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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省市推进精准扶贫工作有关精神，为了帮助屯昌县做好贫困人
口实现就业助脱贫、农村富余劳动力实现就业再就业，以及带动周边乡
镇农民实现就业，充分利用海口市人力资源市场人力资源配置的职能
作用，帮助屯昌县做好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工作，缓解海口市部分企业
招工难问题，海口市人力资源开发局、屯昌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联
合举办以“搭建平台促进供需精准对接”为主题的2016年屯昌县精准
扶贫暨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就业专场招聘会。

一、活动主题：“搭建平台促进供需精准对接”
二、活动时间：2016年12月15日（周四）9:30-12:00
三、活动地点：屯昌县新兴镇政府大院
四、组织形式
主办单位: 海口市人力资源开发局

屯昌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承办单位: 屯昌县劳动就业管理局

屯昌县新兴镇人民政府

协办单位: 海口市人力资源市场

海南众合人力资源开发有限公司

屯昌金鹏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

五、服务对象

1、求职人员范围：屯昌县新兴镇及周边乡镇精准扶贫对象、失地农

民、农村富余劳动力和其他有就业创业意愿的劳动者。

2、进场招聘单位：本地企业和临近地区企业与制造业，海口市内家

政、安保、服务业、制造业或有劳动密集型需求的企业。

本着帮助屯昌县做好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工作，缓解海口市部分企

业招工难问题的目标，将诚挚邀请40家海口市企业和20家屯昌县企业

进场招聘，欢迎企业踊跃报名参加。

报名热线：0898-65231155

关于举办2016年屯昌县精准扶贫转移就业暨农村
富余劳动力转移就业专场招聘会的公告

海口市人力资源开发局关于海口市失业保险金通过社会保障卡发放的通告
海口市失业保险参保人：

根据海南省政府及省人社厅相关文件规定，海口市失业保险金
将统一通过社会保障卡（以下简称“社保卡”）发放，现将相关事项通
告如下：

一、海口市失业保险金于2017年1月起通过社保卡发放：
1.2017年1月1日起，新申请办理失业保险金的失业人员请将本

人社保卡、身份证原件及相关材料（详见失业保险金申领须知）到我
局失业保险管理科办理。

2.正在领取失业保险金的失业人员中，已办理社保卡的自2017年1月
起通过社保卡发放失业保险金；未办理社保卡的仍由原银行卡发放失业保
险金，原银行卡中余额仍可以继续使用，原银行卡的余额不能自动转移至
社保卡。

二、为避免耽误待遇发放，请尚未申领社保卡的参保人及时持本
人二代身份证原件和复印件1份、标准1寸近期正面白底深色衣服免
冠彩色证件照片1张到海口市67个社保卡服务网点申领，详情可登
录海口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门户网站或通过移动智能终端下载
安装“海口人社”APP在线申领。

三、已领取社保卡的人员请尽快持社保卡和本人二代身份证原
件到海南省农村信用社（农商行、农合行）各营业网点办理激活手续

和开通免费短信通知功能。
四、服务热线
失业保险金待遇业务咨询热线：
海口市人力资源开发局失业保险管理科：
65231576、65231585
社保卡业务咨询热线：
海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服务热线：12333
海口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社会保障卡管理中心：
68571305、68571306
海南省农村信用社24小时服务热线：96588

海口市人力资源开发局
2016年12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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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码：

●“海口人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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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牙叉12月12日电（记者良
子 通讯员杜承霖）11日晚，白沙黎
族自治县七坊镇发生一起命案。案
发后，公安局刑侦大队迅速介入调

查，今天上午羊某等8名犯罪嫌疑人
向警方自首。目前，案件正在进一
步侦办中。

12月11日23时许，白沙县公安

局刑侦大队接到查苗派出所转警称：
该县七坊镇一名群众被人殴打致
死。白沙县委常委、公安局长马琼才
等迅速赶到案发现场指导开展侦破
工作，该局刑警大队迅速启动命案侦
破机制，立即抽调精干警力成立专案
组，开展侦破工作。专案组兵分三
路，一组进行现场走访调查，一组对
现场进行勘验取证，一组对负责犯罪
嫌疑人进行抓捕。

据介绍，该局侦查人员以案发现
场为中心，向四周逐人逐户现场摸
排，及时梳理重要线索查证。12日凌
晨3时许，专案组确定羊某等人具有
重大犯罪嫌疑，随即根据大情报平
台，对羊某等人的落脚点进行地毯式
排查，并部署警力在七坊及周边各村
路口、汽车站进行布控。

在此期间，办案民警也对羊某等

人家属做了大量的思想工作，希望他
们能规劝羊某等人早日投案自首，争
取宽大处理。通过专案组的努力，羊
某等8人于12月12日上午8时向警
方投案自首。

经调查，12月11日22时53分，
居住在白沙七坊镇的外来务工人员
刘某某（男，48岁，汉族，湖南邵阳
人）与工友在七坊镇某 KTV 唱歌
时，与邦溪镇南牙村村民羊某发生
碰撞，为此双方发生冲突，但被劝
开。事后刘某某离开KTV准备返
回宿舍，路经七坊镇某超市门口时
被尾随而来的羊某、张某、羊某某、
刘某某、吴某某、刘某、梁某等8人
殴打致死。

目前，羊某等8人因涉嫌故意伤
害致死罪已被白沙警方依法刑事拘
留，此案正在进一步侦办当中。

K歌起冲突 男子遭群殴致死
白沙警方10小时破案，8名犯罪嫌疑人落网

因事业不顺
一乘客跳船轻生
“凤凰岭”轮船员及时发现
并成功施救

本报海口12月12日讯（见习记
者陈嘉博）11日中午，秀英海口港发
往海安的客滚船“凤凰岭”轮上发生
一起旅客轻生跳海事件，幸亏船员及
时发现并施救，才未酿成惨剧。

中午12时，“凤凰岭”轮像往常一
样从海口秀英港开往海安，航行至秀
英港4号锚地附近，船上巡舱服务员
发现有旅客落水，立刻报告驾驶台，
船长梁跃文随即鸣放船舶人员落水
信号。

大副李儒国根据应急信号，立即
组织人员释放救生艇，多名船员下艇
搜救落水者。13时40分，落水的广
东籍旅客陈某被救回大船，从船员发
现旅客跳海到将旅客救回救生艇，仅
用了9分钟。

乘客陈某获救后表示，因事业不
顺，才有轻生的念头。

停车忘关窗
窃贼趁机盗走15万元
犯罪嫌疑人一审获刑8年6个月

本报海口12月12日讯（记者丁平 通讯
员梁依）车主停车后忘关紧车窗，给窃贼留下可
乘之机，被盗走15万元。日前，美兰区法院以
盗窃罪，判处被告人唐某岑有期徒刑8年6个
月，并处罚金人民币1万元；责令退赔被害人
15万元。

2015年6月27日凌晨，被害人周某某将一
辆黑色小汽车停在海口市龙华区国贸三横路某
处，之后在车内睡着，副驾驶位的车窗没有关
紧。被告唐某岑与唐某波（在逃，另案处理）经
过此处发现后，设法盗走副驾驶室的一个黑色
皮包，包内有人民币15万元。事后，唐某岑与
唐某波将其挥霍一空。

2015年 8月 27日凌晨1时许，唐某岑与
同伙阿飘（在逃）再次盗窃副驾驶位车门没
锁的车辆时，被民警抓获。据调查，唐某岑
是个惯偷。2013年 8月 7日，他曾因犯盗窃
罪被海口市龙华区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
七个月。

美兰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唐某岑以非
法占有为目的，伙同他人两次秘密窃取他人财
物，价值人民币15万余元，数额巨大，其行为已
构成盗窃罪。被告人唐某岑曾因犯盗窃罪被判
处有期徒刑，在刑罚执行完毕后，五年内再犯应
当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之罪，系累犯，依法应
当从重处罚。

陵水消防自主研发
遥控深井救援器
成功晋级海南省创业大赛决赛

本报椰林12月12日电（记者丁平 通讯
员朱鹏程）经过初选、复审、晋级等，陵水消防大
队无线视频遥控深井救援器晋级海南省创业大
赛总决赛。

据了解，深井救援是灾情处置中较为广泛
的一项工作。由于救援空间狭小，一般救援者
只能从侧面钻井接近被困者，在救援中因处置
不当造成人员伤亡的事故屡有发生。

陵水消防大队装备技师张一虎结合实
情，自主研发无线视频遥控深井救援器，用于
施救被困深井无法自救的群众，也可以配合
云梯车、吊车、绳索等进行被困沟壑、水域救
援，让器材代替救援人员深入危险场所，降低
救援过程存在的危险系数，从而高效快速完
成救援任务。

三亚机场查获
指南针式镁棒打火石

本报三亚 12 月 12 日电 （记者陈雪怡
通讯员汤璐 王康华）记者今天从三亚凤凰
国际机场了解到，该机场安检员近日从一名
男性旅客随身物品中查获一枚指南针式镁
棒打火石。

日前，准备乘机前往北京的男性旅客
刘某在凤凰机场 8 号安检通道接受安全检
查，安检员在对其随身行李进行 X 光机检
查时，发现行李图像可疑，显示包内有一条
高密度金属管，开包检查后发现其包内确
有一黑色金属管，外观普通，顶端带有指南
针，但将金属管扭开后却发现内部有一条
数厘米长的镁棒。经辨识，该物品为网络
上热销的指南针式镁棒打火石，主要用于
户外野炊。

据介绍，只要从镁棒刮下少量镁粉，再
用金属片与镁棒快速摩擦，镁粉遇火星后
极易点燃，在雨雪天气、极寒、极潮湿的环
境中都同样适用。由于该旅客没有故意藏
匿行为，并主动放弃镁棒打火石，二次安检
后未发现其他可疑情况，凤凰机场遂做出
放行处理。

凤凰机场也提醒广大旅客，根据民航局
公安局下发的《关于禁止旅客携带打火机、火
柴乘坐民航飞机的公告》，严禁旅客携带火
机、火柴等火源性物品乘机。年末将至，为确
保出行的安全与顺畅，旅客们切勿携带任何
火种及违禁品乘机，以免给自己及他人的行
程带来不便。

■ 本报记者 刘梦晓

“当选为全国文明家庭，是我们一
家人的荣誉，也坚定了我们继续把公
益做下去的决心！”年过七旬的文昌市
东阁镇美柳村村民邢福浩说。

2004年，邢福浩退休回到文昌老
家后，和家人一起积极参加文明生态村
创建活动，出钱出力，自费办起村内第
一个私人图书室“百合斋”。他关心教

育，鼓励未成年人积极“读书修德”，出
资奖励优秀学生；他将自己家庭院里的
运动场地和器材无偿向村民开放，让更
多的村民积极锻炼强身健体……

好德行，是邢福浩最为看重的品
质。邢福浩常说，德行是一个人的印
记，好的德行才能广结善缘，才能获得
和谐生活。

在如今的美柳村，邢福浩一家俨
然已经成为村里的标杆。“几十年来，
家庭成员之间相亲相爱，从没红过
脸。”邢福浩的邻居邢诒宙说，这让人
很羡慕，也引得不少家庭去讨要秘诀。

邢福浩则说，和谐的秘密就是邢家

的“治家格言”——“记住家和万事兴，
一点笑容最可爱。无须终日口不停，家
里立时见光明……”在邢家庭院的墙上
镌刻着的280字“治家格言”极为醒目。

不仅如此，邢福浩还“爱管闲事”。
由于邢福浩的家里有乒乓球桌、跑步
机、卡拉OK等运动娱乐设施，吸引了村
里不少孩子去玩耍。凡是到他家做客
的孩子，要把“铁杵磨成针”等故事诵读
一遍。而如果某些孩子存在打架等不
良行为，邢福浩还会对他们进行教育。

镶嵌在邢家院落墙面大理石上
的，刻着邢福浩给乡民的一条承诺：

“美柳村考上文昌中学的学生，奖励

2000元。”
“我初中毕业后，家里就没钱供我

上学了，没文化找不到好工作，只能去
码头做苦力……”回忆起年轻时的这
段经历，邢福浩的眼眶红了。为了让
三个孩子能接受更好的教育，邢福浩
和妻子省吃俭用，把大部分的钱都投
入到孩子的教育中。

如今，邢福浩的三个孩子均事业
有成，邢福浩就把这份爱带给了村里
更多的孩子。十余年来，美柳村考上
文昌中学的优秀学子，有17人之多。
这份欣慰，在邢福浩看来千金难买。

看到村民们普遍有打牌的嗜好，

邢福浩想了一个办法：在村里建文化
广场，为村民购置音响。如今，每当暮
色降临，妇女们便打开音响欢快地跳
起广场舞。

为了能让更多村民参与健身，邢
福浩还买来健身器材安装在公共用地
上。他还特别欢迎村民到他家里走
动：在这里浏览千余册书籍，在自动发
球的乒乓球桌上打乒乓。

美柳村委会主任邢益绪感慨：“村
里的不良风气不见了，村民之间感情
也更融洽了，有了事情大家团结起来
一起商量解决。”

（本报文城12月12日电）

办起免费图书室，出资奖励优秀学生，买健身器材给村民使用……

邢福浩家庭：热心公益不改初心

■ 本报记者 王玉洁 徐晗溪

“那是婶婶么？那是婶婶吧……”
匆忙从老家文昌头苑镇龙榜村赶到三
亚的符传涛紧攥着报纸，望着站在酒店
楼梯口的丘秀芷，有些怔怔然。

傍晚的山顶，风有些凉。结束了
2016两岸笔会当天的活动后，76岁
的台湾作家丘秀芷特意换了一身衣
服，凝视着五位后辈，几双手握在一起
的一刹那，无语凝噎。

“从昨天寻求海南媒体帮忙到现
在，不过一天时间，竟然真的找到了！”
丘秀芷说像是在做梦，比惊喜更浓烈
的是激动和紧张。

“我的丈夫就是你们的堂叔符兆
祥，他想找堂哥符祥雄和姐姐符家
瑛。”丘秀芷握着后辈们的手，挨个认：

“你是堂哥的大儿子符传涛，你是大儿
媳黄先莲，你是二儿子符传洲，你是三
儿子符传河，你是侄子符方宝。”

“姐姐还好么？”丘秀芷问。
“大姑符家瑛50年代就去世了。

父亲四年前去世了，临走前他还念叨
着堂叔符兆祥。我母亲还健在,已经
92岁高龄。”符传涛眼眶红了。

丘秀芷深吸了几口气继续说，“我
先生符兆祥80岁了，出生在香港，14
岁到台湾。在丘秀芷看来，因不愿回
忆和触碰儿时的不幸，符兆祥总是很

逃避，“但他明明内心是渴望寻亲的，
这大概就是近乡情更怯吧。”

“那我公公符岸壇有几个兄弟？”
稍稍平复，丘秀芷问。

“阿公排行老四，十几岁就离开海
南了，参加过抗日战争。”符传涛回答说。

丘秀芷表示，当得知先生的身世

后，她偶然在云南昆明讲武堂的展示
墙上看到了符岸壇的名字和介绍，才
知他毕业于讲武堂第12期，曾是黄
埔军校初期教官，到法国留过学。“后
来他英年早逝，当时我先生尚在襁褓
之中。”

两岸笔会让符兆祥踏出了寻亲的

关键一步。台湾作家季季在参加完首
届两岸笔会后，写了文章讲述她认识的
第一个海南朋友，故事的主人翁就是符
兆祥。虽然符兆祥婉拒了2016两岸笔
会的邀请，但丘秀芷带着他写有亲人信
息的两张便签纸来了。

一路开车近四个小时，符家后代

来了，跑300多公里迎接迟到了半个
多世纪的亲人。

“我儿子写书，女儿在留学，他们
很好。”“明年清明我们要回来祭祖
……”丘秀芷忍不住要把这大半生的
故事讲给他们听。

（本报三亚12月12日电）

代夫寻亲的台湾作家丘秀芷找到了阔别数十载的海南亲人

80年江海别 无改一家亲

家和万事兴
——海南文明家庭巡礼

白沙警方审讯犯罪嫌疑人。 本报记者 良子 摄

台湾作家丘秀芷（左三）与从文昌赶来的亲人相聚。 本报记者 宋国强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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