科技公司负责，示范区占地面积53
公顷，覆盖面为水满乡、畅好乡、通什镇的200
多种植户，从事茶叶种植加工近5000人。示范
区设立两年来，2015全年、今年2月至3月共向
茶农收购茶青3.1万斤，帮助山区农民直接增
收77.5万元。

五指山市茶叶协会会长郑丽娟告诉记者，
水满乡是国家级风情小镇，近年来，随着旅游开
发加速，国内外游客不断增加，拉动了茶叶价格
的增长，带动了茶青价格暴涨。特别是游客看
好五指山的生态环境，海口、三亚的茶商都来抢
购茶青，拿回去自己制作茶叶。

当代中国画名家作品
学术邀请展昌江开幕

本报石碌5月6日电（记者邓海宁 特约记
者陈家贞 通讯员邱昌益）今天上午，由华彩国
韵·全国中国画主题系列活动组委会、昌江黎族
自治县委宣传部、昌江文联联合举办的“‘山海
黎乡·纯美昌江’全国当代中国画名家作品学术
邀请展”在昌江宣传文化中心开幕，现场展出国
画作品78幅，为昌江人民献上了一场文化盛宴。

据了解，此次画展共展出中国文联副主席、
中国美术家协会主席刘大为，中国美术家协会
副主席何家英，中国国家画院常务副院长卢禹
舜等41位全国著名画家的国画作品78幅，画
展以“弘扬民族精神、传承优秀文化、彰显时代
精神、描绘美丽中国”为宗旨，紧紧围绕文化“以
人民为中心”的时代主旨，彰显中国画学术发展
成就，画展展出时间至5月15日。

普法广播《法官零距离》
开播两周年

本报海口5月6日讯（见习记者丁平）今
天上午，记者从《法官零距离》栏目两周年新闻
发布会上获悉，自2014年5月5日在FM101.8
海口新闻综合广播开播到今天，海口中院与海
口广播电视台共同创办的普法广播栏目《法官
零距离》共制作312期，海口两级法院法官上线
300余次，以案释法解析真实案例600多例，现
场热线解答社会公众提问2000多件次。

普法广播栏目《法官零距离》摒弃了照本宣
科、说教式的宣传方式，每次两级法院法官做客
直播间的时候都带来了真实发生在生活中的司
法裁判案例，通过案例生动的解析相关的法律、
法规，让市民、听众在收听的时候感同身受，吸
引广大听众踊跃参与节目讨论。

据了解，该栏目将由原来的周一、三、五直
播，周二、四、六、日重播，调整为周一、二、三、
四、五直播，周六、日为改版后的周末特辑。

省气象台发布高温四级预警

今日琼岛多地
最高气温达38℃

本报海口5月6日讯（记者叶媛媛）今日17
时，省气象台发布高温四级预警：未来24小时
内，本岛北部、西部和中部的局部地区将出现
37℃以上的高温天气。预计未来三天，全岛以晴
间多云天气为主，其中，北部局地午后有雷阵雨。

近日高温天气较多，市民朋友需注意防暑
降温。

省气象部门预计，海南岛6日夜间到7日
白天，北部，晴间多云，局地午后有雷阵雨，最低
气温 25℃～27℃，最高气温 36℃～38℃；中
部，晴间多云，最低气温24℃～26℃，最高气温
35℃～37℃；东部，晴间多云，最低气温26℃～
28℃，最高气温33℃～35℃；西部，晴间多云，
最低气温26℃～28℃，最高气温36℃～38℃；
南部，晴间多云，最低气温25℃～27℃，最高气
温33℃～3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