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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监督曝光台”2015年7月1
日至2017年12月31日每周一在《海南
日报》定期刊登。

2.连续两次未按要求上报相关数
据的，将予以通报批评。

海南省整治违法建筑
三年攻坚行动领导小组办公室发布

2017年7月16日

海南省整治违法建筑“监督曝光台”102号 （2017年7月9日-2017年7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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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三亚7月16日电（记者
郑玮娜 李强）近日，国内旅游网站发
布的体育旅游数据显示，三亚成为国
内户外游十大热门目的地之一；三亚
蜈支洲岛入选全国十大热门体育旅游
景区。作为著名滨海旅游胜地，三亚
市不断发展体育产业，加大基础体育
设施建设力度，提升公共体育服务水
平，群众体育活动引领健康风尚，诸多

重大赛事聚焦世界目光。三亚，正在
用体育之光为整座城市添彩，走出一
条体育丰富生活、体育助推旅游的可
持续发展之路。

2017年，三亚市政府出台了《三
亚市全民健身实施计划（2016－2020
年）》，支持和保障全民体育工作。近
年来，三亚每年开展群众性体育活动
均在300次左右，参与人数达20余
万。已连续举办了11届环三亚自行
车邀请赛、4届广场舞大赛、3届临春
岭健身登山赛、2届“三亚球王”全民

健身民间系列争霸赛等，形成了一系
列体育赛事品牌；还相继组建了太极
拳、广场舞、健身气功、排球、足球、篮
球等民间体育队伍；挖掘、整理和推广
黎族、苗族等少数民族体育项目，创编
押加、顶棍、“背媳妇”、爬椰树等传统
趣味竞赛项目。

三亚还通过举办具有影响力的体
育休闲及竞技赛事，推动体育与旅游深
度融合，并有效融入三亚城市形象元
素，将比赛转化为城市对外的窗口。近
几年落户三亚的重大赛事包括沃尔沃

环球帆船赛、欧洲女子职业高尔夫球巡
回赛、环海南岛国际大帆船赛、司南杯
大帆船赛、世界拳击联赛、世界太极文
化节等。这些赛事的举行，让体育旅游
成为三亚的一张崭新名片。

2017年，三亚又成功申办了国
际泳联年度颁奖盛典和 10 公里马
拉松游泳世界杯、国际帆联世界青
年帆船锦标赛，还将举办著名的克
利伯环球帆船赛。众多高规格比赛
在吸引优秀运动员的同时，有力拓
展了旅游市场，培育出三亚独特的

热带休闲文化。
“三亚的全民健身氛围十分浓厚，

群众参与热情高，各项活动蓬勃开
展。”三亚市文体局局长陈震旻告诉记
者，“三亚也是健身休闲旅游的重要目
的地，有不少游客来三亚旅游就是为
了参加或体验三亚的体育旅游产品。”

陈震旻说，下一步，三亚将积极
探索创建国家运动休闲示范城市和
全国体育旅游示范区等工作，着力
打造体育旅游新亮点，争取城市发
展新跨越。

三亚：用体育之光为城市发展添彩

首批享受优惠政策
考生名单公示

本报海口7月16日讯（记者陈蔚
林 通讯员云慧明）省中招办今天公示
了第一批2017年高中阶段招生录取
工作享受优惠政策考生名单。

此次公示的优惠项目包括：革命
烈士子女；现驻三沙市的军、警部队现
役军人和有关单位干部职工子女；初
中阶段获得省级优秀学生干部、三好
学生、宋庆龄奖学金的考生等。

我省各市县（单位）中招办在考生
报名时，已对申请享受优惠政策的考
生材料进行了初步审查并在中招管理
系统中录入相应特征，省中招办等相
关部门于近日开展了复审。

该批通过复审的名单，公示日期从
即日起至2017年7月21日，举报电话
（兼传真）：31690027。具体名单可登
录海南省中招信息网查看。

■ 本报记者 孙婧

疾风肆虐、大雨倾盆，比腿粗的
树木倒下后把消防栓损坏了，水管不
停地冒水……16日上午，台风“塔拉
斯”逼近三亚市海棠区，风雨中，一个
男子在残枝掩盖的水井里晃动，积水
淹到了他的肩膀，可他却不顾危险，
再次深吸一口气，继续潜入井中摸索
着修理漏水的阀门。

这个男子是海南天涯水业东部
供水有限公司管网部经理陈永国。
当天10时43分，陈永国接到了抢修

指令后立即带一名同事赶往林旺北
路现场查看。原来，挖掘机在清理被
大风刮倒的树木时因操作不慎导致
消防栓损坏，巨大的水柱喷射而出，
阀门井上还有不少倒下的树木。

这是一个深约1.6米，直径1.2米
的阀门井，井中的浑水急速涌动，关
水的阀门就在井下。面对险情，两个
抢修方案摆在了陈永国的面前：要么
调运发电机将井水抽干，然后下井维
修阀门，但这样一来得耽误近半小时
时间；要么就采用“土办法”，人直接
潜入水井，关掉阀门。

“这是整个海棠区，包括解放军
总医院海南分院的主要供水管道，如
不趁早关掉阀门的话，肯定会影响下
游的水压，用户就有可能断水。”有着
20多年工作经验的陈永国当机立
断，带着同事清理作业区。撬开井盖
后，他不顾污浊的泥水，脱去外衣裤
直接跳下去。他一手摸着井壁，一手
划水探测着阀门的位置。不久后，他
终于摸清了阀门的位置，此时向外喷
射的水流依然很大，陈永国稳住身
体，探出头接过同事递来的水管钳。

就这样，大约7分钟内，陈永国

12次换气、下潜，在水下反复丈量阀
门栓大小，并浮出水面在乱枝间调校
管钳。当时，43岁的陈永国已精疲
力尽，大水流冲击让他接连呛了几口
水，几番浮沉终于将阀门成功关
住。出井后，陈永国简单换上衣服，
就带着同事继续赶往其他地方巡查。

陈永国抢修的一幕被同事拍下
传到网上，“潜水哥”的举动赢得网友
的点赞。接受记者采访时，陈永国
说：“这是我们的本职工作，而且我会
游泳，也比年轻的同事有经验。”

（本报三亚7月16日电）

房地产专家企业家
畅谈海南楼市趋势

本报讯 7 月 14 日，由客立方（海南）主
办的以“破·立”为主题的、新常态下房地
产营销转型创新论坛暨客立方（海南）产品
发布会，在海口西海岸香格里拉酒店隆重
举行。此次活动邀请了著名经济学家、房
地产专家、北京师范大学管理学院教授董
藩，海南多家房企高管出席论坛，并特邀
500 余名海南房地产业界精英参加了此次
行业盛会。

活动现场，专家企业家与诸位嘉宾就“海南
楼市的破与立”这一议题展开了深入的探讨，针
对海南楼市的现状与发展趋势、房企营销模式转
型等议题展开讨论，为海南楼市把脉问诊，为海
南地产人答疑解惑。

（管萱）

本报海口7月16日讯（记者陈
蔚林 通讯员高春燕）我省高招工作
正在进行，考生将会陆续收到大学录
取通知书。每年这个时候，一些“李
鬼”大学就会趁虚而入，用“入学通知
书”“学习通知书”等来欺骗考生和家
长。省考试局今天教大家用6种方
法揭开“李鬼”的面具。

第一种方法是查录取真假。考
生应通过省考试局发布的5种渠道
查询自己的录取结果。如查询到的
信息与录取通知书一致（包括录取学
校名称、专业和层次），就是经教育考

试院办理了正式录取手续，否则就不
是普通高校正式录取的通知书。此
外，家长和考生也可登录报考学校网
站查询学校的新生录取名单。

第二种方法是查学校真假。考生
收到的录取通知书必须由教育部公布
的具有普通高等学校学历教育资格的
并且当年在本省招生的学校发出。这
些学校的名单可在教育部网站、教育
部阳光高考平台、省考试局网站或发
放的招生资料上查到。另外，考生填
报的志愿是高考录取的依据，如果考生
根本没有报考某一大学，却收到了该校
的“录取通知书”，那么就十分可疑。

第三是看录取日程。高考录取

通知书的投送工作随每批次录取进
程陆续进行，将在7月中下旬进入高
峰期。有的非法组织或个人会抢在
正规通知书发放之前，发放所谓的

“录取通知书”，以抢占生源。考生可
以根据本省录取日程来判断录取通
知书的真假。

第四是查看邮件。正规通知书是
通过邮政快递送到考生手中的，使用
的是录取通知书专用信封，接收此类
邮件需要现场出示准考证、身份证、户
口簿等有效证件。我省还和邮政部门
合作，开通了“高考通知书查询”功能，
输入准考证号或考生号，即可查询高
考录取通知书的寄送状态和位置。

第五是看校长签名。根据教育
部的规定，各普通高校录取通知书除
加盖高校章外，还由校长签发录取通
知书，并对录取结果负责。考生在收
到录取通知书后，可以查看校长的签
名对不对（高校录取通知书签发人详
见各高校网站），如果没有签名或者
签名不对，就要小心了。

第六是查学籍真假。中国高等
教育学生信息网（简称学信网，网址
http：//www.chsi.com.cn）是高等
学校学生学籍学历电子注册信息查
询的唯一网站。新生入学后，可登录
学信网实名注册，然后查询、核实本
人身份信息和学籍注册信息。

海口跳“尬舞”男子
被拘留5日

本报海口 7月 16日讯 （见习记者曾毓慧
特约记者陈世清 通讯员钟玲）15日，一条视频
在网络“走红”。该视频显示，一名骑电动自行
车的男子因违反交通法规被海口交警拦停，但
该男子不配合交警执法。据海口警方介绍，今
天，该男子林某某投案，已被公安机关依法处以
行政拘留5日。

据了解，此视频所记录的一幕发生在7月
15日上午8时左右，地点在海口市龙昆南路与
红城湖路交叉路口。当时，海口公安交警支队
琼山大队执勤民警正在整治交通秩序，一男子
因驾驶超标电动自行车被拦停后拒绝下车配
合检查，一直以各种理由要求交警放行。在未能
达到放行目的后，驾驶人情绪越来越激动，对执勤
交警进行言语威胁。在执勤交警依法采取强制
措施过程中，该驾驶人挣脱控制，当场在斑马线
上自行乱跳乱舞，并袭击执勤人员。在执勤人员
欲采取强制措施对其实施控制时，该驾驶人弃车
逃离现场。

案件发生后，海口公安局相关部门立即
采取有力措施展开调查并最终锁定违法人
员身份。迫于压力，7 月 16 日中午，该男子
到海口市公安局东山派出所投案。经调查，
该男子林某某，49岁，海口东山镇人，某公司
保安员。据其交代，当天，他驾驶超标电动自
行车去上班的途中，因违法被交警拦停，为了逃
避处罚，便故意装神弄鬼，然后趁执勤交警不注
意逃离现场。

林某某对其为逃避处罚，故意装神弄鬼、公
然抗法并攻击公安交警执勤人员的行为供认不
讳，且对其行为在社会上造成的不良影响深感后
悔。目前，林某某已被公安机关依法处以行政拘
留5日。

积水淹到了肩膀，三亚“潜水哥”不顾危险抢修管道，受到网友点赞

7分钟下潜12次，终于关上了阀门

我省高招工作正在进行，考生要当心“李鬼”大学“忽悠”

大学录取通知书6招辨“真假”
关注中招

制图/王凤龙

130多人被水围困
五指山消防成功转移

⬇ 7月16日16时许，五指山市三月三大道有一在建小区工地宿舍被水
围困，水位大约1米多深，有130多人被困。五指山市公安消防大队接警后，
迅速展开救援将全部人员转移到安全地带。

据了解，受台风“塔拉斯”影响，五指山市普降大雨，经气象部门统计，市区15日
8时至16日17时降水量为186.9毫米，有许多路段积水。

文/本报记者 贾磊 良子
图/通讯员 黄永业 文祥

各市县各单位
积极应对台风

本报海口 7 月 16 日讯 台风
“塔拉斯”从海南擦过，我省各市县
各部门积极部署防风防汛。

2000名交警冒雨抢险

受台风“塔拉斯”影响，我省多
市县出现道路积水、树木倾倒或山
体滑坡影响道路通行情况。今天，
我省约2000名交警积极投入到抢
险保畅通工作中。

陵水转移8238人

记者从陵水黎族自治县三防办
获悉，受今年台风“塔拉斯”影响，陵
水全县普降大雨，从15日8时至16
日19时，该县岭门农场累计降水量
达176.8毫米，为陵水最高。目前，
陵水已转移受灾人口8238人。

电力部门抢修受损线路

记者从南方电网海南公司获
悉，暴雨导致海南部分地区供电线路
受到影响。电力部门正组织力量进行
抢修。截至7月16日21时，海南电网
主网运行正常，未恢复33条线路。

三亚出动官兵106人次

三亚全市消防部队于16日晚
进入II级战备响应状态，同时与三
防、气象、水利、交通等部门建立信
息通报制度。截至16日17时，全
市公安消防部队共参加抗风抢险救
援17起，出动官兵106人次。

环岛高铁昨21时开通

7月16日20时起，琼州海峡恢
复通航，粤海铁进出岛列车也将陆
续恢复运行，海南环岛高铁于16日
21时8分恢复运行。

南航协助旅客退改签

7月16日全天，南方航空在海
南累计延误航班38班。为全力保
障受台风“塔拉斯”影响的航班正常
运行，南航海南分公司提早为旅客
准备好航延餐食、挡雨雨具，并协助
航延旅客退改签服务。

（综合本报记者来稿）

“跨亚欧公司”案又有新进展

警方冻结
涉案资金1.3亿元

本报海口7月16日讯（见习记者曾毓慧 特
约记者黄培岳 通讯员袁文豪）本报7月8日曾报
道《海口警方破获“跨亚欧公司”特大网络传销
案》，此案涉案金额巨大、人员众多引起了社会广
泛关注，针对群众关注的该案头目刘琅身份、涉案
公司背景、作案手法、资金流向、案件定性等情况，
今天，海口警方办案部门向记者披露了案件进展
情况。

经查，刘琅真名叫刘勇，1968年出生，山东
省淄博市人，曾以“刘琅”为笔名发表文章、出版
书籍，对外一直自称刘琅，无国家公职人员身
份，系瑞宝力源集团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刘
勇曾因涉嫌诈骗罪于2011年被北京市公安局
朝阳分局刑事拘留、逮捕；2017年 5月 12日因
涉嫌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被海口市公安局刑
事拘留，同年6月16日经海口市人民检察院批
准被执行逮捕。

据海口警方介绍，海南跨亚欧公司以非法虚
构的“亚欧币”为名，通过“拉人头”的方式发展会
员，收缴入门会员费，并按照发展会员的数量、收
取资金数额的大小划分层级和作为返利依据，引
诱参与者继续发展他人参加，骗取财物，其行为特
征符合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的构成要件。经初
步调查，海南跨亚欧网络竞技有限公司特大网络
传销案涉案资金约40.6亿元，其中约10亿元用于
会员高额返利，约27亿元用于会员提现，剩余3
亿余元被刘勇和夏建荣等非法占有，目前公安机
关已冻结涉案资金约1.3亿元，剩余资金的追缴
工作仍在继续进行中。

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海口警方将根
据案件进展情况适时向社会公布。

新闻追踪

➡ 陈永国在抢修水管阀门。 海南天涯水业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