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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高温消防安全

热线答询

百姓难题 政府帮忙 海口创新创业大赛落幕
10个获奖项目将参加省赛

本报海口8月12日讯（记者邓海宁）今天下
午，由海口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共青团海
口市委员会主办的海口市创新创业大赛决赛在
海口市复兴城互联网创新创业园举行，进入决
赛的20个参赛项目通过路演评选，用精炼的语
言阐述项目特色、项目潜力、盈利模式及未来发
展方向等内容，最终共有10个项目分别获初创
类项目组、创意类项目组一、二、三等奖，共获
9.1万元奖金。

当天经过激烈的角逐，其中埃克斯（海南）文
化创意有限公司获得初创类项目组一等奖，获
3万元奖金；“自动化开椰机器的设计与实现”项
目获得创意类项目组一等奖，获3万元奖金。记
者了解到，所有获奖的比赛项目均将直接报送参
加海南省创业大赛。

据了解，本次大赛自今年6月启动以来，共收
到来自社会各个行业共85个项目报名参加，涉及
生物医药、电子信息、先进制造、互联网及移动互
联网、新能源及节能环保等多个领域。

■ 本报记者 丁平 通讯员 陈思泰

临近大学开学的日子，接到大学
录取通知书的学子们心情总是兴奋
的。海口高中毕业生曾远健也不例
外，就在8月1日下午，他从邮政快递
员手里收到了河北北方学院的录取
通知书。然而，如果不是省残联、省
考试局的及时帮助，曾远健多年苦读
恐怕就付诸东流了。

曾远健是一名肢体三级残疾人，
今年19岁。由于父亲常年在外，母亲
又过世得早，这个连睡觉都要侧着身

子的男孩，平常不但一人独立生活，还
把家里收拾得井井有条。这份独立和
坚韧，连他的父亲曾明海都觉得自愧
不如：“我在省外工作，回家次数自然
就不多，但我每次回家第一个看到的，
都是远健在书桌上学习的背影。”

今年高考放榜后，曾远健查询到
自己的分数：“575分！可以上一个
不错的大学了。”

在填报完志愿后，曾远健心中满
是期待。让他意想不到的是：因为身
患残疾，身体扭曲得厉害，高考体检
时胸部X光片显示他左胸肺部有阴

影。可能是因为体检不合格的原因，
拟录取院校提档时，作了退档处理。

曾远健心里布满了阴霾。“得知
消息后整个人都是懵的，不相信我会
被拒绝。接下来报考别的学校时，如
果没录取我，那我这么多年的辛苦不
就白费了吗？”曾远健回忆当时的心
情说到。

更坏的消息是，曾远健得知退档
消息后，离第二次填报志愿已经不足3
天，时间很紧迫，如果体检“不合格”这
个问题得不到解决，那他的下一次填
报志愿很有可能也会遭遇同样情况。

曾远健不甘心。他向省残联求
助，省残联工作人员向省考试局的有
关负责人说明了情况，听取了曾远健
详细的情况后，省考试局同意让他进
行复检。经复检，曾远健的左胸肺部
没有问题。

体检结果出来后，省考试局当天
就在投档网上更改了曾远健的体检
信息。而曾远健就在体检信息更改
的当天，重新投档河北北方学院电子
信息类专业。

“虽然只有几天的等待，但对我
来说就像几个世纪那么漫长。”曾远

健父子俩等到了正式录取的消息。
得知被录取那一刻，父子俩相拥而
泣：经历了风风雨雨，曾远健的大学
梦终于实现了。

录取通知书到达的这一天，省残
联工作人员特意上门慰问曾远健，鼓
励他要克服生活上的困难和心理上
的障碍，在大学也要好好学习，争取
学有所成，才能不辜负众人对他的期
望。曾远健表示，“没有省残联、省考
试局的帮助，我可能就上不了大学。
是政府，为我们这些困难群众撑起了
一片天。” （本报海口8月12日讯）

残疾学子或因体检不合格遭报考学校退档，省残联和省考试局及时帮助

被退档残疾学子终圆大学梦

近日，定安县富文镇高塘村委会文龙村养鸡基地里，村民陈再志在给土鸡喂食玉米。近年来，定安县富文镇文龙
村调整产业结构，大力发展林下养鸡产业。据了解，为了改变土鸡肉质，该村志望种养专业合作社先在林下散养120
天后，再进行圈养120天，最后出栏。圈养期间，使用“牛奶+米饭+舂米+花生残渣”科学配比的营养餐喂鸡，土鸡肉质
坚挺有嚼劲，口感好，备受市场欢迎。 本报记者 张茂 通讯员 王聘钊 摄

查封！

昌江一在建小区竟用
易燃木板搭建员工宿舍

本报石碌8月12日电（记者良子
通讯员梁浩）8月10日下午，海南省
昌江消防大队对该县一在建小区员工
宿舍进行依法查封。

据了解，此员工宿舍存在的火灾
隐患一是宿舍存在乱拉电线、电线没
有按照要求安装PVC套管；二是宿舍
为临时使用易燃材料木板搭建而成；
三是宿舍过道内、员工床上易燃材料
乱堆乱放；四是宿舍过道停放电动车
辆并在宿舍过道内充电。一旦发生事
故，后果不堪设想。当天下午，昌江消
防大队执法监督人员依法对该在建小
区员工宿舍采取了临时查封措施。

下一步，昌江消防大队将继续加
大检查执法力度，加强执法检查进一
步强化夏季消防安全监管，为昌江黎
族自治县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与社
会和谐稳定提供有效的保障。

我省今年最大人身保险
理赔案结案
200万元赔付给受益人

本报海口8月12日讯（记者王培琳 实习生
许书慧 通讯员胡文捷 林梅竹）今天，我省今年人
身险业务的最大赔付案件在海口结案，中国人保
寿险海南省分公司当场赔付客户家属200万元。
据悉，该案也是中国人保寿险海南省分公司成立
以来的最大个人保险赔付案。

据了解，市民欧先生于今年5月初为自己投
保一份百万畅行两全保险及附加意外伤害住院定
额给付医疗保险产品组合，缴费期10年，年交保
费3928元，自驾车意外身故或全残保障200万
元。今年5月26日晚八时左右，欧先生本人在驾
车途中，发生事故，造成欧先生当场死亡及车辆严
重损坏。

得知情况后，中国人保寿险开辟“绿色通道”，
在最短的时间内完成了审核流程，协助欧先生的
爱人邵女士快速完成全部理赔手续。邵女士表
示，丈夫虽然离世了，但生活还要继续，丈夫通过
这份保险传递了他的关爱和责任，她会用保险赔
付金，把两个孩子扶养成人。

据了解，像欧先生发生的此类人伤交通意外
并不罕见，据省公安厅交警总队公布的数据，截至
今年6月，我省个人机动车保有量近165万辆，占
机动车总量的90.86％。2017年上半年，海南省
总共发生862起交通事故，因交通事故造成死亡
人数299人。同时，海南保监局的统计数据显示，
今年上半年，我省车险出险频率为44.78%，高于
全国8.41个百分点。而商业车险投保率和车均
保费却较全国平均水平偏低。

中国人保寿险相关负责人表示，综合考虑未
来不可知的风险因素，为自己量身定制全面的风
险保障，可以为家庭幸福撑起最后的保护伞。

高温天交警坚守岗位
爱心企业给交警送水

本报讯（记者王黎刚 通讯员余微）我省近
期高温天气持续，海口市交警仍坚守岗位。近
日，海南太古可口可乐公司总经理李翠芬和爱心
志愿者等一行人，向海口市交警支队捐赠了970
箱纯悦水，专为户外值勤交警提供饮水补给。同
时，爱心志愿者们还分别前往海口市滨海大道各
交警岗亭，沿途慰问正在一线值勤的交警，对他们
在高温下的辛勤工作表示敬意。

据了解，该公司已连续10年为海口交警赠
送饮水。

报建3层的建筑
为何盖了4层高？

海口一市民拨打省政府综合服
务热线12345反映：

位于海口市龙华区三叶路与友
谊路交叉口处，有个正在建设的滨
濂村文化中心，该中心报建的是3
层临时建筑物，现在超建到4层，并
在楼顶加盖铁棚，遮住周边房屋居
民的视线，希望相关部门予以处理。

龙华区城管局回复：
接到投诉后，执法队员第一时

间抵达现场。经现场调查，该中心有
规划但超建，已按执法程序对该处进
行处罚，并责令其补办相关手续。楼
顶加建的小房间已责令其停工，要求
当事人限期内提供该处报批手续。
最终建设方无法提供报批手续，执法
队员已联合街道办事处对顶楼隔房
予以拆除。 （本报记者 宗兆宣）

乘坐出租车
为何多收10元车费？

海口一市民拨打省政府综合服
务热线12345反映：

自己在国贸乐巢门口乘坐
一辆车牌号为琼A42673 的出租
车，到绿地海长流处下车。下车
支付正常打表的车费后，出租车
司机额外加收 10 元，认为很不
合理。

海口市交通运输和港航管理局
回复：

经调查了解，琼A42673司机叶
某某多收费情况属实。按相关条例
规定，已对该司机停岗学习三天，扣
服务质量信誉考核10分，予以通报
批评。已责令出租车公司加强对驾
驶员的教育和管理工作，切实提高
驾驶员的服务意识。

（本报记者 宗兆宣）

火锅汤煮菜
为何染成粉红色？

三亚市民邢女士拨打省政府综
合服务热线12345反映：

自己在位于三亚湾的南山火锅
城用餐，点了西红柿火锅汤底，但所
有的菜品在汤里煮过后都变成粉红
色，怀疑汤底原料有问题，希望职能
部门进行处理。

三亚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回复：
接到投诉后，三亚市食品药品

监督管理局工作人员立即赶到现场
进行调查后，初步怀疑由番茄沙司
引起。执法人员要求商家出示该批
次的产品合格证明，但由于周末供
货商及厂家无人值班，暂不能提供
产品合格证明。执法人员遂暂扣该
批次的番茄沙司。消费者及商家也
达成一致意见，对邢女士的消费予
以免单。 （本报记者 宗兆宣）

遗留的垃圾
为何迟迟不清理？

天涯区联合指挥中心微信向省
政府综合服务热线12345反映：

位于天涯区第三市场老铁路
停车场内堆积很多建筑垃圾和杂
物，垃圾是该区域菜篮子工程施
工方遗留的，一直没有人员清
理，该区域现属于三亚市物价局
管理。

三亚市物价局回复：
第三市场老铁路旁的政府“菜

篮子”平价专营区（移动货仓）因处
于道路规划建设区域内，施工队在
进行搬迁工作，杂物堆放凌乱。三
亚市稳价办工作人员全体出动到现
场进行了清理，经过搬家式大扫除，
已将可用杂物摆放整齐，废物与垃
圾全部清理干净。

（本报记者 宗兆宣）

海口12345督办后

长流镇一破损道路
修补好了

本报海口8月12日讯（见习记
者曾毓慧）“现在路面基本修补好
了，以后雨天从这路过不趟水啦。”
今天，在海口市秀英区长流镇康安
村村口，六旬村民吴允奇高兴道。

吴允奇口中修补好的路面，是康
安村通往镇墟的主要通道，近一两年
以来，随着道路旁的楼盘加速建设，
周边大型车辆往来增多，再加上道路
长期无人管护，路面多处被碾压得坑
坑洼洼。“每逢大雨必淹，泡水最深的
路段估计有半米，别说是电动车，就
是小汽车也不敢冒险趟水驶过。”

6月下旬，海口12345政府服
务热线接到该村村民反映情况后立
即督办该办件，海口多个职能部门
赶赴现场办公解决难题。经核实，
这条路并不属于市政道路。7月中
下旬，秀英区市政维修管理中心连
夜施工，修补好了路面。

2017年高职（专科）批
征集志愿

本报海口8月12日讯（记者陈蔚林 通讯员
高春燕）我省高职（专科）批第一轮平行志愿投档
录取后，仍有部分学校生源不足。为完成招生计
划，省考试局决定组织符合条件的考生在8月12
日23时至8月13日15时征集志愿。

高职（专科）批文史类、理工类、体育类的剩余
计划见省考试局网站，不列入表中的学校和专业
不能填报。档案处在“自由可投”状态且投档成绩
达到高职（专科）批录取最低控制分数线的考生，
均可自主决定填报高职（专科）批的征集志愿。文
史类和艺术（文）类的考生只能填报在文史类招生
的学校和专业。理工类的考生只能填报在理工类
招生的学校和专业。体育类的考生既可以填报体
育类招生的学校和专业志愿，也可以同时填报理
工类招生的学校和专业志愿。

在投档时，省考试局将先对考生的体育类
志愿进行检索投档，如果考生的档案在按体育
类投档时未能投出，则再对其理工类志愿进行
检索投档。

考生应在规定时间内登录省考试局网站的
“高职（专科）批征集志愿系统”，进行网上填报征
集志愿，逾期不填报的视为自行放弃填报征集志
愿资格。处在“预录取”状态的考生，高校已确定
录取，可不再填报征集志愿，自行填报的征集志愿
将不再作为投档的依据。

关注高招
定安“牛奶鸡”
走俏市场

宠物狗被困电梯
咬伤小主人
海口消防官兵及时救援

本报海口8月12日讯（记者计思
佳 良子 见习记者梁君穷 通讯员陈焕
扬）今天上午，海口山高村一栋公寓里，
一男孩遛狗回家时乘坐电梯，不慎将栓
狗绳子卡进电梯缝，导致狗被困电
梯。因狗受到惊吓，男孩在伸手拽绳
子解救过程中，被狗咬了一口。最终，
在海口市龙华消防大队金盘中队消防
官兵的努力下，宠物狗被顺利救出。

消防官兵赶到现场，看到一只宠
物狗趴在公寓二楼的电梯口处瑟瑟发
抖，栓狗绳子紧紧卡在电梯缝里。

消防官兵对围观群众进行疏散。
为避免被狗咬伤，消防官兵带上手套，
慢慢接近。宠物狗起初有些抗拒，不
断向后退缩，且一直挣扎，给消防官兵
的救援带来难度。

消防官兵靠近后，不断耐心抚摸
狗的头和背部，小狗慢慢安静了下
来。最终，消防官兵将栓在狗脖子上
的绳子解开，顺利救出被困小狗。

今天下午，该男孩在家长的带领
下到医院接种狂犬疫苗。卡进电梯缝
里的狗绳子已被物业和电梯公司人员
取出，目前公寓电梯已恢复正常运行。

消防部门提醒市民：犬类动物受
到惊吓的时候，不要贸然接近，防止被
咬伤，应及时拨打119电话报警。

本报海口8月12日讯（记者邓
海宁 特约记者陈世清 通讯员李盛
兰）针对目前海口市超标电动自行
车、无牌电动自行车上路行驶交通违
法现象比较突出的问题，今天海口市
公安局交警支队专门召开专题会议，
研究部署整改工作，从即日起至12
月31日将采取强力措施，组织开展
电动自行车违法统一整治行动。

据介绍，具体整治措施包括：严
禁超标电动自行车上路行驶，违者一
律依法扣车，顶格处罚1000元；严禁
无牌电动自行车上路行驶，违者一律
纠正，现场警告教育，并限期上牌；已
注册登记上牌的电动自行车要严格
遵守“九不准”。

据了解，自2012年《海口市电动

自行车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办法》）
颁布实施以来，海口首次将电动自行
车管理纳入法制范畴，实施了注册登
记管理制度，2016年对《办法》进行
修订并颁布实施。

根据《办法》第四十三条规定“驾
驶本办法施行后购买或者临时通行
许可期限届满的超标电动自行车上
道路行驶的，处1000元罚款”。

据了解，8月12日至8月20日，
海口公安交警对无牌电动自行车上
路行驶将予以现场纠正、口头警告教
育。并限定无牌电动自行车在8月
14日至8月20日，到公安机关指定
地点办理注册登记上牌手续。

8月21日起，凡是无牌上路行驶
的电动自行车，海口公安交警将严格

按照《办法》的相关规定予以处罚，一
律扣车，并责令其驾驶人参加违法再
教育学习，通过考试合格后，方可交
纳罚款放行车辆。

据悉，在今晚 8时开始的统一
整治行动中，海口交警部门共出动

警力近400人，共查处电动自行车
违法行为7020起，其中查扣超标电
动自行车65辆，现场纠正、口头警
告教育无牌电动自行车89辆，查处
其他电动自行车交通违法行为
6866起。

海口采取强力措施整治电动自行车交通乱象

超标电动车上路将被处罚1000元

目前海口
市共设有两个
电动自行车上
牌服务站，具
体地址为：

1 海口市交警支队美兰大队交通管理服务站

地址：海甸岛人民大道六路白沙门公园正门左
侧海口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美兰大队交通管理
服务站。

咨询电话：0898-66270292

海口市交警支队秀英交通管理服务站

地址：海口市南海大道168号保税区汽车小镇内
咨询电话：0898-66501031制图/陈海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