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海南新闻 2016年5月24日 星期二
值班主任：黄畅学 主编：林容宇 美编：王凤龙A07 综合

空心菜 菜心 地瓜叶 生菜 小白菜 油麦菜 芥菜 上海青 圆白菜 茄子 豆角 青瓜

海南部分市县蔬菜田头收购价信息
单位：元/斤 时间：2016年5月23日

填表单位：省农业厅 制表单位：农业厅市场与经济信息处
琼中 2.1 2.7 2.0 3.0 2.2 2.0 2.02 1.7 2.2 1.5 3.2 3.0

海口 1.3 1.9 2.0 1.7 0.5 1.2 1.6 0.8 1.0
三亚 0.8 2.0 0.5 1.0 1.3 0.8 0.3 1.0 1.3 2.0 2.0
儋州 1.5 2.0 1.6 1.9 1.4 2.0 1.3 1.0 1.0 1.0
琼海 1.4 1.3 1.3 1.2 1.2 1.0 1.1 1.3 2.5 1.0

■ 本报记者 苏庆明 黄媛艳
特约记者 罗佳

深夜徒手面对数个持械歹徒，他
面无惧色；脑袋淌着血，背后有“追
兵”，他还坚持把歹徒的摩托车开回本
部，用于破案……在三亚市，有这样一
名特警，被喻为“尖刀上的刀尖”。

他就是三亚特警（防暴）支队三大
队的特警汪勇。

魁梧的体型，沉毅的脸庞，粗壮的
臂膀——初见33岁的汪勇，立即能感
受到一股威慑力。“我们都叫他‘魔
兽’。”汪勇的队友谈起他的外号时说，
为能在短兵相接中战胜敌人，汪勇嗜
练如命，因此体力惊人。“支队比赛，他

唰唰唰连做了200多个俯卧撑，计分
员都数累了，说你可以停了，冠军早就
是你的了。”

“年轻人，身体好，血气方刚，无所
畏惧。”谈到爱将，特警支队副队长刘
济洲说，2008年进入支队的汪勇身上
有一股“彪悍”的正气。

2015年3月11日晚，在获知对方
有六七人且己方不带枪的情况下，因
不想贻误良机，作为三大队领队特警
的汪勇没有请求等待增援，带人直捣
三亚某村贩毒现场。虽然对方形成围
追之势，他仍成功将一名嫌犯擒拿回
派出所，使一桩毒品交易案告破。

今年2月18日凌晨2时许，汪勇
下夜班后乘坐协警唐杰的摩托车返回

宿舍，途经山水国际T字路口时看到
十余名年轻人以便衣特警名义设卡盘
查，身边停了5辆摩托车。汪勇觉得
可疑，两人便上前询问。没想到刚问
两句，对方便要把他们铐起来。汪勇
立即明白，是“李逵碰上李鬼”了。

对方数人持械围攻，他凭借扎实
功底，迅速将其中3人打倒在地。此
时对方其他人也开始围攻唐杰，见状
汪勇迅速跑去保护队友。当他将一名
歹徒控制在地时，后脑壳突然一声闷
响，瞬间鲜血直流，后来得知是被摩托
车U型锁击中。其他歹徒见状前来围
攻，汪勇不顾伤痛，起身反击，手掌又
被钝器砸伤。

千钧一发之际，汪勇抢上对方一

辆摩托车，唐杰也上了自己的摩托，一
同往本部开。因汪勇所骑摩托为实名
登记，担心身份暴露的歹徒也迅速骑
上摩托车追赶。最终，汪勇和唐杰两
人一路狂奔成功脱身。回到支队时，
汪勇的血已经浸湿外衣。当晚送到医
院后，他的脑袋被缝了15针。

“一般情况我们都是以优势兵力
对付歹徒的，汪勇的例子很少见。特
警是尖刀，他不愧是尖刀上的刀尖！”
刘济洲说，因为取到物证，该案很快
告破。

特警三大队队长范朝晖说，作为
特警，汪勇的职责包括维稳处突、警卫
安保、抓捕抓赌、查车控案、设卡盘查
等内容，经常面临危险，但汪勇总是冲

锋在前，连续作战能力极强。
当特警以来，汪勇两次荣立个人

三等功，连续 3年被评为优秀公务
员。近两年来，他只身或参与抓捕吸
毒贩毒人员20多人，抓获盗窃人员
40多人。因其敢于斗争、忠诚履职，
三亚市公安局党委已为汪勇申报公安
系统个人一等功。

回首特警生涯，汪勇说，自己小
时是个爱打架的“刺头”。经过支队
政治教育才明白，严守纪律，心怀群
众，维护社会秩序，才是真正的勇
武。对于下班后还爱“管闲事”，他
说，“穿上警服，就没有下班，保护群
众是我们的天职。”

（本报三亚5月23日电）

夜闯毒贩老巢 浴血勇斗歹徒 时刻冲锋在前

三亚特警汪勇：尖刀上的刀尖
新闻追踪

我省全面开展
夏季消防检查工作

本报海口5月23日讯（记者丁
平 通讯员钟坚）今天下午，记者从海
南省公安消防总队获悉，从5月底开
始，将在全省集中开展为期4个月的
夏季消防检查工作，坚决预防和遏制
较大以上火灾事故发生。

在这次夏季消防检查工作中，全
省各级消防将联合人力社保、安全监
管、质监、工商、电力等相关部门，开展
电气火灾防范专项整治，并联合住建、
安监、交警等部门集中排查治理建筑
物的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疏散楼梯和
建筑周边消防车通道。

非法销售境外保险
将受到严惩

本报海口5月23日讯（记者王培琳 实习
生符彦姝）今天，记者从省保监局获悉，我省将
通过广开举报渠道、开展调查检查、强化舆情监
测、依法从重从严处罚等方式，加强对非法销售
境外保险产品的行为监管。

据悉，对于境内咨询、理财、保险中介等机构
或个人收受境外机构利益，在境内以产品说明
会、理财高峰会、理财知识讲座等名义宣传、推介
境外保险机构保险产品的行为，或者安排有意投
保境外保险产品者赴境外投保的行为，构成为促
成交易而开展宣传、招徕的销售境外保险产品的
行为，海南保监局将依法予以查实、取缔和处罚。

对于保险营销员、保险中介机构或保险公
司存在组织或协助非法销售境外保险产品行
为的，省保监局将追究中介机构、保险公司主
要负责人及相关管理人员的责任。

对于境内咨询理财、保险中介等机构或个
人非法销售境外保险产品的行为，省保监局将
进一步查清、查实这类机构和个人接受境外保
险机构以各类名义支付的报酬和利益往来情
况。对于查处的报酬和利益往来情况，省保监
局将其上报至中国保监会。

5月22日，海口美兰区
白沙坊片区棚户区（城中村）
改造一期项目如火如荼拆除
中。

据了解，白沙坊片区棚
户区（城中村）改造项目总投
资约32.86亿元。改造后的
白沙坊将充分利用现有的水
资源和文化资源，通过“水、
文、商”共同打造白沙坊特有
的文化街区。

本报记者 张茂 摄

■ 本报记者 计思佳

“虽然距离毕业还有一段时间，
但是我们的学生已经被用人单位预
定一空了。”说起即将到来的毕业季，
省艺校美术教研室主任陈海佳显得
十分自信。在当前就业形势比较严
峻的情形下，省艺校美术专业的毕业
生却格外抢手，尤其是室内设计专业
的学生，近几年来都是“供不应求”。

一个中职学校的毕业生，为何比

相关专业的大学生还吃香？陈海佳
把原因归结为省艺校自成一格的教
学体系和灵活实用的教学手段。

今年，省艺校的室内设计和广告
设计专业将分别招收25名三年制学
员。省艺校负责教学的副校长汪红告
诉记者，在众多的报名者中，有不少是

“回头客”。这种口口相传所形成的良
好声誉，是设计专业广受好评的群众
基础。

能够积攒如此高的人气，陈海佳认

为从一开始，省艺校就对设计专业有了
准确清晰的定位。从1990年开办美术
专业起，陈海佳就在省艺校任教。“中专
学校开办设计专业，当时这在全国都很
罕见。”陈海佳说，没有教材，他们就借
鉴兄弟大专院校的教材自己编写。陈
海佳说，他们采取了一年基础、一年专
业、一年实践的“三步走”模式，让学员
的水平在实践中不断提高。

在位于海口和平北路的省艺校
老校区，来自海口的10多家装修设

计公司在这里开设了工作室。“我们
免费提供场地，条件是必须接收我们
的学生在工作室实习。”省艺校校长
陈军告诉记者,很多学员正是在实习
的过程中，就被老板们看中。

近年来，省艺校根据市场需求的
变化，开展有针对性的培训。陈军
说，希望在未来的几年内，省艺校的
设计类专业能够实现从提供服务到
引领风尚的质变。

（本报海口5月23日讯）

针对市场需求开设课程 培养高效实用技术人才

省艺校：特色教学引来“凤求凰”

改造中的白沙坊
棚户区

多部门联手
帮文昌海口瓜农卖瓜

本报文城5月23日电 （记者刘笑非 郭
萃 计思佳 通讯员黄兹志）近日，文昌市铺前镇
林梧村7000亩西瓜滞销的消息受到广泛关注，
继昨日省市两级深入瓜地找对策后，今日又有
来自广州、上海、北京和武汉等大城市的客商前
往铺前林梧村收购西瓜，省内各大超市采购商
也纷纷出手相助，截至今日下午5时已有3618
吨文昌西瓜装车。同时，海口部分地区西瓜也
存在销售不畅问题，海口市交警、农业、商务等
多部门密切联动，通过开启绿色通道，增设临时
直销点等多种途径，帮助瓜农拓宽西瓜销路，破
解卖瓜难。

22日下午，在省农业厅及文昌市政府召开
现场会后，文昌市商务局迅速召集文昌市供销
联社、永青公司等龙头企业，以及文昌市农业合
作社负责人、本地西瓜运销大户、中介商一起分
析了西瓜滞销原因，同时动员各运销企业和运
销大户积极向西瓜种植户伸出援手。此外，文
昌市商务局还与海口市商务局合作，联系海口
地区西瓜收购商前来铺前镇收购。据悉，文昌
还对收购西瓜运输出岛车辆进行补贴。截至记
者发稿时止，铺前镇共销售西瓜3618吨，收购
最高价格接近每公斤1元，基本维持在0.8元以
上。目前经多方努力，仅两天时间已经为铺前
镇近2000亩西瓜找到买家。

记者还了解到，截至23日17时，海口市交
警支队根据各区需求共发放了84张西瓜运输
绿色通道通行证。海口市菜篮子集团表示，该
集团统一对接瓜农进行采购，设立了22个临时
直销点。在旗下63个平价菜销售点开辟“爱心
瓜”销售专区。

同时，针对西瓜滞销问题，海口市商务局有
关负责人表示，充分发挥“互联网+”电商平台
优势，联系各电商行业协会对接电商平台，拓宽
销售渠道。

专题 主编：符王润 美编：孙发强

2016第四届海南乡村旅游文化节
暨海南（定安）端午美食文化节

6月8日上午9:00

6月8日-11日

6月3日-6月11日

6月7日

6月8日-11日晚上

6月8日-11日

开幕式

2016海南乡村美食及旅游商品展销会

2016定安乡村旅游季：
线路一：访古寻幽之旅——中国历史名村高林村、尚书故里龙梅村、中国

历史文化名镇定城镇、江南水乡高龙村（西瓜等采摘、混水摸鱼、垂钓）、飞禽世
界、天九美食文化广场。

线路二：问道养生之旅——文笔峰、南丽湖（野趣湖钓）、黄竹乡村理想农
家乐（采茶制茶、荔枝采摘、混水摸鱼、垂钓）、白塘村委会奇石村（莲雾采摘）、
黄竹农家戏趣园（荔枝采摘、看戏）、包蜜园村（荔枝采摘）、万嘉果热带植物园。

线路三：瞻红踏青之旅——龙门久温塘冷泉、岭口皇坡村、翰林亚洲榕树
王、母瑞山革命根据地（骑行、露营）。

“味道定安”精品特产店开张启动仪式

琼剧等民俗文化演出

举办新马泰游等抽奖活动

定安天九美食文化广场

定安天九美食文化广场

海口国贸大润发超市

定安天九美食文化广场

定安天九美食文化广场

★66月月 88日—日—1111日日，，定安将开通海定安将开通海
口火车东站—定安天九美食文化广场口火车东站—定安天九美食文化广场
免费大巴免费大巴。。

随着端午节临近，目前海口各大
超市已有定安粽子销售，并深受欢
迎。多年来，定安粽子不仅亮相上海
世博会，还“飞”上了飞机，现在正准备
登上动车。

定安粽子能“飞”
随着定安粽子知名度不断提升，

加上品质好，引起海南航空食品股份
有限公司、海南旅游信息有限公司等
公司的重视，并进行实地考察。

定安粽子是由通过了ISO9001国
际质量管理体系认证的企业进行生产，
并且获得了国家地理标志证明商标。
尤其在烹制的手法上，是采用纯手工艺
精工细作，必须用柴火蒸煮十五个小时
以上才能出炉，在“裹功、煮功、凉功”上
十分讲究。

“之所以选择定安粽子就是看中
了它上乘的品质。”经过多次比对，海
航旗下的旅游信息公司总经理徐斌最
终将橄榄枝抛给定安粽子。

定安粽子能“动”
长期以来，定安一直把做大做强

定安粽子产业作为一项重要的富农经
济发展工作，为粽子产业的发展提供
了各种有利条件。

除了上飞机，如今定安粽子又有
了新的目标，要成为动车食品。日
前，海南省动车组餐车管理办公室已
对定安粽子进行了实地考察，经过对
食材原料、生产过程、保质期限等各
方面进行严格的质量检验、层层把关
后，最终选定定安粽子为动车餐车长
期供给配餐。

今年的端午节，定安粽子又将亮
相环岛动车组。“坐环岛高铁，品定安
名粽”将会成为动车组流动风景线中
的另一道“风景”。

定安粽子能“入网”
“线上销售已经是现在销售的趋

势，通过互联网销售渠道，能让更多人
品尝到定安粽子的味道。”定安粽子协
会会长王沸健如是说。

定安粽子要通过互联网走向全岛
乃至全国，必须解决保质期短的难题，

“通过总结摸索，我们掌握了粽子杀
菌、包装技术。”定安粽子企业中凯安
泰实业有限公司厂长何开娇介绍道。

经过真空包装和高温杀菌，使定
安粽子不仅可以达到3个月以上的保
质期，且在重新加热食用时依然能保

持原有的营养及美味。先进的工艺打
破了传统粽子生产工艺在时间和空间
上的束缚，为定安粽子产业的发展提
供了强有力的保障。

许多电商从业者看准市场需求，
纷纷做起了定安粽子生意，2015年，淘
宝店“海岛乐海南名优特产”就创下了
定安粽子月销售额超10万元的佳绩。

真空、杀菌技术如同给定安粽子
插上了一双腾飞的翅膀，带来粽子销
售上的一次巨大变革。定安粽子的销
售量也因此一路攀升，从2010年销售
量100万个，到2015年销量突破800
万个，已经形成了一条亿元产业链。

作为海南粽子品牌，未来定安粽
子将把触角不断伸向航空、铁路客运、
酒店、互联网等销售平台。定安粽子，
正在下一盘大棋。 （洪宝光 陈慧）

生态定安 美食天堂

能“飞”上飞机 能“动”进动车 销售入网络

定安粽子香飘万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