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被保险人因见义勇为而遭受意外
伤害事故，在我国境内县级以上医院或
保险人指定或认可的机构进行治疗，符
合当地社会医疗保险主管部门规定可
报销的医疗费用，保险人在扣除已有医
疗保险等免赔额后按100％赔偿，最高
赔偿限额不超人民币6万元

被保险人因
见义勇为而遭受
伤害事故，并自事
故发生之日起180
日内所致死亡，保
险人给付人民币

60万元

被保险人因见义勇为而遭受
意外伤害事故，在我国境内县级
以上医院或保险人指定或认可的
机构进行住院治疗，保险人按实
际合理住院天数，每天补贴人民
币100元，累计给付天数以180

日为限（即最高限额1.8万元）

此次保险种类
及赔付金

分4 种

被保险人因见
义勇为而遭受意外
伤害或烧伤事故，并
自事故发生之日起
180日内所致残疾，
保险人给付最高60
万元，最低6万元

意外身故
赔偿金

意外残疾烧伤
给付金

意外住院医疗
现金补贴

附加
医疗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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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之汉同志逝世
海口市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离休干部

符之汉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17年5月12
日在海口逝世，享年90岁。

符之汉，男，汉族，海南文昌人，1941年5
月参加革命工作，1942年8月加入中国共产
党。曾任琼崖纵队抗日独立总队战士、班长、
排政务员、政治指导员。海南解放后，历任海
口市公安部队指导员、公安分局股长，海口市
委组织部科长，海口市人事局副局长，海口市
财政税务局局长，海口市财经委副主任，海口
市工业站站长，海口市第一工业战线革委会
副主任，海口市粮食局局长，海口市财办副主
任，海口市副市长，海口市九届人大常委会副
主任。1991年1月离休，享受地（局）级待遇。

符之汉同志遗体告别仪式定于2017年
5月19日9时30分在海口市殡仪馆举行。

市人大联系人：李婷
联系电话：18789391927
家属联系人：

许世杏，联系电话：66772429
符 彬，联系电话：13801002423

中共海南省委老干部局
2017年5月15日

求真
澄清谬误 明辨是非

自海口城市景观亮化工程一期示范段完工后，74万盏灯通过点光源在滨海大道建筑立面上展示出不同的
情境模式，给市民、游客呈现出不一样的海口风情。图为5月14日“母亲节”晚上，海口市滨海大道打出“妈妈
我爱你”主题巨型灯光图案。 本报记者 张杰 摄

海口学生国际象棋赛结束
本报海口5月15日讯（记者王黎刚）“星艺

装饰杯”第 9届海口市小学、幼儿园国际象棋
联赛昨天在海口市金盘实验学校结束。来自
海口53所学校和幼儿园的700多位小朋友参
加了比赛。

赛事按年级和男女分为11个组别，获得各组
别冠军的分别是侯熙雯、王若林、林小北、仲昭羲、
李亿豪、李孜瑾、王荣佳、杜悦琪、王程锦、徐夕捷
和梁定一。

比赛按国家体育总局审定的最新规则，并用
瑞士制电脑编排，共赛7轮，每轮比赛限时双方共
计50分钟，超时判负。小棋手们可依据比赛成绩
申请中国国际象棋协会等级称号。

本次比赛也是今年7月在儋州举办的全国国
际象棋棋王棋后赛的选拔赛。

本次比赛由海口市教育局、海口市文化广电
出版体育局、共青团海口市委主办。

本报讯（记者卫小林）海南热带
海洋学院海南省文学研究基地积极
扶持我省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基地创
建3年多来，已先后为我省少数民族
业余作家和文学爱好者举办20多次
辅导报告，帮助20多位少数民族作
家修改作品，为10多位少数民族作
家和业余作家联系出版文学著作，
助推两位黎族作家斩获海南文学双
年奖，让我省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呈

现出亮丽风景。
海南热带海洋学院海南省文学

研究基地创建后，学院认为大学周
边人民为支持大学发展作出了巨大
贡献，大学不应仅满足于校内学生
教学，还应利用学校资源推动周边
地区文化的发展。于是，该基地把
扶持少数民族文学创作提上了行动
日程。自2013年基地创建起，该基
地研究和教学人员克服各种困难，

在3年多时间里，先后到达黎族居住
较为集中、黎族作家和业余作家比
较多的三亚、五指山、东方、乐东、临
高、文昌、白沙等地，举办了20多次
文学辅导班，帮助20多位少数民族
作家修改作品，使多名黎族作家和
业余作家的作品达到发表水平，并
有部分作品出版后获奖。如黎族作
家亚根创作的长篇小说《槟榔醉红
了》，经基地扶持并联系出版社出

版，获得了海南文学双年奖三等奖；
再如黎族作家黄仁轲创作的长篇小
说《猫在人间》，经省作协副主席、海
南省文学研究基地主任杜光辉审读
初稿，写出了 4000 字的修改意见
后，又从三亚赶到海口与黄仁轲面
对面研究如何修改提高，小说出版
后获得了海南文学双年奖一等奖，
成为海南建省以来黎族作家获得的
最高文学奖。

海南热带海洋学院扶持少数民族文学创作
已助2人斩获海南文学双年奖

琼籍徽学专家叶显恩
向海大捐书8000册
其中不乏珍贵线装书和国外原版书

本报海口5月15日讯（记者陈蔚林）记者今
天从海南大学获悉，琼籍徽学专家、教授叶显恩近
日将8000册家藏图书全部捐赠给该校图书馆。
目前，这批赠书已分成130箱从广州运抵海南，该
校图书馆正组织力量进行编目加工等前期处理工
作，争取早日与读者见面。

叶显恩是海南临高人，生于 1937 年 7月，
1962年毕业于武汉大学历史系，1965年研究生
毕业于中山大学后留校任教，先后担任中国明史
学会理事、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安
徽大学徽学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中国经济史学会
常务理事和中国古代经济史专业委员会副主任
等，曾应邀出访北美、欧洲、东南亚和中国港澳台
等地多所高校及科研部门，是享受国务院特殊津
贴专家。

叶显恩长期从事研究工作，酷爱收集图书资
料，收藏了许多中外珍品孤本图书。身为海南人，
他一直心系家乡，对故土怀有深深的眷恋，去年应
邀到海南大学图书馆作题为“徽商文化”学术报告
时表达了捐书愿望。

据了解，叶显恩捐赠的这批图书主要是历史、
经济类文献，其中有2000册是珍贵线装书，还有
部分是国外原版书，具有较高学术价值。

海南警方破获
特大信用卡非法套现案
涉案金额1.2亿元

本报海口5月15日讯（记者良
子 特约记者宋洪涛 通讯员王小坤
冯烨）近日，省公安厅经侦总队指挥定
安县、昌江黎族自治县两县公安机关
破获一起特大非法经营案，涉案金额
1.2亿元，抓获犯罪嫌疑人5名，成功
打掉犯罪团伙3个，捣毁犯罪窝点5
个，公安部二局发来贺电，对成功侦
破该案予以充分肯定。

省公安厅经侦总队近期在工作中
发现，海南某公司资金交易异常。经
对该公司经营、交易情况进行梳理排
查，发现其资金往来情况与其经营情
况严重不符。经查，犯罪嫌疑人梁某
童、钟某聪等人自2014年起，分别在
海口、儋州等地注册几十家空壳商
户，向银行、第三方支付机构申领几
十台POS机，采取虚构交易等方式，
在海口、定安、昌江、儋州四地，非法
从事为他人转移资金、套取现金、养
卡等犯罪活动，涉及商户上百家、涉
及养卡个人账户1000多个，涉案金
额高达1.2亿元。

省公安厅经侦总队立即以涉嫌非
法经营犯罪对梁某童等人立案侦查，
并抽调精干警力组成“9·29”专案组，
由陈敏建总队长任组长，迅速开展案
件侦查工作。经过6个月的缜密侦
查，专案组查清了犯罪团伙的组织架
构，确定犯罪嫌疑人身份并摸清其活
动轨迹，省公安厅抽调定安、昌江两县
70名警力，分别在海口、定安、昌江、
儋州四地同时展开收网行动，一举抓
获梁某童、钟某聪等5名犯罪嫌疑人。

据了解，近年来，我省涉卡类非法
经营案件持续高发。我省公安机关持
续保持对涉卡类非法经营犯罪严打高
压态势，为维护我省金融秩序作出积
极的贡献。

网传“海南今年有60万起违章罚
款指标”？

交警部门：纯属谣言

本报讯（记者良子）近日，朋友圈
里流传一则消息称，2017年海南全省
的违章罚款任务大幅增加，从原来的
12万起增加至60万起。对此，省交
警总队辟谣称，希望广大群众不信谣、
不传谣。

记者在某朋友圈中看到这样的信
息：“2016年海南全省的违章罚款任
务是12万起，2017年增加了5倍，就
是60万起，为了完成任务，现在过人
行道不礼让行人，也抓罚款。”

省交警总队相关负责人表示，全
省公安交警部门都没有“下达交通违
法处罚指标”这个说法，公安部交管
局、省交警总队都有明文规定，不允许
下达“处罚指标”。

就“现在过人行道不礼让行人，也
抓罚款”的说法，该负责人表示，当前，
交警总队正部署全省各地公安交警部
门开展治理“城市交通病”综合整治工
作，其中“机动车在斑马线前不礼让行
人”是重点整治内容之一。

目前，海口有10套相关抓拍设
施，共抓拍8946条。按照《道路交通
安全法》规定，“机动车不礼让行人”行
为记3分、罚100元，而整治处罚也是
交警的常态工作。

该负责人表示，希望广大群众遵
守道路交通安全法，做到文明驾驶，安
全出行，积极营造良好的交通秩序。

海口将划线增加停车位
包含612个共享单车停放点

本报海口5月15日讯（记者计思佳）记者今
天从海口市“双创”工作指挥部了解到，为缓解城
市停车难问题，整治停车乱现象，该市将在主城区
及各镇镇墟的主次干道、临街公共区域开展停车
泊位及非机动车停放点划设工作。同时将组织共
享单车运营企业，完成612个共享单车停放点划
设工作。

据统计，截至2017年4月底，海口共在144
条主次干道划设了7182个道路停车泊位，836个
咪表停车位，海口各区政府共在158条街道上划
设了4980个电动自行车免费停放点。

为进一步合理优化道路资源，着力缓解停
车位数量不足、市民停车难问题，海口将进一步
增加道路停车泊位和非机动车停放点。海口市
交警支队相关负责人介绍，此次划线增加停车
泊位工作将分三阶段进行：第一步在2017年 5
月 20日前，各相关部门通过前期调查摸底，提
出需划设停车泊位和非机动车停放点的具体点
位，报海口市交警支队审核。第二步由交警支
队对提交的点位进行审核。第三步是组织实施
划设工作。

记者了解到，下一步，海口将对共享单车乱
停放较严重的路段，组织共享单车运营企业，完
成612个共享单车停放点划设工作。启动开展
《海口市道路停车泊位和非机动车停放点设置
规划及设计》编制工作，做好停车设施供需现状
调查；提出道路停车泊位的功能定位、实施目标
与策略；制定路内停车位规划的总体方案，包括
路内停车位划设路段、划设方式、划设位置等。

本报海口5月15日讯（记者
邵长春 通讯员王胜伟）记者今天
从海南省通信管理局了解到，截至
5月14日22时00分，国家计算机
网络应急技术处理协调中心海南
分中心监测发现，我省受新型勒索
病毒感染而遭受漏洞尝试攻击的
IP共计145个；发起漏洞尝试攻击
的IP共计4个；疑似感染蠕虫病毒
的IP共计29个。

国家计算机网络应急技术处
理协调中心通报，近日，一种新型

的勒索病毒在全球范围内发作，该
病毒从5月12日起在全球范围传
播扩散，已影响到包括我国用户在
内的多国用户。该病毒利用
Windows操作系统445端口存在
的漏洞进行传播，并有自我复制、
主动传播特性。勒索病毒感染用
户计算机后，将对计算机中的文
档、图片等实施高强度加密，并向
用户勒索赎金。

国家计算机网络应急技术处
理协调中心海南分中心，是省通信

管理局领导下的海南省网络安全
应急机构，负责我省网络与信息安
全管理。事件发生后，海南分中心
第一时间立即启动应急预案，紧急
对疑似感染IP进行技术处理，避
免中毒机器继续传播该病毒。

目前，安全业界暂未能有效破
除该勒索病毒的恶意加密行为，用
户主机一旦被勒索软件渗透，只能
通过重装操作系统的方式来解除
勒索行为，但用户重要数据文件不
能直接恢复。

我省通报勒索病毒应急处置情况

本报海口5月15日讯（记者金
昌波）今天下午，2017年—2019年海
南省见义勇为人员人身意外伤害无记
名保险新闻发布会举行，省见义勇为
基金会与人保财险海南分公司签约无
记名保险项目，并为去年4月因救助
游泳溺水者而不幸牺牲的见义勇为人

员吴香来亲属发放保险赔付金。
据介绍，本次签约的保险项目投

保人为省见义勇为基金会，保险期限
为 2017年 1月 1日至 2019年 12月
31日。被保险人为：在保险有效期
间，凡在海南省行政区域内同正在发
生的违法犯罪行为作斗争，或在抢险

救灾、舍己救人和其他积极救助行为
过程中遭受伤害导致伤残或死亡，经
县（市）级综治办认定为见义勇为行为
的人员。

记者还了解到，我省自2016年6
月27日启动见义勇为人员人身意外
伤害无记名保险工作以来，共为4名

牺牲的见义勇为人员开展无记名保险
理赔工作，发放赔付金共计240万元，
切实提高了见义勇为人员帮扶保障力
度，充分展现了党和政府对见义勇为
工作的重视和对见义勇为人员的关
爱，在社会上营造了关爱见义勇为英
雄、崇尚见义勇为行为的浓厚氛围。

省见义勇为基金会会长肖若海
在发布会上表示，要扎实开展好无
记名保险工作，不断建立健全见义
勇为人员权益保障的长效机制，大
力弘扬见义勇为精神，为维护社会
和谐稳定，建设美好新海南作出更大
的贡献。

我省为见义勇为人员购买人身意外伤害险
最高理赔60万元

海口夜景美

本报海口5月15日讯（记者
良子 通讯员贺文昌）5月15日，记
者从海口交警支队获悉，受系统异
常影响，海口第一车管所暂不办理
业务；违法大队的缴费与罚款可正
常办理，机动车驾照考试与电动车

违法考试不能办理，恢复时间另行
通知。

本报三亚5月15日电（记者
孙婧）记者今天获悉，从15日起，
三亚市公安局交警支队车管所、交
通违法处理大队暂停对外办理业

务，恢复时间另行通知。
5月 14日，三亚市公安局发

布《关于再次强调做好勒索蠕虫
病毒防范工作的紧急通知》，其
中，从 5 月 15 日起，对该局交警
支队车管所、交通违法处理大队

的计算机进行断网处理。交警
支队交通违法处理大队暂停办
理所有交通违法处理业务，车管
所暂停办理包括补换证、车辆年
检、机动车查验、驾驶员考试等
一切业务。

及时升级Windows操作系统，
目前微软公司已发布相关补丁程序
MS17-010，可通过微软公司正规渠
道进行升级。

安装并及时更新杀毒软件。

不要打开来源不明的电子邮件。

及时关闭计算机、网络设备上
的445端口。

定期在不同的存储介质上备份
计算机上的重要文件。

因防范勒索病毒

海口三亚交警部门暂停办理部分业务

关注勒索病毒

省通信管理局支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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