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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海口5月31日讯（记者郭
萃 通讯员吴钟龙）记者从海口市道路
交通运输管理处获悉，2017年高考期

间（6月7日至6月9日），海口市所有
公交车都将参与“免费接送高考生”社
会公益活动，考生可凭高考准考证免

费乘车。同时，海口交通部门还发布
9个高考考点公交车乘车指南。

此外，出租车“爱心送考”工作由海口

市出租车协会以行业自律的方式，遵循免
费、自愿原则，组织各出租车企业、出租车
驾驶员与考生之间免费接送服务。

本报海口5月31日讯（记者陈
蔚林 通讯员高春燕）近日，多条“捡
到一张高考准考证”的信息在网络上
流传，记者今天向省考试局求证后得

知，当前高考准考证还未印发。
记者注意到，这些假消息大多流

传于微信朋友圈，一般会标明考生姓
名、考点信息、联系电话等，并有“扩
散、扩散”“孩子一定急死了”等煽动
性词句，吸引了许多网友善意转发。

省考试局新闻发言人告诉记者，

当前，我省的高考准考证正在编排，
还未开始印制，大约在高考前3天（6
月 3日）由考生在报名点领取。届
时，省考试局也将作出强调，要求各
报名点和考生对高考准考证进行有
序发放、妥善保管。如果考生丢失准
考证，可于考前向市县招生办反映情

况，及时作出处理。
如果考生在考前发现忘带或遗

失准考证，经监考人员验证无误，可
先安排考生进考场应考。同时，经场
外联络员通知领队老师，要求在本科
目考试结束前将准考证送到考场，或
保证下一科考试前送到。

高考试卷将于
6月5日送到考区
印制实行全封闭管理，由武
警担任警卫工作

本报海口5月31日讯（记者陈
蔚林 通讯员高春燕）记者今天从省
考试局获悉，当前高考、会考试卷和
答题卡正在紧张印制中，将于6月5
日押运分送到各考区。

我省高度重视试卷印制安全保
密工作。5月19日，省考试局、省保
密局召开试卷印制安全保密工作协
调会，对印刷厂设施设备及环境进行
了全面检查，部署今年印卷工作。5
月24日组织印制高考和基础会考试
卷前，省考试局与省保密局又联合对
高考试题印刷厂的环境和保密防控
设备设施再次进行全面检查，对试卷
印制的入闱人员进行了法制和警示
教育。

记者了解到，试卷印制实行全封
闭管理，由省武警总队派官兵承担外
闱警卫工作。试卷印制工作将于6月
4日完成，6月5日省考试局将联合公
安共同押运，将试卷和答题卡分送到
各考区。

不到一年总销量达1800万个

定安粽子成金字招牌
本报定城5月31日电（记者邓钰 特约记者

司玉 通讯员黄荣海）今天，记者从定安县相关部
门获悉，2016年端午节后至2017年端午节，定安
粽子的总销量达1800万个，产值2.7亿元人民
币。“粽效应”搅热市场，今年端午小长假期间，定
安全县共接待游客12万人次。

据了解，自2010年以来，定安连续成功举办八
届端午美食文化节，使得定安粽子深入人心，成为
海南粽子市场的一块金字招牌。目前定安全县的
粽子生产厂家有84家，其中大型生产企业20家，已
经形成了从原料供应、包装生产、多渠道销售的完
整产业链，同时“定安粽子”获得国家地理标志证明
商标，走出了一条标准化、品牌化发展道路。

今年端午期间，定安以“全域美食季·粽情定
安行”为主题举办美食文化节，通过传播定安美食
文化、分享定安美食攻略、打造定安美食地图，全
方位宣传定安传统美食。并以美食为主线，开辟
并推广定安乡村、周边游路线，得到了广大游客的
好评，迎来了12万游客。

据悉，定安将进一步以端午美食文化节等节
庆活动为载体，通过“美食+全域旅游”模式，深入
挖掘本土美食文化和旅游资源，进一步推动定安
传统美食文化实现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打造

“美食经济”，助力定安经济发展。

全省乡村旅游节和旅游
美食博览会旺财旺丁
26.7万人次观展，现场交易1.3亿余元

本报那大5月31日电（记者易宗平 特约记
者谢振安 通讯员李珂）这个端午小长假，儋州人
气、财气旺盛。据统计，在儋州举行的全省乡村旅
游节和旅游美食博览会，4天观展总人数达26.7万
人次，现场交易金额1.3亿多元，签订协议金额3.8
亿余元，意向协议金额5.7亿元。

5月27日至30日，2017年（第五届）海南乡
村旅游文化节暨首届北部湾（海南儋州）旅游美
食博览会在儋州举行。本届博览会设置了“5馆1
街”，即国际旅游商品馆、土特产馆、企业形象特
装馆、儋州形象特装馆、市县形象特装馆和特色
美食街，共占地 2万平方米，展位 1200 个，约
1600家企业参展，展示品种上万个。其中，旅游
商品约3000个品种，美食6000多个品种。

首届北部湾（海南儋州）旅游美食博览会设
立950个国际标准展位，来自儋州、万宁、琼海、三
亚、琼中等全省18个市县的众多参展商携当地知
名旅游商品及乡土特产进行集中推介。此外，多
个国内知名城市及老挝、印尼、斯里兰卡、埃及、
伊朗等国家、地区的参展商也前来“一较高下”。
儋州市政府有关负责人说，本届博览会是儋州市
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展会。

端午假期南航共运送
旅客5.5万人次进出海南

本报海口5月31日讯（记者王玉洁 通讯员楚
洪雨 陈佳薇）端午假期，南航在海南共执行航班388
班次，运送进出港旅客共5.5万人次，其中海口进出港
旅客2.6万人次，三亚进出港旅客2.9万人次。航班量
和旅客量同比去年分别增长了18%和28%。

据悉，今年端午节期间，海南客流主要以中
短途为主，目的地集中在广州、深圳、汕头、长沙
等地，前往上述目的地的航线客座率均超95%；
北京、上海等中长航线客座率也超过了90%。
为更好地保障旅客出行，南航端午期间加密出
港航班频次，在三亚—广州、三亚—北京等热门
航线投入宽体机型执飞，为旅客提供多样化的
飞行体验。

记者了解到，端午小长假结束后，民航客流将
出现小幅回落，大部分出岛航班均有特价机票出
售。暑期即将到来，海南将迎来旅游旺季，南航提
醒旅客，可在海南旅游旺季到来前提早安排出行
计划，尽早购票，选择错峰出行。

■ 本报记者 良子
通讯员 陆万能 陈炜森

DNA被称为“生命密码”，DNA
技术就是公安机关侦破案件的“密
码”，是锁定犯罪嫌疑人的有力证据。
海口市公安局刑警支队技术大队
DNA室主任王先文，就是一位掌握破
案“密码”的DNA侦探。

在近13年时间里，他通过DNA技
术抽丝剥茧，还原了一个个案件真相，
让真凶无处遁形，为死者昭雪。他醉心
于法医事业，带领同事攻坚克难，成功
协助破获了一批大案要案，多次立功受
奖，其负责的全市公安DNA工作成绩
突出。今年5月，王先文荣获“全国优
秀人民警察”荣誉称号。

为死者“发声”
两滴汗让真凶无处遁形

“法医担负着为生者伸冤、替死者

昭雪的神圣使命。”在近13年的法医
刑侦生涯中，王先文始终把这句话作
为人生信条。

2013年10月10日，海口市白坡
里一出租屋发生一起入室抢劫杀人
案，一对母子遇害，母亲三十来岁，孩
子大约两岁。“现场除了翻找财物的
痕迹，地上、床上和墙上全是血。”王
先文勘查现场发现，两位死者均被锋
利刀具划伤颈部致死，且两人均被捆
绑，出租屋内无激烈打斗痕迹。由于
现场几乎无凶手痕迹，勘查工作遇到
瓶颈。

在现场勘查过程中，王先文考虑
到海南天气炎热潮湿，嫌疑人有流汗的
可能，通过还原嫌疑人的活动轨迹，最
终在厨房地面及床上竹席处发现两处
疑似汗斑，同时在大门处发现遇害者家
的菜刀。王先文第一时间将物证带回
实验室进行检验，结果显示菜刀刀柄、
疑似汗斑拭子均检出同一男性DNA分
型，并排除遇害者家庭男性成员。

五天后，犯罪嫌疑人陈某落网，一
开始陈某拒不交代，王先文采其血样
进行DNA检验，结果认定犯罪现场
发现的两处汗斑及菜刀刀柄检出的
DNA分型与犯罪嫌疑人陈某DNA分
型完全相同。陈某在铁的证据面前不
得不如实供述了自己的罪行。

“孩子，真凶被抓住了，你可以瞑
目了。”王先文说，是DNA为死者“发
声”，还原现场，让凶手在茫茫人海中
无处遁形，最终现形伏法。

多年来，王先文通过现场勘查提取
物证，用DNA刑侦技术形成机理，将专
业知识与刑侦实践相结合，参与到重建
案件现场、界定案件性质、划定侦查范
围，继而锁定犯罪嫌疑人的全过程，逐渐
成长为一名专家型DNA技术侦探员。

DNA锁定“大盗”
破获价值千万盗窃案

一起大案扑朔迷离，案发现场又
极少有物证，此类“疑难杂症”，只要交
给王先文，他总能在细微之处寻找到
侦破的突破口。

2016年7月20日，龙华区民生
路某小区发生一起特大入室盗窃案，
业主损失财物价值高达近千万元人民
币。王先文告诉记者，嫌疑人是个“老
手”，非常狡猾，作案不留痕迹，给物证
的提取和利用增加了很多困难。

“这就相当于一个死结，提不出物
证没法锁定嫌疑人，案件没法进一步推
进。”王先文经过一番冥思苦想，终于找
到了思路：对嫌疑人多处接触翻动过的
物品表面使用脱落细胞粘取器进行了
粘取，并在一残留印痕处检出一混合型
DNA分型。经过反复排列、核对，成功
拆分出一完整男性DNA分型。

数据录入全国公安机关DNA数
据库后，即刻比对检索出海口前科人
员王某具有重大犯罪嫌疑。王某在铁
的证据面前供认不讳。这起价值千万
的盗窃案被快速破获，为事主挽回了
全部损失。

执著于创新
用知识维护法律尊严

“医学知识在不断发展更新，只有不

断钻研、总结和创新，才能跟上时代的节
奏。”王先文这种强烈的危机感源于他对
工作的热爱，因为热爱所以痴迷。

王先文执著于应用最新科技手
段为破案侦查服务。为了能精益求
精，一有时间，他就会钻进实验室搞
研究，或者查看相关专业书籍“充
电”。

在繁忙的工作之余，王先文潜心
钻研，结合实际工作撰写了多篇论
文，他撰写的总结性论文《接触性检
材“502”熏显后手印细胞DNA提取
方法的应用研究》于2015年底在国
家级法医学专业学术期刊《法医学杂
志》上发表。

在近13年时间里，王先文受理
各类案件6000余起，出现场500余
次。每次出完现场，哪怕是时间再
晚，他都会立即赶到实验室，逐一检
验收集回来的物证，不得出结论绝
不收兵。

“用知识看穿迷雾维护法律尊
严，就是DNA刑侦技术的精彩和魅
力所在。”王先文说。

（本报海口5月31日讯）

“弘扬公安英模精神”系列报道

法医神探用DNA让迷案“开口说话”
——记“全国优秀人民警察”海口市公安局刑警支队DNA室主任王先文

海口考生高考期间可凭准考证免费乘公交车

求真
澄清谬误 明辨是非

网友捡到高考准考证？假的！
省考试局：我省高考准考证还未印发

海南华侨中学高中部考点（海秀中路15号）：
途经线路为1、2、16、22、24、30、36、40、41、94路

高考期间海口各考点公交乘坐指南

市一中高中部考点（白水塘路）：
途经线路为7、17、23、36、74路

另外，临时调整延伸16、22、26路至市一中高中部参加高考
公交保障，调整保障时间为2017年6月7日至9日7：00—18：00

海口四中高中部考点（美苑路59号）：
途经线路为29、32、33、34、56、65、71路、K3线、211线
（考生搭乘32、34路可在美兰公安分局站下车步行到达，其余线
路可直达）

海口旅游职业学校考点
（金福路，一中斜对面）：
64、83、96路可直达
其他参加保障线路与市一中高中部考点相同

海师附中高中部考点（琼山大道313号）：
途经线路为43、73路

海南中学高中部考点（府城大路街）：
途经线路为9、10、11、18、19、20、21、35、42、44、45、47、53、59、76、89、94、98、
106路、208线、K2线、旅游3线
（考生搭乘10路可直达，其余线路可在海南师范大学站下车步行到达）

海南中学初中部考点（高登西街）：
途经线路为9、10、11、21、31、35、42、44、45、47、53、59、62、76、89、94、98、106
路、208线（考生搭乘42路可直达，其余线路可在省高院站下车步行到达）

琼山中学高中部考点（新大洲大道396—2号）：
途经线路为21、41、45、46路、205线

海口市实验中学高中部考点：
途经线路为1、4、11、14、37、38、39、41、43、44、51、68、92路、旅游4线、旅游5

线、K3线（考生可在省彩票中心站下车步行到达）

制图/王凤龙

关注高考

拒绝打表计费

三亚一出租车司机
被取消从业资格

本报三亚5月31日电 （记者林诗婷 黄媛
艳）今天上午，一网友发文投诉三亚一出租车拒绝
打表计费，涉嫌宰客。获悉该情况后三亚多部门
立即展开联合调查。经查，涉事司机李某议价行
为属实，已按相关规定给予处置，取消其从业资
格，罚款2000元；并对所属企业予以罚款。

今天上午7时许，一网友发文投诉称，其在三
亚搭乘出租车前往机场时，被出租车司机告知不
打表计费，需支付“一口价”50元车费，远高于26
元的实际车费。对此，三亚市民游客中心第一时
间联系涉事网友了解情况，三亚旅游警察、交通、
旅游委等相关部门联动处置。经查发现，涉事出
租车司机李某议价成立，不打表计费，依据相关规
定，对其《从业资格证》扣20分，取消从业资格，罚
款2000元，责令企业开除该驾驶员，扣除服务质
量保证金5000元。

同时，三亚交通等相关部门已约谈涉事企业负
责人，并对企业给予全行业通报批评，处罚5万元，核
减年度考核分数20分，相应扣减企业经营权指标。

三亚市委相关负责人表示，三亚坚持依法从
严治旅，对于扰乱旅游市场等违法违规行为将严
肃处理，以更高的标准、更严的要求、更细的工作、
更优的服务、更满意的结果“五更”标准，提高旅游
服务水平，让游客享受更优的旅游环境。

省招委与教育部签订责任书
承诺不出台违规录取
考生的地方政策

本报海口5月31日讯（记者陈蔚
林 通讯员高春燕）日前，省普通高等
学校招生委员会与教育部签订了
2017年高考安全责任书，承诺不出台
含有违规“点招”录取和降低标准违规
录取考生的地方政策。

责任书要求，各地在命题、试卷印
制、运送、保管、考试实施、评卷、录取
以及信息安全等采取有力措施，确保
高考安全、顺利进行。继续深入实施
高校招生“阳光工程”，做到招生信息

“十公开”，加强考生资格审核，规范高
校特殊类型招生，自觉接受监督。

海南红树林湿地保护公园
新添6只火烈鸟幼鸟

5月 31日，位于澄迈的海南红树
林湿地保护公园内，几只火烈鸟幼鸟
在活动。

三年前，海南红树林湿地保护公园
从古巴引进了100只古巴火烈鸟,由于
湿地公园的自然生态环境与火烈鸟的
原有生存环境匹配度较高，再加上科学
地饲养，火烈鸟的健康状况一直非常
好。从2016年8月至今，先后有6枚火
烈鸟卵成功自然孵化。

据了解，火烈鸟是世界珍稀鸟类，
被列为国际动物保护公约附录Ⅱ级。
火烈鸟别名大红鹳、红鹤，原产地在南
美洲和非洲，成鸟身高1米多，其喙比较
特别，上喙比下喙小，靠水中滤食小虾、
昆虫、藻类等为生。

本报记者 宋国强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