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日下午～13日

全岛转晴好天气
最高气温升至30℃～33℃

全岛多云
北半部地区有分散小阵雨

最高气温26℃～29℃
最低气温20℃～23℃

14日 15日
16日

全岛有阵雨或雷阵雨，
局地有暴雨，北半部地区可
能伴有短时强降水和雷雨
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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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银行海南省分行原处长

曾继雷涉嫌职务犯罪
逃匿12年被抓获

本报海口4月10日讯（记者金昌波）记者
今天从省检察院获悉，该院认真落实中央追逃
追赃工作会议精神，不断加大工作力度，日前在
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将逃匿12年之久的涉
嫌职务犯罪嫌疑人——中国银行海南省分行风
险管理处原处长曾继雷成功抓获到案。案件正
在侦查中。

核载24人运载55人
三亚一“黑校车”被查
学校负责人被立案侦查

本报三亚4月10日电（记者孙婧 通讯员
徐喆）一辆核载24人的普通中型客车，竟坐了
55人，其中53人还是幼儿园和小学学生。4月
7日，三亚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在海榆西线南天
门景区路段，拦下了这辆严重超载的校车。

经查，车上55人中，一名老师和一名司机
是仅有的两个成年人。随后赶到的事故处理大
队重案中队人员，将司机、老师和涉案车辆进行
控制和扣留，并对53名学生分批转运至三亚江
南学校。经警方调查，这辆校车属于三亚江南
学校，不仅严重超载，驾驶人吴某壮还没有客车
驾驶资格，存在极大的安全隐患。江南学校负
责人王某和以涉嫌危险驾驶罪，被交警依法立
案侦查，驾驶人吴某壮则被警方拘留。目前，案
件正在进一步审理之中。

向车窗外弹烟灰
一男子被罚50元

本报海口4月10日讯（记者良子 特约记
者陈世清 通讯员林馨）因驾车时向车外弹烟灰
遭市民举报，今天下午，海口一名男子被海口交
警罚款50元。

海口市公安局交警支队日前接到群众举
报称：在滨海大道钟楼路段，有一名男性驾驶
人，驾驶车牌号为琼A0T×××的小轿车时，
向车窗外弹烟灰。警方查询到驾驶人陈某鑫
联系方式，通知他立即到交警支队接受处
理。今天14时35分，陈某鑫来到交警支队，
表示虚心接受交警处罚，并书面承诺今后不
再发生类似行为。交警根据《道路交通安全
法》规定，适用车窗抛物条款，对陈某鑫予以
罚款50元。

本报三亚4月10日电（记者袁宇）4月10
日，位于三亚亚龙湾热带天堂森林旅游区红霞
岭主峰之巅，海拔450米的一座巨石“亚龙湾弥
勒大佛”，正式通过英国伦敦世界纪录认证公司
的认证，获得“世界最大天然弥勒石佛”世界纪
录认证证书。

据悉，该石佛由多块花岗岩石自然堆砌而
成，高28米，宽46米，周长约76米。石佛整体
形象为坐姿。

三亚亚龙湾一座巨石获认证——

“世界最大
天然弥勒石佛”

三亚亚龙湾的天然石佛。 本报记者 武威 摄

本报海口4月10日讯（记者叶媛媛 通讯员符晓虹 李凡）记者今日从
省气象台获悉，受弱冷空气和低层切变线共同影响，11日～13日全岛有降
水，北半部地区伴有强对流天气。

■ 本报记者 刘笑非 符王润
通讯员 李德乾 钟友廷

“能看见了，是一根手指。”
在海南省眼科医院的诊室里，一

句稚嫩的童声，让此前忐忑伸出一根
手指的昌江黎族自治县王下乡三派村
村民张慧荣喜极而泣。

说话的是张慧荣的女儿韩诗琪，
今年还不到5岁的她自出生之日起，
眼前便是一片黑暗，她和哥哥韩志腾
一样，均患有先天性双眼球震颤，从小

双目失明。
去年9月底，时任海南省省长的

刘赐贵在赴昌江王下乡调研台风“电
母”灾害情况时，了解到兄妹俩双目失
明的情况，随即指示昌江有关部门要
对他们开展困难救助，尽最大努力帮
助他们重见光明。

在昌江卫生局的协调下，海南
省眼科医院常务副院长钟兴武带
领专家组对兄妹俩进行了会诊。
遗憾的是，哥哥韩志腾由于年龄较
大，已经错过了最佳治疗时间，重

见光明的希望便落在了妹妹韩诗
琪身上。

“治疗周期总共两年，每三个月定
期复查一次，如今进行到第三个疗程，
效果很不错。”钟兴武经过复查后说，
韩诗琪的眼睛从最早的无法视物到如
今能够模糊分辨眼前的事物，证明治
疗取得了成效，随着治疗的深入，韩诗
琪的视力也将逐渐恢复。

“人力、物力不用担心，有医疗保
险、大病救助和‘双特’资金保障，要
用最好的条件助小女孩恢复视力。”

昌江县委书记林东说，昌江民政局已
经安排了6万元“双特”资金用于韩
诗琪的治疗，还派专人全程负责往返
海口复查，为的就是当初一句重见光
明的承诺。

兄妹俩的父亲韩亚命将一声真诚
的“谢谢”，送给了在场每一个医生、护
士和工作人员。“我们都在家务农，哪
有多少收入，如果有钱，也不会让志腾
错过治疗时间。”韩亚命说。

“今年县里把‘双特’资金的申请
门槛从个人自付医疗费用超过2万元

降低到了超过5000元即可，就是要免
去像韩亚命家庭一样的贫困群众的后
顾之忧。”林东说，今年昌江已从财政
安排了2000万元的“双特”资金，用于
贫困群众看病就医，让群众不因病致
贫、因病返贫。

韩诗琪是很多贫困患病儿童中幸
运的一个，随着昌江及我省越来越多
针对贫困群众的优惠政策落地，相信
会有越来越多的贫困患者得到帮扶救
助，重新拾起生活的信心和希望。

（本报海口4月10日讯）

昌江联合海南省眼科医院救助贫困失明女孩

韩诗琪：“我能看见了！”

海口抽检米粉面条
未发现非法添加行为

本报海口4月10日讯 （记者
邓海宁）记者今天从海口市食品药
品监督管理局获悉，3月以来，该局
对海口米粉、面条生产加工企业及
小作坊开展第六次全覆盖专项排
查整治行动，未发现非法添加硼砂
等非食用物质及超范围超限量添
加食品添加剂的行为。

今年3月以来，海口市食药监
局共检查米粉、面条企业、小作坊
81家，共抽取河粉、抱罗粉、海南
粉、粉条、伊面、饺子皮、湿面条7个
品种100批次，所有样品的检测项
目均合格。有1家食品生产企业及
14家小作坊环境卫生不符合要求，
食药监部门已责令整改，并依法进
行查处。

2016 年春节期间，我省蔬菜
销售价格水涨船高，“高价菜”扰乱
了市场秩序，给全省人民的生活造
成很大影响。为打击不法批发商
扰乱市场、哄抬菜价等违法行为，
海南省、海口市工商部门依法对南
北蔬菜批发市场和各批发档口进
行调查。

工商执法人员调查发现，南北
蔬菜批发市场原批发商章某某长期
使用泡沫箱对其销售的荷兰豆、西
兰花进行包装，每个包装箱中放置
2个塑料冰瓶用于保鲜，2个冰瓶的
合计最低重量为6斤。在销售蔬菜
时，章某某扣除2斤重量后，将剩下
的4斤冰瓶以蔬菜价格售出。自
2015年 9月 15日至2015年 12月
31日间，章某某以这种办法销售蔬
菜共计3056箱，每箱按多计4斤蔬
菜重量计算，共多计12224斤，多获
得37498.40元销售收入。

据此，海口市琼山区工商局认
定章某某上述行为属短尺少秤（缺
斤短两）行为，并依法对章某某作出
37万多元行政处罚决定。

陵水专项整治
校园周边“五毛食品”

本报椰林4月10日电 （记者
林晓君 通讯员陈思国）日前，陵水
黎族自治县食药监局针对校园周边
售卖存在超范围、超限量使用食品
添加剂等问题的“五毛食品”，开展
质量安全专项整治行动。

本次行动中，整治组将对校园
周边200米范围内的食品经营户及
食品摊贩进行拉网式逐户检查，还
将对全县的12家小食品批发户进
行严格检查，查清进货渠道及销售
去向，对涉嫌不合格的食品进行下
架没收。

涉嫌诈骗260万元
男子潜逃海口落网

本报海口4月10日讯（记者良子 通讯员
汪楚雯）吉林籍男子曹某涉嫌诈骗被网上通缉，
近日潜逃海口，被海口东车站派出所民警成功
抓获。

经查，犯罪嫌疑人曹某，47岁，吉林省舒
兰市人。2010年 1月，曹某向张某出示一张
由曹某与符某签订的《宅基地转让协议书》，声
称符某转让给其位于海南省三亚市红塘村一
处面积18亩的宅基地，并带领张某到实地查
看。后张某先后付款260万元给曹某，但曹某
一直未按约定给张某办理土地转让手续。后
张某到三亚当地了解情况并找到符某，发现符
某并不拥有这18亩土地。张某意识到被骗后
报案，随后曹某被河南省洛阳市吉利区公安局
上网通缉。

目前，曹某已由海口东车站派出所暂时羁
押在海口市看守所，随后将移交立案警方处理。

今起3天全岛有降水
最高气温降至30℃以下

“缺斤短两”属于“行业惯例”？
南北蔬菜批发市场一名原批发商不服工商处罚起诉至法院被驳回

本报海口4月10日讯 （记
者宋国强 通讯员陈柏蓉）8日下
午，在三亚东南方向约38海里
处，渔船“琼儋渔11778”因方向
舵损坏，失去控制，随风飘航。9
日凌晨，经过近10个小时的救
助，遇险渔船被南海救助局“南海
救203”救助轮拖带回三亚，船上
4名渔民安全脱险。

本报海口4月10日讯（记者
宋国强 通讯员路瑞霞）4月9日，
交通运输部南海第一救助飞行队
在西沙海域成功救助“琼琼海
01098”渔船上的1名重伤渔民。
据悉，该名渔民在作业时手部被机
器打伤，流血严重。目前，该名渔
民已被送往三亚医院进行救治。

驰援遇险渔船

飞救重伤渔民

救助轮将遇险渔船“琼儋渔
11778”拖带回三亚。

通讯员 张统光 摄

4月9日18时许，受伤渔民
在救生员的帮助下，被接到救助
直升机上。 通讯员 何贤 摄

■ 本报记者 宗兆宣
通讯员 冷玲波

“批发蔬菜时不扣除保
鲜冰瓶重量，或者只扣除2
斤重量后，将剩下的4斤冰
瓶以蔬菜价格售出……”南
北蔬菜批发市场一名原批
发商认为这只是一种“行业
交易惯例”，向法院起诉工
商部门认定属短尺少秤（缺
斤短两）行为并作出37万
多元的行政处罚错误。而
这种“行业交易惯例”是违
法行为还是合法行为？4
月10日，海口市琼山区法
院对该案进行公开宣判，原
告章某某提出撤销工商部
门对其作出的行政处罚决
定和行政复议决定被依法
驳回。

章某某不服处罚决定，于2016年
9月19日向海口市工商局申请行政
复议。海口市工商局于2016年12月
12日作出复议决定，维持琼山区工商
局的行政处罚决定。章某某不服，遂
提起行政诉讼，请求判决撤销行政处
罚决定和行政复议决定。

章某某起诉称，在蔬菜销售的市
场中，用冰瓶保鲜是一个行业的保鲜
手段，在南北蔬菜批发市场的每个档
口立柱和横杠上，都已公示告知相应
的买受人，批发蔬菜时不扣除毛重和
保鲜冰瓶的重量，或者只扣除2斤重
量后，将剩下的冰瓶以蔬菜价格售出，
这是一种“行业交易惯例”。所以，他
在主观上并无欺瞒的恶意，在客观也
不存在缺斤短两的行为，琼山区工商
局对其处罚是错误的，应予撤销；海口
市工商局维持琼山区工商局的处罚决
定也是错误的，应一并予以撤销。

章某某辩护律师认为，根据《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四条“民事活
动应当遵循自愿、公平、等价有偿、诚
实信用原则”之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
从事商业活动，均应当遵循以上原则。

法庭审理认为，琼山区工商局有
章某某确认的销售单据、询问笔录、现
场勘验照片及抽样调查记录为证，对
其短缺部分的价款，采取列表的方式，
运用科学、客观的方法进行计算，得出
章某某短缺部分的价款为 37498.4
元，并无不当。

此外，琼山区工商局向章某某送
达了《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履行了告
知义务，且根据其申请举行了听证会，
尔后依据《海南经济特区商品交易市
场管理条例》第四十三条“违反本条
例第二十六条第（三）项规定，短尺少
秤的，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责令其补
足缺少部分，并处以短缺部分价款总
额10倍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吊销营
业执照”之规定，对章某某作出处罚
决定。

据此，可确认该处罚决定认定事
实清楚，程序合法，处罚适当，应予支
持。综上，琼山区法院依法判决驳回
章某某的诉讼请求。

宣判后，章某某代理律师表示考
虑后再决定是否上诉。

（本报海口4月10日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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