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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海口“双创”77

本报三亚2月8日电（记者孙婧 原中倩
通讯员王通彬）2月7日傍晚，三亚市海棠区龙
江安置区一4岁女童在玩耍中不慎掉入粪池。
接到警情的三亚消防部门立即赶赴现场，将孩
子从3米深且有沼气的粪池中救起，并第一时
间送往医院。

据悉，当天19时45分，三亚市公安消防支
队海棠湾中队救援力量和派出所民警到达现场
发现粪池深约三米，污水几乎漫到井口，而井口
直径仅50厘米，还有少量沼气。

“井口非常小，只容一人上下，必须把井口
挖开。”一名救援人员表示。现场，各联动救援
部门商量对策，决定利用手抬机动泵和政府调
派的抽粪车，将粪池进行抽水，并用大型挖掘机
挖掘封堵排污池的进水口，后再利用设备，将穿
戴好个人防护装备的消防官兵放入进行打捞。
经过救援官兵的摸索，找到被困儿童并救出井。

等候现场的120急救车第一时间将其送去医
院，但孩子经抢救无效死亡。

三亚消防官兵全力营救落井儿童。
本报记者 武威 通讯员 王通彬 摄

三亚一4岁女童
不慎跌入3米深粪池
消防官兵挖井抽水营救，
但女童经抢救无效死亡

本报万城 2月 8日电 （记者贾
磊 赵优）近日，一则“阳光灿烂的年
纪，不该被病魔夺走”的“爱心筹”在微
信朋友圈大量转发，身患系统性红斑
狼疮的11岁女孩小婷（化名）牵动着
大家的心。突如其来的大病对于这个
来自万宁市礼纪镇茄新村的家庭来
说，无疑是晴天霹雳，而2300余人次
的捐款和鼓励让小婷一家感受到了社
会涌动的暖流。

今年1月，许秋地发现女儿小婷
有些感冒发烧的症状，但经过村卫生
室几周的治疗，反而愈发严重。“那段
时间女儿每天说不舒服，浑身无力。”

说起女儿当时的病情，许秋地懊悔不
已。过了几周，小婷身上逐渐出现红
色的斑点，1月30日，许秋地感觉情
况不妙，立即带着女儿赶到海南省人
民医院就诊。2月4日，小婷被确诊为
系统性红斑狼疮，后来在PICU（儿科
重症监护室）病房接受进一步治疗。

对于平时靠打零工维持生计的许
秋地夫妻俩来说，10多万元的治疗费
用难以承受。截至2月初，小婷的治疗
费用已经将家里所有的积蓄消耗殆
尽。两天前，小婷的小姨许秋齐发起了
微信“爱心筹”，向社会求助。记者看
到，截至目前，已经有2350人次向小婷

伸出了援手，一笔笔善款汇聚到一起，
距离目标金额10万元越来越近。

得知小婷生病的消息，茄新小学的
学生们也通过微信用最真诚的鼓励传递
给小婷，给予她更多力量与病魔抗争。
一句句加油、一声声挺住，成为社会爱心
人士物质帮助之外的另一种温暖。

得知此事之后，本报记者第一时间
联系了当地卫计委与民政局，了解到，
像许秋地家，除了新农合报销以外，民
政部门还可以为其提供相关大病救助。

参加了新农合的小婷目前已获得
1.1万元的医疗报销费用，剩余个人承
担部分是否还有其他途径能解决？身

患大病只有“爱心筹”一种求助方式
吗？小婷户籍所在地的万宁市卫计委
有关负责人介绍，参合人患大病发生
高额医疗费用的情况下，按现行新农
合政策补偿后，需个人负担的合规医
疗费用超过起付线部分，完全可以再
由大病保险给予保障。“个人年度累计
负担的合规医疗费用扣减新农合大病
保险起付线后，还可获得不低于50%
的补偿比例。”万宁市卫计委副主任卢
传毅介绍说，如果重病费用仍超出负
担能力，还可向市民政部门申请大病
医疗救助。

万宁市民政局副局长黄会杰告诉

记者，像小婷一样的患重病困难群体，
可向民政局申请大病医疗救助，民政
部门会在核查申请对象经济情况的基
础上判定救助措施，进行大病救助或
者临时救助，如果申请对象治疗费用
超出了家庭负担能力，基本生活出现
严重困难，大病救助可为救助对象提
供除医疗报销外个人承担部分的3万
元救助资金。

今天，在与患者家属第一时间沟
通之后，本报记者与当地卫计委和民
政部门携手，将在小婷出院后，由本报
记者为患者申领大病救助报销“全程
跑腿”，帮助他们解决大病报销问题。

文昌警方破获
一毒品案
查获“神仙水”380.5克

本报文城 2月 8日电 （记者良
子 通讯员王安谋）近日，经过一系列
的侦办，文昌市公安局依法对一宗跨
区域的非法持有毒品案的两名犯罪嫌
疑人执行逮捕。

文昌市公安局昌洒派出所日前在
办理一宗贩卖毒品案中发现家住海口
市三江农场的黄某有毒品犯罪重大嫌
疑。随后，文昌警方根据云某贩毒案
的相关线索组织禁毒大队、刑侦六中
队、昌洒派出所精干警力在海口市美
兰区三江农场龙头山六队将涉嫌非法
持有毒品的黄某、谢某抓获。民警在
黄某家中当场查获380.5克“神仙水”
（以氯胺酮、MDMA为主要成分）和
0.89克海洛因。

谢某近日被依法取保候审，黄某
被依法逮捕。目前，该案正在进一步
办理当中。

海口查处
一违规垃圾运输车
车主将面临重罚

本报海口2月8日讯（记者叶媛
媛 计思佳 实习生钟圆圆）本月，海口
开展为期一个月垃圾乱倒整治行动。
2月7日，一辆在路上违规散漏垃圾的
渣土车被海口市琼山区城管执法人员
查获，车主将面临重罚。

2月7日2时许，海口市琼山区城
管局应急中队执法队员在红城湖延长
线一带巡查时发现，有一辆工程车在
运输建筑垃圾过程中，未做好密闭遮
盖，于是立即拦停该车辆，对司机进行
教育，下达《责令限期改正通知书》，并
暂扣车辆。

2月8日上午，违规车辆车主曾某
来到琼山区城管局接受调查。曾某表
示，该工程车是从面前坡拆迁工地将
拆迁产生的建筑垃圾，准备运往灵山
一处新建楼盘工地用于修路。曾某
称，该车辆是持证运输处置建筑垃圾
的，但由于持证人回内地过年了还没
来海口，所以证件手续提供不出来。

海口市琼山区城管执法大队综合
办公室副主任陈少武说，如该车主在
规定时间内未出示核准证，执法大队
将根据相关规定，对该车处以5000元
以上，3万元以下的罚款。

海口市市政市容委提醒，运输
砂石、泥土等的车辆如未进行密闭
遮盖将会对路面环卫清洁造成较大
影响。希望广大市民能加入到监督
车辆运行的行列，可以通过海口
12345 热线对违法行为进行举报，
执法人员将在 30 分钟赶往现场进
行处理。

■ 本报记者 周晓梦 通讯员 孙秀英

日前，一段关于“候鸟”老人拍摄
污水流入万泉河的视频流传网络，引
起公众和媒体的关注。污水源头来自
于哪？万泉河水质有没有受到影响？

为回应群众关切、解决当地环境
问题，2月6日上午，省生态环境保护
厅派出督办组，到视频拍摄地点对该
万泉河河段污水排放问题进行现场
督办。

督办组赶到视频中所反映的琼
海嘉积镇翠屏湾小区附近，检查该位
置所有的排放口、排洪沟，并下到最

底部、汇入万泉河的排水沟查看污水
排放情况。

记者看到，该位置马路边的排放口
虽未发现排水，但最底部的排放口却不
断有水流出，且流出的水有轻度浑浊，
水中的石头上均附着有黑色物质，下
到河流底部能明显闻到一股异味。

“排水沟两侧没有工业企业，污
水和臭味来源于上游城中村的生活
污水混流。”琼海市副市长李昌奋在
现场介绍说，随着开发建设加快人口
不断增加，管网建设等市政基础配套
却仍然滞后，部分管网雨污不分，导
致一些生活污水随雨水管网流到排

洪沟，最终汇入万泉河。
管网滞后、雨污不分，让督办组

工作人员不无忧虑，并要求当地相关
部门立即采取措施进行整治。省生
态环境保护厅副厅长毛东利认为，琼
海市政府要以此为契机，准确把握当
前环境管理的现状和薄弱环节，将之
纳入今年的重点工作，认真进行整
改，并且对类似问题举一反三做好环
境综合整治。

“当天通过对排污口、汇入万泉河
的排污口对应点、万泉河流域上游下
游600米范围内的断面等，共9个点
位进行水样采集，按照生活污水12项

指标进行监测，大概2天后可出具采
样分析结果，届时将监测结果报给省、
市两级环境保护部门供决策安排。”省
环境监测中心站总工程师陈表娟说。

“一旦发现污水进入雨水管网，
将对污水进行截留，杜绝污水外流；
同时，启动上游城中村建设市政污水
管网建设。”李昌奋说。琼海市环保
局、城管局、水务局已积极行动起来，
全面排查、摸清底数，防止城市化过
程中污水、垃圾“下乡”，并将根据《海
南省万泉河流域生态环境保护规
定》，完善万泉河河道管理政策措施。

（本报嘉积2月8日电）

11岁女孩患重病，10多万医药费难筹集，本报记者为其申领大病救助“跑腿”

驰援，为万宁重病女孩

“污水流入万泉河”视频流传网络，经查为生活污水混流

省市环保部门现场督办万泉河污水排放

我省各地消防开展
足浴店隐患排查

本报讯（记者原中倩 通讯员钟坚）为认真
吸取“2·5”浙江省台州市天台县足浴店火灾亡
人事故教训，有效遏制重特大火灾事故的发生，
全省各地近日深入辖区足浴场所开展消防检
查，全面排查消防隐患。

2月6日上午，三亚市公安消防支队召开紧
急部署会，要求从2月6日起对三亚市所有的足
疗按摩场所开展“三个一”行动。2月6日，文昌
市消防支队组成检查组对6家养生足浴店开展
消防安全专项排查行动及实战演练，督促整改
火灾隐患11处。2月6日，澄迈县消防大队联合
公安（派出所）、工商等部门组成3个检查小组对
辖区养生足疗单位开展摸底排查。2月7日上
午，乐东黎族自治县消防大队对7家养生足浴店
开展消防安全隐患专项排查整治行动及实战演
练。2月7至8日，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消防大
队深入全县20家按摩、足疗休闲会所开展地毯
式消防安全检查。2月7日，陵水黎族自治县消
防大队对辖区足浴场所开展消防安全检查，拉
开了全县足浴场所隐患排查整治行动的序幕。

■ 本报记者 良子

春节期间，各种社交软件上的
“红包”铺天盖地袭来，人们也进入
“抢红包”的狂欢季，然而，骗子也盯
上了这样的诈骗机会。据统计，春节
期间，我省发生10起红包诈骗案，有
10人被骗，涉案金额11万元。

假红包暗藏病毒窃隐私

网络红包里除了有钱，有的还带
有木马病毒。2月4日，陈先生收到一
个微信好友发来的红包，陈先生点击红
包，领了对方发的0.1元。钱刚入账，陈
先生手机上的杀毒软件就跳出弹框，称
发现并查杀木马病毒。当天，陈先生的

几位亲友陆续向他询问，是不是换手机
号了。原来是陈先生不少亲戚、朋友都
收到一条陈先生手机发来的群发短
信。短信告知大家他换了号码，让他
们存下一个陌生号码。不一会，短信
里提到的“新号”向其亲友发短信借
钱，其中有3位亲属共转款2.8万元。

抢红包“神器”不可信

海口的符先生春节前在网上找
到一家卖软件的店铺，店主向他推荐
一款抢红包“神器”，说不仅能以最快
速度秒抢红包，而且能抢到最大的红
包。符先生当即汇款1500元，购买
了“神器”。符先生安装好软件后发
现“神器”一点也不神。随后符先生

电话联系卖家，对方已关机。

小心“摇一摇”摇进陷阱

春节期间，很多电视节目会通过
“摇一摇”发红包和观众互动。三亚
的黄女士在观看一档热门的综艺节目
时，通过微信“摇一摇”抢到节目发出
的红包。黄女士立马点开。网页跳转
到中奖页面，黄女士按照提示在手机上
操作，输入自己的银行卡号和密码。最
后，黄女士发现自己的银行卡分7次转
出2万多元。黄女士赶紧查看领奖红
包，发现这个红包并不是综艺节目发
来的，而是一家“电子通讯公司”，而这
家公司在网上查不到任何信息。

（本报海口2月8日讯）

春节期间，我省发生10起“抢红包”诈骗案，涉案金额11万元

抢到了微信红包，却被骗子骗了钱

警方提醒
不要点来历不明的红包

市民在抢红包同时要提高警
惕，首先要“管住手”，不轻易点击
来历不明的陌生红包；其次，不在
红包链接里填写个人资料，不透
露银行卡账号等信息；再次，微
信、支付宝等网络支付软件要做
好安全防范；最后，不要轻易相信
抢红包软件。

居民如何申请大病救助？

目前，我国城乡居民医疗保障制度逐渐完善，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逐渐健全，重特大疾病保障水平有效提高，来看看这些保障是如何进行的。

政策范围内
住院费用支付比例保持在75%左右

因患大病发生的高额医疗费用
经城镇居民医保、新农合基本医疗报销后，一个参保
（合）年度内个人单次或累计合规自付费用超过起付
线以上的部分，按费用高低分段确定支付比例

在基本医疗保险定点医疗机构发生的特
殊病种门诊医疗费用和住院医疗费用，经基
本医疗保险、城乡居民大病保险、其他补充医
疗保险和商业保险支付后，合规个人负担费
用超过3万元的部分给予医疗救助

年度最高救助限额30000元

1 城镇居民医保和新农合所有参保人员
均享受基本医疗保险待遇

住院补偿 普通门诊补偿
特殊门诊病种补偿 重大疾病病种补偿
大病商业保险补偿

即

2 城镇居民医保、新农合的所有参保（合）人员
也是大病保险保障对象

分段支付比例为50%-75%
不受病种限制

3 可向当地民政部门申请医疗救助
发生高额医疗费用、超过家庭承受能力、

基本生活出现严重困难家庭中的重病患者

制图/张昕

海口一男子溺水
新疆小伙挺身救人

本报海口2月8日讯（海报集团全媒体中
心记者陈望 马伟元）“我朋友落水了，帮帮我们
救救他。”2月8日15时40分许，在海口市白沙
门公园海域游泳的新疆男子阿卜杜杰力力正在
岸边休息时，突然听到一名男子呼救，阿卜杜杰
力力挺身救人。截至2月8日21时，落水青年
仍处于昏迷状况，医院正在全力救治中。

今天下午，网友黄先生在微信朋友圈发文
中称，“今天海口白沙门海边，来自新疆的维吾
尔族男子救了一名落水青年，这种英雄行为让
我们为他点赞。”该消息发出后，朋友圈有不少
网友为此点赞和转发。

记者随后联系上黄先生，他介绍，当天15
时40分左右，他和朋友正在白沙门海边玩耍，
突然听到有人呼救。“正当大家发愁如何救人的
时候，一名男子冲了过来，脱掉上衣跳入海中救
人。”黄先生说，这名男子经过10多分钟的努力
救援，终于把落水青年救了上来。据他了解，救
人的男子是来自新疆的维吾尔族游客阿卜杜杰
力力，今年30岁。

2月8日上午，一群黄牛行走在琼海市博鳌镇滨海大道中央，过往车辆面对这群“霸道”的不速之客无可奈何，
唯有避让。 特约记者 蒙钟德 摄马路成了“牛路”

对低保审核把关不严

屯昌一干部被处分
本报屯城2月8日电（记者刘操 通讯员

谢凤鸾）记者今天从海南廉政网获悉，屯昌县纪
委日前对屯昌县坡心镇政府副科级干部曾少华
违纪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

经查，曾少华在担任坡心镇党委委员、武装
部长期间，对低保审核把关不严，致使他人违规
领取低保金，造成不良社会影响。

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等有关规
定，经屯昌县纪委常委会议和县监察局局长办
公会议审议，并报县委批准，决定给予曾少华
党内警告、行政记过处分，收缴违规领取的低
保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