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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逃嫌犯详细名单

全省公安机关共破获

电信诈骗案件389起，同比上升121%
破案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今年3月18日
以来

捣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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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掉犯罪团伙66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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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海口9月29日讯（记者马
珂 通讯员张春杨）近日，一则关于浙
江大学晁明和胡汛团队今年8月在
学术杂志ELife上发表了一项研究，
针对40位晚期肝癌病人尝试用碳酸
氢钠（俗称小苏打）治疗癌症的新闻
引发热议。“看来要去买多点苏打水
经常喝了。”海口市民张女士看到这
则新闻后发了这样一则微信朋友
圈。而很多市民也认为喝苏打水能
改变酸性体质，起到抗癌作用。对

此，海南省肿瘤医院专家表示，目前
尚无任何证据证明饮用苏打水具有
保健、平衡机体内酸碱度的作用。

海南省肿瘤医院介入中心主任
牛惠敏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所谓
用小苏打来治疗肿瘤，其实是采用一
种被称为介入的注射技术，将苏打水
注射到肿瘤微环境中，以此中和血液
里的乳酸，让肿瘤细胞无法利用乳酸
生长，而并非是饮用小苏打。牛惠
敏解释，肿瘤微环境是一个复杂的
综合系统，有别于正常细胞与其周
围组织所形成的微环境。组织缺氧
和酸中毒、大量生长因子和蛋白水
解酶的产生及免疫炎性反应等构成

了肿瘤组织代谢环境的生物学特
征，这种特性对于肿瘤的增殖、侵
袭、迁移、黏附能力及新生血管的形
成具有重要影响。通过改变肿瘤组
织pH值来提升肿瘤治疗效果已为
肿瘤治疗的新策略。

“目前尚无任何证据证明饮用苏
打水具有保健、平衡机体内酸碱度的
作用。而且苏打水不能多喝”，牛惠
敏说，“因为含有钠，如果经常喝、大
量喝，则会增加高血压风险。另外，
部分人工合成的苏打水，还会额外添
加白砂糖、果葡糖浆，如果长期大量
饮用，会增加肥胖、糖尿病等疾病的
发病风险。”

晁明和胡汛团队的小苏打研究，
在40人身上表现出良好的效果。但
目前这项研究还处于试验阶段。关
于一项研究需要多久才能正式进入
临床应用，牛惠敏表示，一项临床研
究首先需要得到医学伦理委员会许
可，然后由动物试验验证可行，才能
进入人体试验。经历三期临床试验
证实在人体上有效后，才能最后得到
监管机构上市应用许可。但这并不
是结束，还有第四期临床试验，目的
是考察在广泛使用条件下的药物的
疗效和不良反应。本次小苏打试验
仅仅是前沿验证试验，大规模推广还
为时尚早。

医学界尝试用小苏打治疗癌症的新闻引民众热议，喝苏打水就能抗癌？

专家：目前无法证明苏打水有抗癌作用

本报海口9月29日讯（记者单
憬岗 郭萃 见习记者陈嘉博）为进一
步完善海口棚改征收补偿安置政策，
更好地解决住房困难群体的安置，鼓
励被征收人购买存量商品房，昨天下
午，海口市政府常务会议审议并原则
通过了《关于棚户区改造补偿安置有
关事项的通知》。《通知》提出，被征收
人购买经济适用住房、政府剩余拆迁
安置房、永秀花园等存量商品房，均给
予适当补贴。

《通知》规定，棚改范围内被征收人
属于《海口市公共租赁住房保障管理办
法》第12条规定的公共租赁住房对象，

且选择购买回迁商品房，但被征收房屋
的征收补偿总额（含土地、房屋、附属物
的市场评估价及补助、奖励）不足于购
买60平方米回迁商品房的，可选择3种
安置方式。一是共有产权方式，由政府
补足购买60平方米回迁商品房的差价
款，与被征收人共同购买回迁商品房，
政府指定辖区住房保障中心作为房屋
共有产权人，双方按出资比例登记房屋
共有产权及享有权益。二是分期付款
方式，被征收人将征收补偿款作为60
平方米回迁商品房的首付款，剩余不足
部分由政府出资补足。辖区住房保障
中心负责按房屋价款及银行贷款利息

为总额，以15年为付款期限，按月向被
征收人收取应交房款，付款期满后，房
屋产权归被征收人所有。三是保障配
租方式，由政府出资集中购买一定数量
的60平方米回迁商品房，纳入市住保
中心保障体系，向符合条件被征收人配
租，区住房保障中心按政府核定的标准
收取租金并管理。

《通知》提出，被征收人符合申购
经济适用房条件，且愿意购买政府统
建经济适用住房的，不再支付临时安
置补助费。在购买琼山区凤翔花园C
区经济适用住房、秀英区永秀花园（时
代城）经济适用住房时，政府均按面积

予以补贴。每户申购面积原则上控制
在60平方米以内，超过60平方米以
外的超面积部分，按照有关规定，参照
所购住房建设当年，项目所处片区或
周边同结构、同类型的普通商品房价
格的85%核定配售价格；所购住房项
目所处片区或周边在建设当年没有可
参照的同结构、同类型的普通商品房
的，按该项目住房建设当年的市场评
估价格的85%核定配售价格。如果
被征收人拟购买美兰区海甸溪北岸拆
迁安置房的，政府按面积予以补贴后，
不再支付临时安置补助费，且每户申
购面积原则上控制在60平方米以内。

《通知》要求，被征收人原拟选择
购买回迁商品房，但愿意异地选购秀
英区永秀花园（时代城）存量商品房
的，可按秀英区永秀花园（时代城）市
场均价给予一定折扣优惠价购买，在
给予被征收房屋每平方米临时安置补
助费的同时，政府再按面积给予补
贴。临时安置补助费和补贴按被征收
人拟购买的回迁商品房面积计算。被
征收房屋属持有合法手续的商品住
宅、单位小区房屋的，被征收人原拟选
择购买回迁商品房，但愿意选择直接
货币补偿或异地选购海口市存量商品
房的，给予被征收房屋货币安置奖励。

海口出台新规完善棚改征收补偿安置政策

被征收人购买存量商品房可获补贴

本报海口9月 29日讯 （记者
良子）今天，海南省公安厅对我省
涉嫌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陈宣才
等 86 名在逃人员发布全省通缉
令。省公安厅郑重向社会通告，要
求凡是实施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

人员，不要存在侥幸心理，必须立
即停止一切违法犯罪活动。自通
告发布之日起至 2016 年 10月 31
日，主动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罪行
的，将依法从轻或减轻处罚，在此
规定期限内拒不投案自首的，将依

法从严惩处。
据了解，我省公安部门已抓获

864名在逃网络电信诈骗嫌犯，目
前还有86名嫌犯在逃。省公安厅
希望社会各界和广大人民群众提供
有关线索，同时检举、揭发电信网络

诈骗等违法犯罪活动。发现有关情
况，请及时拨打当地110报警。对
发现线索的举报人、协助缉捕有功
单位或个人，每抓获一名犯罪嫌疑
人公安部门将予以重奖。

本报海口9月29日讯（记者良
子 通讯员张秀辉 董鹏）海口一市民
在一网吧上网时 发现旁边4名上网
的男子行迹可疑，怀疑4名男子正在
实施诈骗。该市民立即打电话报
警。海口市公安局龙华分局大同派
出所接警后，立即派出民警赶到网吧
内将4名涉嫌利用QQ进行诈骗的
男子抓获，4名犯罪嫌疑人现已被刑
事拘留。警方将对本案中举报诈骗
团伙的吴先生予以现金奖励。

日前，海口一市民在某网吧卡
座上网，发现其所坐位置后有4名讲
临高方言的男子，时不时通过手机打
电话，讲电话时使用普通话且非常有
礼貌，电话内容大意为：“其为某某的
同学，某某生病住院，需要用钱。”这
4名男子的举动极像电信网络诈骗，
该市民随后电话报警。接到报警后，
龙华分局大同派出所民警第一时间
赶到现场。在现场，民警要求4名嫌
疑男子配合调查时，其中1名男子趁

民警不注意从沙发跳出企图逃跑，但
被举报的市民和民警联合控制。

经调查，4名嫌疑男子施某文、刘
某、刘某文、刘某峰从2015年8月份开
始，在海口市多家网吧，通过腾讯QQ
聊天工具从上家购买被破译密码的
QQ账户，然后假冒QQ账号本人，使
用QQ向其好友群发送虚假信息（如
借钱、车祸），骗取其QQ好友的现
金。至2016年9月，犯罪嫌疑人施某
文等4人，共诈骗QQ用户受害人20

余名，涉案金额2万余元。目前4人被
依法刑拘，案件正在进一步调查当中。

海口市公安局龙华分局将对
本案中举报诈骗团伙，帮助警方成
功抓获4名嫌疑人的吴先生予以现
金奖励。

警方欢迎广大人民群众积极举
报相关违法犯罪线索，对在捣毁特
大犯罪窝点、打掉特大犯罪团伙中
发挥重要作用的，将予以重奖，并依
法保护举报人的个人信息及安全。

电信网络诈骗团伙在网吧作案

海口一市民机智报警助警方破案获奖励

我省通缉86名电信网络诈骗在逃嫌犯

今年10月31日前拒不自首的将严惩

海口特大黄金珠宝
盗窃案47小时破案
嫌犯昨日凌晨儋州一网吧落网

本报海口9月29日讯（记者良子 通讯员
韩燕）9月29日凌晨，海口警方多警种通力合作，
迅速侦破9月27日凌晨红城湖路一珠宝店被盗
案，在儋州将犯罪嫌疑人唐某钧抓获归案。

9月27日凌晨，红城湖路E时代广场一楼
裕达中金珠宝店发生盗窃案，被盗金银首饰总
价值270余万元。接到报警后，海口警方高度
重视，专案组民警经大量排查，基本确定了犯罪
嫌疑人的身份和基本特征。经过47个小时的
艰苦工作，9月29日凌晨1时许，在相关部门支
持下，专案组民警在儋州市那大镇人民中路大
勇商城六楼某网吧将犯罪嫌疑人唐某钧抓获，
并起获部分赃物。

经审讯，犯罪嫌疑人唐某钧对其在海口市
琼山区红城湖路E时代广场一楼裕达中金珠宝
店盗窃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

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我省查处一批扰乱旅游市场秩序
违法违规案

60宗涉旅案件
共罚没款206万元

本报海口9月29日讯（记者罗霞 通讯员
谢琛）继2013年以来连续12批次曝光扰乱旅
游市场的违法违规企业和个人后，今天，省旅游
市场综合整治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集中公布第
13批查处并执行完毕的扰乱我省旅游市场秩
序的违法违规企业和个人，涉及60宗涉旅违法
违规案件。

我省对这些扰乱旅游市场秩序违法违规企
业和个人，一一进行处罚，涉及停业整顿、罚款、
吊销导游证、吊销营业执照、没收违法所得、没
收不合格产品等。其中此次公布的涉旅案件共
罚没款206万元。

骑楼改造激发旧业态活力

海口得胜沙
服装批发商场开业

本报海口9月29日讯（记者许春
媚）昨天上午，新的海口得胜沙服装批
发商场开业，这个国庆小长假海口骑楼
老街又添了一个逛街好去处。

海口老街“得胜沙”经历了百年历
史变迁，街道旁一栋栋南洋风格的骑
楼老建筑见证着海口的沧桑巨变，留
存了老海口人的生活记忆。在海南提
起服装批发零售市场，得胜沙鼎鼎有
名。但是，近年来由于种种因素，得胜
沙渐渐变得拥挤、杂乱，一定程度上影
响了这条老街的商业经营。海口市政
府对骑楼老街的大力修缮激活了得胜
沙旧业态的活力，原有的“得胜沙”服
装批发市场搬到了新建成的得胜沙服
装批发商场内，经营环境得到了改
善。据商场相关负责人介绍，新建的
商场面积1.5万余平方米，共设有600
多家精品店铺，其中1至3层为女装
批发，4层为休闲餐饮。

9月28日上午，消防工作人员对居然之家家居建材市场进行消防设备现场检测。 本报记者 王凯 摄

存在重大火灾隐患

海南38家单位
被挂牌督办

本报海口9月29日讯（记者丁
平 通讯员钟坚）9月28日上午，省公
安消防总队与海口消防支队雷霆出
击，对海口3家重大火灾隐患单位进
行现场督办整改。据了解，自今年5
月10日公安部在全国部署开展夏季
消防安全检查专项行动以来，海南各
级消防部门周密部署，截至目前，38
家存在重大火灾隐患单位已被各级政
府挂牌督办。

据悉，这38家重大火灾隐患在挂
牌督办期间，各级消防部门依法依规
督促单位整改火灾隐患，帮助单位制
定了隐患整改方案，多次组织技术人
员深入单位指导隐患整改，持续跟踪
整改进程。

全省读书知识竞赛
即将启动
读者可通过多种方式参与

本报海口9月29日讯（记者尤梦
瑜 实习生林敏）记者今天从省全民阅
读活动领导小组办公室了解到，由省
文体厅、省直机关工委主办，海南日
报、海南凤凰新华出版发行有限责任
公司承办的“全省读书知识竞赛”活动
将于10月11日至11月10日举行。

此次竞赛共设试题100道，内容
主要来自《习近平用典》《中国方略：怎
么看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
略》《供给侧改革：经济转型重塑中国
布局》《中国共产党的九十年》《尺度
（学习宣传<准则><条例>动漫读
本）》5种图书。

答题以网络为主，纸质为辅。网
络答题可登录海南凤凰新华网（网址
为 http：//www.hnbookstore.com.
cn/examwe）、南 海 网（网 址 为
http：//www.hinews.cn）；微信答题
可通过关注微信公众账号“hnbook-
store”，进入“有奖活动”板块“海南省
读书知识竞赛”；纸质答题题目及答题
卡详见海南日报9月30日B04版。

大赛将评出个人奖一、二、三等奖
和优秀组织奖若干名。

（相关内容见B05版）

打击电信网络诈骗出重拳

万宁召开生活垃圾焚烧环保发电
厂项目座谈会

项目不符合环评
决不上马

本报万城9月29日电（记者赵优 特约记
者黄良策）万宁市生活垃圾焚烧环保发电厂项
目初步选址工作开展以来，社会各界十分关
注。今天下午，万宁市召开生活垃圾焚烧环保
发电厂项目座谈会。该项目工作组表示，如果
项目不符合环评等相关要求，将坚决立即终止，
决不会仓促上马建设。

万宁市项目领导小组高度重视社会各界对
该项目的关切，多次进行会商研究，并欢迎大家
对项目选址和建设提出意见和建议，同时表示
万宁将严格依照国家法律法规、技术规范等相
关要求进行论证评估，广泛征集专家意见和民
意，综合比选，慎重决策。目前，该项目尚处于初
步选址论证阶段。如不符合环评等相关要求，
将坚决立即终止，决不会仓促上马建设。华润
石梅湾、中南项目区、首创·芭蕾雨等项目周边企
业代表，以及莲花村、老符村等周边村民代表参
加座谈。大家就项目选址、建设的必要性、紧迫
性、合理性和合法性等深入交换了意见。

据了解，万宁市有大量的垃圾无法及时进行
无害化处理。因此，万宁市生活垃圾焚烧环保发
电厂项目建设势在必行。项目工作组相关负责
人介绍，建设生活垃圾焚烧环保发电厂对环境的
影响是完全可控的，通过建设环保发电厂处理生
活垃圾是目前国内外通用而有效的做法。

会上，项目工作组相关负责人表示，该项目
从规划、选址、环评到建设、投产，每个环节都将
严格按照有关规定组织实施。目前，该项目尚
处于初步选址论证阶段，同时还有其它选址在
论证当中，不符合环评等相关要求的，决不会仓
促上马建设。

本报海口9月29日讯（记者陈蔚林 通讯
员潘淑惠 实习生熊珊珊）9月28日，海南工商
职业学院出现学生腹泻、呕吐现象，学院立即安
排学生到医院就诊，经对症治疗后，病情明显好
转，已全部离院返校。截至29日20时，该学院
没有新增疑似病例。

经调查，首发病例陈某于9月28日20时出现
腹痛、腹泻等症状，之后陆续有人出现类似症状，截
至9月29日凌晨1时共有26人到医院就诊。

经了解，这些学生28日中午在该学院的第一
食堂二楼就餐。海口市疾控中心工作人员现场
采集相关样品，送至海口市疾控中心实验室检
验。经流行病学调查，确认符合本次疑似食物中
毒病例定义的中毒人数为17人，所有患者均为
轻症病例。

当天，琼山区食药监局责令第一食堂停业整
顿，要求食堂加强食品安全管理，防止类似事件再
次发生。

海口工商职业学院
26名学生上吐下泻

其中疑似食物中毒者17人，全部
学生均已返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