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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亚市福利小区公园立体停车楼是三亚市计划建设的7座立体停车楼之一，去年8月15日动工建设，为三层升降横移
式立体停车楼，由24套系统控制，共有202个停车位。目前，工程已进入设备调试阶段。图为工人在进行消防管线施工。

去年，三亚划出7块空地投资3亿多元建设7座立体停车楼，向空中要2680个车位。 本报记者 武威 特约记者 孙清 摄
立体停车楼 空中可停车

本报三亚5月30日电（记者王
培琳 孙婧）近两日，微信朋友圈疯传
一段疑似三亚湾出现海市蜃楼的视
频，众多网友惊呼“三亚也有海市蜃楼
了”。事实果真如此吗，记者对此采访
了三亚市气象局局长柯维耀。柯维耀
表示，这种景观不应是海市蜃楼。

5月29日13时许，一段小视频
引爆了微信朋友圈。视频中，三亚湾

远处的海面上出现连成一片的各种
建筑，远处渔船交相对应，宛如梦幻
般的海上城市。“我刚刚看到的海市
蜃楼应该是真的”、“刚刚路过三亚
湾，看到对面海岸出现一座城市，难
道是我眼花？”一时之间，网友兴奋不
已又充满质疑。

对此，三亚市气象局局长柯维耀
表示，不支持该景观为海市蜃楼现象

的观点。
柯维耀说，海市蜃楼现象要在稳

定的气象条件下才会出现，其中的一
个必要条件是无风或是微风天气。
只有无风，气候稳定，空气出现明显
分层之后，才有可能出现因为空气折
射而导致的海市蜃楼现象。

此外，海市蜃楼现象成因复杂，
与光线的光速、折射方向、光介质密

度，以及空气的温度、湿度是否稳定
有关。海市蜃楼出现在地面或是海
面，与海表面情况、海风状况均有关。

目前，三亚市气象局档案中并未
有三亚出现海市蜃楼现象的记录。

柯维耀表示，经上述分析，5月
29日下午三亚大雨天气，伴随大风，
空气流动快，均匀而不分层，基本上
不具备形成海市蜃楼的条件。

三亚湾现海市蜃楼？气象局长：不是！
求真 澄清谬误 明辨是非

本报海口5月30日讯（记者张谯星 通讯员
王明珠）记者今天从海南廉政网获悉，针对长流镇
违法建筑巡查和防控不力问题，海口市秀英区委、
区政府对长流镇党委、镇政府及周开芳、李瑞壮、
郑乃标、王景山等4名相关人员进行问责。

据了解，秀英区长流镇辖区内的兆南西海豪
园小区存在18宗别墅违法加建和扩建现象，违建
面积合计3512.24平方米，长流镇政府和城管部
门执法不到位，对已作出强制拆除决定的违法建
筑未及时组织实施强制拆除工作，导致该小区违
建情况得不到有效遏止。

秀英区委、区政府研究决定，责令长流镇党
委、镇政府作出书面检查；给予长流镇政府分管违
法建筑巡查和防控工作的主任科员周开芳诫勉谈
话和通报批评；责令长流镇城市管理行政执法中
队指导员李瑞壮公开道歉，并给予通报批评；给予
秀英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大队长流镇中队中队长
郑乃标、王景山通报批评。

海口长流镇委镇政府
违建巡查防控不力被问责

本报文城5月30日电（记者刘
笑非）今天下午，海南现代集团专程前
往文昌市采购的西瓜，免费发放到海
口市喜盈门家居建材生活广场的工地
工人手中。

据记者了解，现代集团在文昌铺
前镇白石村、林梧村认购的西瓜多
达125吨，满满8大车西瓜也让现代
集团成为此次爱心助农行动中一次
认购西瓜最多的爱心企业。这批西
瓜除了送到海口喜盈门的工地外，同
时发放到文昌市聚龙现代城等施工
作业现场。

“除了送给一线工人外，我们设立
了3处西瓜免费领取点，与市民一同
分享爱心。”现代集团负责人说。

海南现代集团认购
125吨文昌西瓜

本报屯城5月30日电（记者张
杰 通讯员唐南慧 李婷）“叔叔，我特
别特别想回去上学，同学们如果怕传
染，我可以不靠近他们，我自己玩
……”六一儿童节前夕，在屯昌县南
坤镇吕狗村，眼前的晓玲（化名）个子
偏矮、虚胖，听到久违的“上学”二字，
充满了重返校园的渴望。这个12岁
的农村女孩，五年前被查出患上红斑
狼疮——一种自身免疫性疾病，由于
身边小朋友和村民误解她的病会传
染，使她早早失去了上学的机会。

“听到别人的议论，她整夜都在
哭，竟然想去偷喝农药，说她想死！”
36岁的母亲林秀菊说起往事，忍不住
泪水直流。五年前，有一天晓玲突然
高烧不退，关节疼痛到无法行走，接
下来皮肤开始溃烂，父母带她在屯昌
县治疗，却一直无法退烧。后来到

海口治疗，被确诊患了系统性红斑
狼疮。那一年，晓玲才读小学二年
级，是一个品学兼优的好学生。患病
之后的晓玲，在学校和村里经常被人
误解、议论，说她的病会传染。大家
都远离她，让幼小的她经受了莫大的
心理压力，最开始的时候，甚至想到
了自杀。

“她的病会让皮肤溃烂，非常疼，
但在我们面前都是忍着不哭，还经常
笑着安慰我们大人。”林秀菊说。辍
学在家，晓玲仍然对读书有着强烈的
渴望，每天都会拿出书本看上几遍。
平时，仅有小学四年级文化的林秀
菊，也尽自己所能简单辅导一下孩
子。已读初中的姐姐，周末回家时，
也会教晓玲一些功课。好学的晓玲，
如今已经能用普通话跟人交流，而且
总是以笑容展示着一种难得的自信

与乐观。
为了照顾生病的晓玲，妈妈无法

出去打工，一家五口人生活的经济来
源，全靠父亲在外面奔波打零工赚点
钱。晓玲的病一直需要用药控制，刚
开始时每个月需要花费1万多元。
突如其来的疾病，让这个原本就贫困
的家庭，陷入极大困境。如今，家里
不堪重负，只好找中医治疗，吃草药
控制病情，尽管这样，依然每个月还
要2000多元的医疗费。家里早已一
贫如洗，大人节衣缩食，孩子省吃俭
用，眼前忙碌着的林秀菊，身上衣服
满是补丁，屋里的两张床也是长凳搭
着木板而就。

屋外不远处的树荫下，放学归来
的村里孩子，有说有笑，聊着儿童节
的开心事。晓玲很是羡慕，一年一度
的儿童节，原本应该是个快乐的节

日，但距离眼前的晓玲有点儿遥远。
记者问到她最想要的儿童节礼物时，
晓玲眼里泛着光，她满怀期待地说：

“叔叔，我就是想开开心心上学！如果
我真的能再去上学，我保证离小朋友
们远一点，下课了我自己找个角落玩
也可以，我不会传染给他们的……”

记者采访了海南省人民医院肾
内科主任潘楚英，她表示：系统性红
斑狼疮是一种累及多脏器的自身免
疫性炎症性结缔组织病，不会传染。

潘楚英告诉记者，目前她所在科
室也有病人从七八岁就开始发病了，
但经过不间断地系统性治疗，一直到
现在都大学毕业了情况还很不错。
为了不延误病情，她建议还是应带晓
玲到正规医院进行系统性治疗，而不
是简单靠中药治疗，以免拖延久了对
内脏器官造成损坏。

五年前患红斑狼疮至今仍辍学在家

12岁女孩儿童节愿望：“我要上学”

本报海口5月30日讯（记者罗
霞）在了解到文昌铺前西瓜收购价格
持续下跌的消息后，海南省创业村科
技产业园在省商务厅的组织下，立即
组织爱心西瓜接力活动，借助互联网
采购西瓜，目前创业村企业已采购爱
心西瓜约6吨。

据了解，海南省创业村科技产业
园在创业村各个微信群发布爱心接
力活动，并积极将信息通过公众号及
互联网等方式转发至各大企业，海南
青创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率先采购
800斤，紧接着海南三寰公司、海南
电力线路器材厂接力购买1000斤。
随后，金意政策咨询中心等企业也纷
纷伸出援手。

海南创业村企业
采购6吨文昌西瓜

本报海口5月30日讯（记者张谯星 通讯员
高忠锦）坊间流言竟被作为行政依据，屯昌一村民

“被死亡”并被取消低保待遇。记者今天从海南廉
政网了解到，屯昌县纪委日前对工作不严谨、不规
范的该县民政局4名班子成员进行集体约谈。

据了解，屯昌县民政局日前召开领导班子会
议，就拟新纳保对象和拟取消低保对象进行讨
论。在讨论取消该县枫木镇大葵村村民钟某某低
保待遇中，仅凭有群众反映钟某某已经死亡为依
据，在未对钟某某真实情况进行核实的情况下，不
严谨、不规范，取消了钟某某的农村低保待遇，在
社会上造成不良影响。针对此情况，屯昌县纪委
研究决定，对该县民政局4名班子成员进行集体
约谈。

村民“被死亡”
并被取消低保待遇
屯昌民政局领导班子被集体约谈

本报海口5月30日讯（记者王培琳 通讯员
李娇萍）今天，记者从海口市秀英区人民法院获
悉，被告人林某因涉嫌贩毒被网上追逃归案，此前
其已因贩毒罪两次被判处有期徒刑。因累犯以及
毒品再犯，被告人林某以贩卖毒品罪，被判处有期
徒刑两年3个月，并处罚金2000元。

据悉，2010年10月14日9时许，被告人林某
在海口市秀英区某村口附近的小巷处，将价格为
100元的1小包毒品贩卖给购毒人员。2010年
10月14日13时许，林某在海口市秀英区一村口
处，准备将1小包毒品贩卖给同一位购毒人员时
被公安民警当场抓获。公安民警从林某身上缴获
毒品1小包、手机1部，从购毒人员身上缴获毒资
人民币100元。经鉴定，从林某身上缴获的毒品
检出海洛因成分，净重0.0192克。

因贩毒两次入狱，但刑满又犯

海口一男子
被网上追逃归案

本报抱由5月30日电（记者良子 特约记者
周平虎）昨天20时30分许，乐东黎族自治县境内
X782线13公里路段一货车发生一起单方责任的
较大死亡交通事故，致6人死亡、1人受伤。

5月29日20时30分许，闫某某驾驶一中型
普通货车载6人从尖峰岭天池下山，往尖峰镇墟
方向行驶，当车行至县道X782线13公里下坡左
急弯路段时，该车突然冲出右侧路外并正面碰撞
路行树，造成6人当场死亡、1人受伤及一车损坏
的较大死亡道路交通事故。

事故发生后，乐东县委、县政府主要领导及公
安交警和消防、安监、卫生等部门迅速到现场组织
抢救伤员、处理事故，省公安厅交警总队、省安监局
主要领导立即赶往现场指导事故调查处理工作。

据初步调查，该事故系闫某某驾驶中型普通
货车下坡时制动失效所致。

目前死者善后工作正在进行，伤者现在医院
得到妥善救治，无生命危险。事故具体原因正在
进一步调查中。

乐东发生一起
较大死亡交通事故
货车刹车失灵撞大树致6死1伤

5月份全省查处517起酒驾

本报海口5月30日讯（记者良子 特约记者
周平虎）省公安厅交警总队从5月1日起，在全省
开展集中整治酒驾醉驾毒驾违法犯罪行为统一行
动。一个月来，全省共出动警力5300人次，共查
处酒后驾驶517起，其中醉酒驾驶147起。

据介绍，在统一行动整治期间，实行全省异地
用警、交叉执法。全省各地公安交管部门以餐饮
娱乐场所周边道路，涉酒、涉毒事故易发、多发点
段以及城郊结合部和农村县乡道路、重要村镇和
集市周边道路为重点路段查处酒驾行为。

■ 本报记者 尤梦瑜

“报效祖国，当时的想法就是这么
简单！”

面对国外医药行业的高薪酬，
2007年，在英国诺丁汉大学学有所成
的张丽毫不犹豫地选择回国。

回国后，药剂学博士张丽在海南
医学院任教的同时进行着药物新制剂
的研发。她发现，医药产业虽是海南
的支柱产业之一，却有着一个巨大的
短板：研发人员奇缺，这大大影响了新
药的研发。

“海南的药企对研发相当重视，投
入也很大，但它们却往往只能找北上广

的医药科技公司进行技术外包。”张丽
说，找外地医药公司做技术研发常会遇
到一个问题：花重金研究出来的药品制
造工艺在北京做成了，可到了海南，自然
环境一发生改变，一下子就做不成了！

张丽和朋友们“总想做点什么来
改变这种局面”，海口南陆医药科技有
限公司由此成立。

“公司刚起步时，硬件有限，大家
用自己的积蓄只能先买上一两台必要
设备。为了攻克一些国外药品的合成
路线，我们经常是熬夜实验。”可就是
再艰难，张丽依然坚持花重金购买国
外学术文献，保证公司在技术上时刻
与国际先进水平接轨。

这一边是技术上的“难”，另一边
则是市场认可上的“难”。

“一份技术外包的合同往往数额较

大，药企在选择合作对象时十分慎重，
也要求合作公司只许成功，不许失败。”

经验有没有、科研实力行不行
……面对着药企的质疑，任公司董事
长的张丽和同事们唯有一家家的登门
拜访。“后来，当我们把成果交上去之
后，经过比较，利用我们的工艺制成的
药品杂质更少，而且我们基本都是一
次性交接成功。”慢慢地，不少本地药
企带着技术问题慕名而来。

现在，南陆公司拥有创新项目20
余项，这其中最值得一提的就是他们
自己的原创新药——一种抗肿瘤药物
的新型纳米制剂。传统化疗药物毒副
作用大，病人在化疗时健康的细胞也
会受到很大侵损。而纳米制剂所具有
的靶向性让癌细胞得到遏制的同时，
对健康细胞所造成的损伤大大减小。

纳米制剂的关键就是要让药品颗
粒直径达到纳米级别。张丽凭借多年
积累的经验，带着科研人员不停翻阅
国外文献，经过1000多次的反复实验
终于让颗粒直径符合标准。目前，该
药品已进入动物试验阶段。

面对着目前国内癌症治疗上所使
用的高价进口药，张丽说：“我们的目
的很简单，就是要为海南的药企量身
订制制药工艺，大大降低他们的生产
成本，让中国老百姓能用上和国外一
样优质、价格却便宜许多的放心药！”

从原本“只想做出个好产品”到发
展成为拥有3项抗癌药物专利、我省
规模最大的医药科技公司，张丽说：

“是海南省大力扶持的创业环境鼓励
着我们有了去做企业的‘野心’。省科
技厅、高新区管委会、海医都给予了公

司很大的支持”。
短短几年，南陆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已成为海南创新药研发的领头羊，能够
提供全方位的一站式新药研发外包服
务。为了体现科学的严谨与诚信，公司
花重金安装网络版实验数据监控及自
动备份软件，让实验中的数据不得有半
点虚假。去年，南陆公司一举获得“第
四届中国创新创业大赛（海南赛区）暨
海南省首届‘科创杯’创新创业大赛”成
长企业组一等奖。此外，公司还吸引到
了国内医疗行业私募基金的投资。

“不断地投入就是因为我们对海
南的医疗产业发展前景充满信心。接
下来我们在深入开发南药和黎药资源
的同时还要帮助海南药企通过认证，
把咱们海南生产的药品卖到美国和欧
盟去！” （本报海口5月30日讯）

成功开发20余个创新项目 攻坚药品大生产工艺

张丽：为“药”不悔人憔悴
学成归国 奉献琼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