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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士兵眼中的“冷血队长”

七月海口的午后，烈日当空，地表
温度最高能达五十多摄氏度，武警海
南总队一支队特战训练场上，正在进
行一场隐显靶狙击训练。

1小时，2小时……6个小时过去
了，“敌情”始终没出现。晒得滚烫的
俯角射击平台上，训练中的狙击手任
永飞依然目不转睛地盯着前方，等待
着不知在何时何处出现的目标靶，豆
大的汗珠顺着脸颊流淌而下。

突然，吴腾飞一声令下，三个目标
靶如鬼魅般交替隐显，“砰，砰，砰！”子
弹呼啸出膛，三个靶先后“开花”。

训练结束，蹲守了6个多小时的任
永飞才发现手上已经被虫咬起了几个大
包。“训练中全神贯注，根本没有感觉到
虫子。”任永飞说，“你放松的那一刻，就
可能是吴中队长安排出靶的那一刻！”

这便是吴腾飞带领下的特勤中队
日常训练中的一幕，在特勤中队成为
一名合格的战士，首先要历经这样魔
鬼式的训练。战士们说：“中队长平时
很和气，和我们打成一片，但一到了训
练场上，他就成了‘冷血队长’！”

说起训练，让特战队员们印象最
深的还要数吴腾飞要求的耐热训练。
训练专挑艳阳高照的午后，包括吴腾
飞在内的所有队员，穿上30斤重的装
备进行10公里武装越野。

10公里跑下来，战士们气喘吁
吁，还没来得及喝口水，就被吴腾飞

“赶”到了终点射击位：“一人3发弹，
每脱靶1发加跑1公里！”

他带出的兵，个个是战斗精英

高强度冷酷的训练，让吴腾飞得

到了“冷血队长”的绰号，但想跟着他
干的兵却排着长队，不少人抢着打报
告来特勤中队。

强将手下无弱兵。在训练场上，
吴腾飞带领战士们展示了训练科目中
的绝活：15秒步枪手枪45发轮换射
击。

“预备，射击！”吴腾飞突然下达命
令。

“啪啪啪……”话音刚落，枪声响
起。

45发子弹15秒内从枪膛呼啸而
出，靶场前方人形靶应声倒地。当战
士们收枪立正，训练场上还回荡着枪
声回音，枪口青烟还未完全散去。

“之所以进行这样的训练，是追求
精度的竞技式射击已不符合实战，‘绝
对快相对准’的射击理念才是趋势。”
吴腾飞说。

15秒45发子弹，几乎是手指扣
动扳机速度的极限，这样的速度是如
何练出来的？吴腾飞的答案很简单：
每次练据枪瞄准，从不用时间衡量，我

们的标准是据到手支撑不住枪自然掉
落；据枪前先进行半马步训练，一站就
是2个小时，练击发，吴腾飞带的兵每
天要扣扳机训练3000次以上，不少人
手指扣到抽了筋。

正是在这样严酷的训练下，吴腾
飞带出的兵个个是精英。

排爆专业，引爆装置、炸药类型、当
量，吴腾飞带的兵手一量就胸中有数；
侦察专业，作战地形、地理坐标、侦察要
图，他带的兵看一眼就过目不忘……

担任特勤中队长3年多，吴腾飞
带出了1个一等功、2个二等功、36个
三等功荣立者，40余名官兵在各级比
武竞赛中摘金夺银。

决胜战场，守卫琼岛一方平安

“我们已经打得很准了，为什么每
天还要重复这么枯燥的训练？”一次，
曾在全国射击比武中取得过前三名的
特战队员吕周恩和任永飞被严酷的训
练练得“着了急”，向吴腾飞发出质疑。

“那我们进行模拟实战射击，只要
你们五秒钟三发子弹命中两发，我就
降低训练强度。”吴腾飞并没有过多的
解释，只向质疑者立下这个挑战——

在训练用的独立房内，两名挑战者
刚破门而入，听到爆震弹爆炸的巨响，慌
乱中瞄准击发，结果全部脱靶；第二次突
入，两人瞬间傻了眼，5秒钟只找到一个
靶，原来，剩下的两个靶被藏在轮胎墙夹
缝里难以发现；第三次，进门的一瞬间，
靶子直接砸到脸上，两人“阵亡”。

从此，再也没有兵敢向吴腾飞提
及降低训练强度。

“战场不是靶场，要决胜战场，实
战中要比敌人更狡猾，平时训练简单
化、模式化，就得吃败仗！”事后，吴腾
飞语重心长地告诉战友。

吴腾飞的目的，就是要带着战友
们在真正的战场上打胜仗。

2014年12月，一伙公安部A级
通缉犯企图从三亚偷渡出境，吴腾飞
带领官兵奉命抓捕。该团伙行踪诡
秘，随时可能撤离，战机迫在眉睫。

到达现场，吴腾飞当机立断，决定
伪装成修理工实施抓捕。趁犯罪分子
放松警惕，吴腾飞一脚将门踹开，几名
特战队员迅速突入，将3名持刀通缉
犯成功制服。

“当时他们要是有枪械，哪怕慢
0.1秒，就会影响整个战局。”吴腾飞
说。从那次实战后，吴腾飞又开始加
大训练强度。

如今，荣获“中国武警十大忠诚卫
士”殊荣的吴腾飞，依旧带领着特勤中
队队员们，每天在训练场上挥洒汗
水。他们正用自己的行动，努力践行
着强军目标，时时刻刻准备着决胜于
反恐战场，成为加快建设美好新海南
新征程中重要的平安守卫力量。

（本报海口7月12日讯）

挑战极限砺精兵
——记“中国武警十大忠诚卫士”、武警海南省总队一支队特勤中队中队长吴腾飞

我省质监部门开展
食品安全宣传周活动
提示消费者要正确识别食品包装容器

本报海口7月12日讯（记者原中倩 通讯员
符丹丹）“在选购产品时，一定要注意并认清QS
或SC生产许可认证标识，只有印有该标识的才
可放心使用。”昨天上午，省质量技术监督局在海
口开展食品安全宣传周活动，向消费者宣传食品
相关产品的选购与使用小常识，帮助消费者提高
食品相关产品鉴别优劣和正确使用的能力。

活动现场，工作人员向市民发放食品相关产
品知识宣传小册，解读《食品安全法》中明确的与
食品相关产品相关的法律知识，通过实物样品向
消费者介绍食品相关产品、使用的安全知识以及
现场受理消费者投诉和解答消费者咨询等。

据介绍，食品相关产品是指与食品直接接触，
从而可能会影响到食品安全的各类产品。主要包含
塑料包装、容器、工具，食品用纸包装容器，压力锅，
工业和商用电热食品加工设备，餐具洗涤剂5大类。

省质监局工作人员提醒广大消费者，在选购
食品相关产品时，要注意：首先必须查看产品是否
有QS或SC认证标识，餐盒表面需印有生产许可
证编号或5号三角标识；其次，坚决不用市场上的
彩色塑料袋、泡沫餐盒和有刺鼻气味和过白的一次
性纸杯；最后购买到有质量问题的产品可以直接拨
打消费者投诉热线12365或12315进行投诉。

我省核发首张商标专用权质权登记证

海口一企业用商标专用权
质押获490万元贷款

本报海口7月12日讯（记者宗兆宣 通讯员
黄圆圆）“不用其他任何抵押物，只用自己企业的注
册商标专用权进行质押，就获得了490万元的贷
款，没想到自己的商标竟有这么大的经济价值。”昨
日，海口恒翔佳建材有限公司负责人拿到商标专用
权质权登记证后感慨。据了解，这是商标专用权质
权登记海南受理点运行后核发的第一张商标专用
权质权登记证，整个登记流程仅用了两个工作日。

据了解，设立注册商标专用权质权登记申请
受理点，是国家工商总局实施商标注册便利化改
革的内容之一。截至2016年底，我省累计有效注
册商标量已达5万多件。商标专用权质权登记海
南受理点于6月15日在省政府政务服务中心正
式启动并运行，从此全省所有需要办理商标专用
权质权登记的企业都可以在“家门口”就近办理，
且不收取任何费用，不但明显缩短了质权登记手
续的办理时间，而且大大节约了企业办事成本。

本报海口7月12日讯（记者叶
媛媛）记者今日从海口市教育局获悉，
截至今天，海口直属公办幼儿园首次
摇号招生工作已全部结束，6所海口
市直属公办幼儿园提供的684个学位
全部摇出，家长可登录各幼儿园官方
网站查询摇号结果。

据了解，今年海口市6所直属公办
幼儿园首次通过摇号招生。招生对象
为监护人在本市居住或务工、3至4周
岁（即2013年9月1日至2014年8月
31日出生）适龄幼儿。

7月10日下午，海口今年首场秋季
小班招生摇号活动分别在海口市五源
河幼儿园和海口市中心幼儿园举行，招
生结果通过现场大屏幕摇号选出。

据介绍，所有被电脑摇号录取的
幼儿，需由其监护人在规定时间内，
持出生证、户口簿、父（母）亲或其他
法定监护人身份证、保健手册、预防
接种证及要求的有关资料，到拟录取
幼儿园办理资格审核手续。逾期不
办理资格审核的，将取消录取资格。
幼儿监护人须对所提供的报名信息
和审核资料真实性负责。资格审核
不通过或发现弄虚作假的，将取消其
入园录取资格。

海口市教育局介绍，为更加公开
公正，此次各直属公办幼儿园的摇号
过程均邀请了政风行风监督员和家长
代表到现场监督。

海口直属公办幼儿园
首次摇号招生工作结束

6所幼儿园684个
学位全部摇出

海大学子赴柬埔寨
开展公共外交调研
为参与“一带一路”建设贡献青年力量

本报海口7月12日讯（记者陈蔚林 实习生
唐璨）正值暑期，全国大中专学生志愿者暑期文化
科技卫生“三下乡”实践活动开展得如火如荼。记
者从海南大学获悉，该校入围共青团中央专项实
践活动的“‘一带一路’公共外交调研团”已于7月
7日赴柬埔寨开展调研。

调研团由海南大学外国语学院学生组建。连
日来，调研团前往位于柬埔寨首都金边的公立端
华学校，对该校领导及学生进行了深度访谈及问
卷调查；又前往中国驻柬埔寨大使馆，与相关负责
人进行了专题座谈，围绕中国国家形象与公共外
交相关问题展开了深入的交流与探讨。据了解，
调研组对柬埔寨的基本状况、中柬两国关系的发
展状况、在柬华人的生活情况、公共外交的相关政
策等内容有了较为详细的了解，为下一步调研打
下了坚实的基础，更为实践论文的撰写积累了大
量背景素材。

据悉，调研结束后，调研团将交出实践报告及
调研纪录片，为海南参与国家“一带一路”建设贡
献青年力量。

省交通运输厅组织召开高速公路
琼中境征迁协调会

协调征迁问题
确保琼乐高速建设进度

本报海口7月12日讯（记者邵长春 通讯员
张璐）省交通运输厅近日在海口组织召开琼乐、万
洋高速公路琼中境征迁工作协调会，协调解决项
目征地拆迁问题，确保项目如期建成通车。

会议肯定了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政府一直以
来对琼乐、万洋两条高速公路建设的大力支持，同
时指出两条在建高速公路今年施工任务的紧迫性，
尤其是琼乐高速面临明年通车的艰巨任务，希望琼
中县政府能够尽快组织力量，重点协调解决两条高
速公路目前在琼中境内存在的一些征迁问题。

琼中县政府主要负责人对两条中线高速相关
征迁问题解决的进展情况及下一步工作思路进行
了说明，对琼乐高速加钗连接线及扩补征地和万
洋高速两处房屋补偿争议等重点问题进行了初步
安排，并表示绝不会因征迁问题耽误工期，会后将
组织该县相关部门和乡镇召开专题会议尽快解决
剩余征迁问题，为两条高速公路琼中境内的顺利
建设创造良好的施工条件。

会议强调，琼乐高速各参建单位必须尽一切
努力优先保障主线施工，确保主线工程如期实现
通车目标；同时对琼中县政府交付的土地，各代建
指挥部必须督促施工单位加大力量投入，在第一
时间组织施工。

黑黝黝的脸庞，一米
八的高个子，战友们说他
脑袋里装的全是打仗训
练的事。这是武警海南
省总队一支队特勤中队
中队长吴腾飞给记者留
下的第一印象。

日前，第二十届“中
国武警十大忠诚卫士”评
选结果揭晓，吴腾飞荣获
此殊荣。

这份荣誉来之不易，
在警营里，吴腾飞以带兵
训练强度大、要求高而闻
名，很多兵都说吴腾飞带
兵狠，甚至有些不近人
情。

“只有在训练中苦一
些，才能在实战中一击制
敌，保一方平安。”吴腾飞
这样说。在他带领的下，
特勤中队的战士们个个
是战斗精英，他们宛如一
只只巡视在琼州大地的
雄鹰，守卫着琼岛一方平
安。

■ 本报记者 李磊
特约记者 杨瑞明

7月12日，临高全民健身体育
活动公园正在进行田径运动场跑
道、路牙石、绿化等施工。据了解，
目前该项目已完成总工程量的
95%，预计10月初对外开放。

据介绍，临高全民健身体育活
动公园项目总投资3500万元，其中
省级投入资金1500万元，县配套资
金2000万元，占地面积约80亩。
公园内包括地上两层体育馆、4个篮
球场、6个门球场、4个排球场、2个
足球场、人行道及休闲平台等。

本报记者 苏晓杰
特约记者 吴孝俊 摄

临高体育公园
预计十月对外开放

拥挤：20平方米的献血
屋，承担全省近30%献血量

在海口很多长期致力于无偿献
血的人眼中，明珠广场无偿献血屋就
是他们的“家”。

15年前这里是一辆流动献血车，
后来因献血的人太多，就把车打桩固
定了下来，变成了献血屋。“我2002
年来海口，献血屋就在这里了。因为
交通方便，我几乎每次都是来明珠广
场献血。”资深献血志愿者胡文捷说。

“海口每年的献血量占全省的
60%，但固定献血屋太少了。”省血液
中心机采科负责人陈文豪介绍，海口
全市目前共有3个固定献血点，分别
位于海口市人民医院、省人民医院附
近海口秀英献血屋、明珠广场献血
屋。前面两个主要用于病人家属互助
献血，明珠广场地处繁华路段、交通便
利，成为街头采血最重要的场所。

“2016年海南无偿献血98656人
次，其中明珠广场就有约2万人次，承
担了全省近30%献血量。”陈文豪说。

“家”虽温暖，但却太小。据了
解，明珠广场献血屋面积约20平方
米，每天献血约50人左右，节假日人
数更多。今天19时，记者来到该献
血屋，看到房车内的采血区和休息区
都只有4个座位。咨询体检区、初筛
区都是一张桌子，显得很拥挤。

记者在现场1个小时，陆续有8位
市民进来填表献血。现场采血的护士
说，节假日献血的队伍要排到车外，最
夸张的一次排到了明珠广场商场门口。

志愿者吴祥雨说，正是因为献血
车面积太小，只能在车外搭帐篷，让
志愿者指导市民填表登记。“海南高
温、多雨，没有帐篷，志愿者和献血市
民会很难受。”

艰难：申请扩建、新建献
血屋均未果

记者同时了解到，在明珠广场献
血屋外不仅搭建的帐篷不符合规定，
连献血屋本身报建手续也不齐全。

省血液中心主任符策瑛说，为了
完善明珠广场献血屋的报建手续，同

时进行扩建，2014年省血液中心向
相关部门进行了申请。

“献血屋最好建在商业繁华、人
流量较大的场所，这样能更方便市民
参与。”符策瑛说，考虑海口固定献血
场所太少，省血液中心还提出过要在
红城湖家乐福、上邦百汇城、府城步
行街繁华路段新建3个固定献血屋，
但均未果。

对此，海口市政市容委相关负责
人回应，经现场勘察，明珠广场献血
屋设置于海秀东路明珠广场车辆出
入口西侧人行道上，位于南宝路与海
秀东路交汇视距三角范围内，属于占
用市政道路设置。因该设置占用公
用资源，位于交通视距三角范围影响
交通视线，加上海口市交通局正在改
造该处公交候车亭等原因，海口市政
市容委未予批准。

建议：统一规划申报，政
府租赁铺面作献血屋

“矛盾的根源还是海口的固定献
血场所太少，集中到明珠献血屋，而献

血屋的面积又太小。所以最好的解决
方法是对献血屋进行扩建。”符策瑛说。

今天上午，省血液中心、海口市
政市容委、海口市计生委、海口市美
兰区等相关部门负责人在明珠广场
献血车旁召开现场会。省血液中心
相关负责人提出，要新建一处约4平
方米的固定咨询场所。

海口市政市容委相关负责人表
示，血液中心应参照海口志愿者遮阳棚
的款式和格调，结合遮阳棚安置点位
置，设置献血志愿者遮阳棚。设置遮阳
棚前，将由美兰区提供志愿者遮阳棚。

该负责人同时表示，如果血液中
心想要扩建、增建固定献血场所，需要
按程序报批。“建议进行统一规划申
报，并且由政府租赁铺面作献血屋。”

“由政府租铺面作献血屋，我们
也非常欢迎。”符策瑛说。

但陈文豪认为，献血屋最好是设
在市区繁华地段的显要位置。“献血
屋不仅是献血的场所，也是城市文明
的地标，应该越显眼越好。如果和商
铺混在一起，可能达不到这样的效
果。” （本报海口7月12日讯）

日前，海口明珠广场献血车旁帐篷面临拆除一事在网上引发争议。反对方认为，帐篷是志愿者为献血者登记用，能为志愿者、献血者
遮荫挡雨，应当保留。而根据海口12345热线回复，该帐篷的设置不符合城市管理要求。

为妥善解决此事，省血液中心、海口市政市容委、海口市计生委、海口市美兰区等相关部门负责人今天在明珠广场献血车旁召开现场
会。省血液中心相关负责人提出，搭建帐篷是因为献血屋面积太小，希望能对献血屋进行扩建。海口市政市容委相关负责人表示，血液中
心要按照要求设置遮阳棚，如需扩建需向政府申请、报批，同时建议政府相关部门协助租赁铺面作献血屋。

海口明珠献血屋帐篷的拆留之争
省血液中心：需要帐篷进行献血登记；市政市容委：建议租赁铺面作献血屋

■ 本报记者 计思佳 见习记者 梁君穷

吴腾飞（右一）正在组织快速射击训练。 特约记者 杨瑞明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