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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万城11月19日电（记者良
子 通讯员李建龙 莫瑞辉）近日，海南
万宁边防支队成功破获1宗跨市县的
特大贩毒案件，抓获贩毒嫌疑人2名，
缴获毒品海洛因60.62克，毒资6.6万

元人民币。
该支队龙滚边防派出所民警近日

在侦查中发现，辖区一吸毒人员近期常
往返万宁市、陵水黎族自治县一带，很
有可能是去购买毒品。支队得知情况
后立即成立侦查队进行侦查，通过侦查
得知，吸毒人员陈某所吸食的毒品来自
陵水，贩毒人员有2人，具体情况尚不明

确。11月8日，侦查人员得到一重要线
索，该吸毒人员陈某再次坐车前往陵
水，可能是去购买毒品，随即组织警力
部署跟进。侦查人员发现，陈某租坐出
租车到达陵水动车站后，拨打了一个电
话，不久后，一名形迹可疑的男子坐上
陈某租坐的出租车。

侦查人员立即根据现场情况判

断，该男子很有可能就是陈某要接头
的涉嫌贩毒的嫌疑人，遂上前实施抓
捕，当场将刚进行完毒品交易的两人
抓获，收缴毒品海洛因净重60.47克，
毒资6.6万元人民币。

经过审讯，民警得知涉嫌贩毒人
员姓许，陵水人，是个以贩养吸的吸毒
仔。据许某交代，和他一起贩毒的另

外一名男子叫陈某庆，现在应该已经
察觉到许某被抓，很可能乘坐大巴逃
往其老家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随
后，该所民警即刻前往保亭汽车客运
站设伏，成功在客运站门口将陈某庆
抓获，当场缴获毒品1小包（海洛因，
净重0.15克）。至此，两名贩毒嫌疑人
全部落网，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万宁边防侦破一起特大贩毒案
抓获2名贩毒嫌疑人,缴获超60克毒品海洛因

掀起禁毒新高潮

■本报记者 叶媛媛

和往常一样，今天上午10时，海
航自强洗衣社员工符永拾正在车间
里熨烫刚刚烘干的衣物。尽管患有
天生腰部畸形，但他动作飞快，流程
熟练。

熨烫一件衬衫只需4分钟、熟知
在何种温度和水位下面料洗得最干
净、看到污渍立马可以想出数种洗涤
办法……符永拾说，不仅是他一个人
熟练掌握这些技能，洗衣社还有不少
残障的兄弟姐妹做得更好。

和普通的洗衣社不同，海航自强
洗衣社是由海南省慈航公益基金会
发起的一项公益助残项目，旨在为残

障人士提供就业平台，支持他们走出
家门、融入社会，实现自立、自强。自
2015年1月成立以来，自强洗衣社招
收了38名员工，其中32人有不同程
度残疾。

残疾人学习技能存在诸多不
便，有的行动不便，有的存在沟通障
碍。自强洗衣社总经理李育文告诉
记者：“起初大家出现过各种各样的
差错，把客人的衣服洗褪色、衣服没
洗干净，或者把衣服洗坏等，都很常
见。正因为如此，开业之初，洗衣社
每天都会收到客人的各种投诉。”

李育文说，那段时间里，有的员
工为了躲避客人的投诉，客人一上门
他们只好无奈地找地方藏起来。

“我们把残疾人招进来，不仅仅
是为了让他们掌握技能，而且要让他
们获得自信，用自己的双手获得尊
严。”李育文说，为了改变困境，他想
出了两个办法：一是找员工们谈心，
通过讲故事、说道理，不断给予他们
信心；另一个是加强业务技能培训，
建立标准，直至员工们学会。“难于沟
通的，我就拉着他们的手一步步操
作，比如熨衣服，我手把手带，让他们
掌握正确的熨烫力度、准确的按压时
间。”

功夫不负有心人，员工们的操作
越来越熟练，熨洗的衣服质量也越来越
好。开业半年，自强洗衣社终于实现了
盈利，并逐步有了回头客。而不少残疾

员工工资也有了突破性地增长。
腿部残障的员工颜丽英说，过去

只能靠着打零工收入很低，来到自强
洗衣社后收入高了，还有了一个幸福
的家庭。有听说障碍的谢容权说，原
本性格孤僻，对生活没有任何希望。
如今他对生活充满信心，希望通过努
力，获得客户满意的笑容。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洗衣社不
少残疾员工之前靠低保生活，如今通
过洗衣社的劳动实现改善生活。李育
文告诉记者，海航自强洗衣社计划在
三亚设立分社，并着重招收贫困山区
的残疾人士，“我们希望能带领全省更
多残疾人过上自强、自立、有尊严的生
活”。 (本报海口11月19日讯)

海航自强洗衣社坚持公益助残

30多位残障人士过上自立自强生活

本报海口11月19日讯（记者宗
兆宣）一年一度的“双十一”，五花八
门的促销活动提升了商品销量，海口
明珠广场一商家就在“双十一”当天
开展了幸运抽奖活动。但让中奖者
没想到的是，自己幸运抽中了5折购
买平板电脑的二等奖，却发现所谓的
低价购物竟然高过了网上的实际购

买价格，感觉受骗的消费者愤而向省
政府综合服务热线12345投诉，最终
退回了购买款。

11 月 11 日，省政府综合服务
热线 12345 接到海口一位消费者
投诉，反映其在海口明珠广场1楼
的商铺参加“双十一”抽奖活动遭
遇欺骗。据消费者介绍，开展抽奖
活动的商铺宣传百分百中奖，抽到
的产品只需要平时 5 折价格购
买。自己幸运抽到了二等奖，商家

告知只需支付 1399 元即可购买华
为平板电脑。购买后自己到华为
线上商城进行查询，发现所购买的
平板电脑实际售价只要849元，而
当事商家拒绝退款。消费者认为
该商家属于虚假优惠，是欺骗性有
奖销售。

接到投诉信息后，海口市美兰区
工商局大英工商所执法人员立即赶
到现场，经核实消费者反映情况完全
属实。在工商人员协调下，当事商家

现场同意回收平板电脑，并退还了消
费者支付的1399元费用。目前工商
部门已对该商家展开深入调查，如确
定存在违法违规行为，将按相关法律
法规立案查处。

工商部门提醒，消费者一定要擦
亮眼睛，不要轻易相信商家开展的有
奖销售类活动。如果发现上当受骗，
可第一时间拨打12345热线或12315
热线进行投诉，工商部门将第一时间
进行处置，保障消费者合法权益。

消费者投诉遭遇商家“双十一”中奖骗局

中奖促销是假 实为高价骗售
百姓难题 政府帮忙

社会聚焦
■ 本报记者 良子 通讯员 杨佩瑜

购物后，骗子以网购退货、退款、
赔偿等为由实施诈骗，目前省内已有
多人受骗，海南省反电信网络诈骗中
心提醒，收到可疑客服电话或短信时
不要慌张，第一时间与网站官方客服
咨询确认。

海口市民黄女士11月2日网购
了52元的桂花饼，直到11月12日还
没有收到。她联系网上卖家，对方查
询后回复，快递公司弄丢了她的快
件，将重新补发。黄女士同意了。

11月13日下午，自称是快递公
司快递员的男子给黄女士打来电话
称，因弄丢了黄女士的快件，担心她
投诉，想个人双倍赔偿104元。黄
女士信以为真，但仍要求对方跟卖
家联系。男子表示，他之所以不联
系卖家，是因为程序比较复杂，而且
担心黄女士举报，这才直接与她联
系。除了双倍赔偿，他还会免费送
她一个双肩包。听信了男子的说辞
后，黄女士添加了对方提供的微信
号，收到一个二维码。男子称，要通
过快递公司财务部后台系统转账，
请她扫描二维码，并输入相关信息，
即可收到双倍赔偿。黄女士扫描二

维码后，进入一个网页。在男子的
提示下，黄女士在页面填写了自己
的姓名、网银账号、密码、手机验证
码等信息。黄女士填完信息后，又
应男子的要求，删除了之前收到的
二维码。就在她等赔偿到账时，却
收到银行卡账户里的8万元被转出
的信息，她顿时惊醒，自己上当了，
随后立即报警。

11 月 12 日，陈女士突然接到
一个电话。对方称是某知名购物
网站客服人员，说陈女士在该网店
购买的冰箱有质量问题，要退款给
陈女士。让陈女士到指定的银行
去操作进行退款。当晚，陈女士来

到附近的银行，按照购物网站客服
人员的提示操作，结果被骗了 1.8
万余元。

省反电信网络诈骗中心相关负
责人介绍，发生包裹丢失的情况后，
快递公司不会越过卖家，直接跟买
家联系，即使要赔偿，应向卖家赔
偿。就算对方要向她赔偿，直接通
过微信转账就可以，不应要求她填
写个人信息。

警方提醒，接到网购退货、退款、
赔偿等电话后，应第一时间与商家联
系核实，不要轻易泄露个人账户信
息，以免上当受骗。

（本报海口11月19日讯）

海口一女子索赔丢失快递被骗8万元
省反诈骗中心提醒：谨防网购退款退货诈骗

日前，海南电网公司海口供电局输电管理所机巡小组工作人员操作无人机，对海口市万绿园一座110kV明滨
线上的漂挂物进行清除。 本报记者 宋国强 通讯员 杨永光 摄

新招：无人机喷火作业
清除线路漂挂物

■ 本报记者 洪宝光 邓钰 特约记者 司玉

广州3箱粽子、海口5箱木薯……11月17日
上午，走进定安定城海岛乐电子商务中心，该店老
板吴忠儒正根据客户网上下单进一步核对，然后
打包填写好快递单号。

“每天都有几十单粽子等特产销售出去。”吴
忠儒说，自从回到定安创办企业以来，效果非常明
显，每年都有几千单产品销售出去，实实在在品尝
到走电商之路带来的实惠。

海岛乐电子商务中心只是定安发展电商的一
个缩影，目前全县已有200多家电商企业，全县
1-9月份电商销售额6407.22万元，较去年有大
幅度增长。

11月 16日中午，龙门镇物流配送站内，管
理员程作浩介绍，自从建设起物流配送站后，极
大方便了村民购物，更重要的是为村民节省了
不少成本。在2016年，定安电商下行交易金额
约5.7亿元。定安县商务局有关负责人说，据估
算，网购比传统采购可降低成本20%-30%，按
此推算，农村电商已帮助村民节约资金1.14亿
元以上。

定安县商务局局长柯敏表示，通过电商，每年
黄竹地区都有上万斤水果销售出去，全县电商带
动农产品销售突破亿元。

如今，定安每个镇都有电商，每个行政村都有
物流点，全县已建成物流站135个。

打开定安百美电子商务公司APP就可以选购
到红军米等定安特产，今年"双十一"，该公司就销
售了100多万元，创公司成立以来最大月销售量。

负责定安县电子商务公共服务中心运营的海
南青创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向家琼透露，经
过一年的培训，定安电商已打开全局，现在已有
333人实现互联网创业，146人开设农村淘宝服务
店、34人开设淘宝网店、251人开设微店，带动当地
村民和创业青年网上销售农副产品500多万元。

定安县粽子协会会长王沸健透露，今年以来
定安40%粽子是通过电商销售出去的，依托电商
销售额超过6000万元。

定安县委书记陈军表示，今后电子商务围绕
农业增效、助农增收的目标，积极构建农村电商经
营服务体系。10个乡镇建立了农村电子商务服
务中心，采取“实体+网络”、“线上+线下”的经营
模式，帮助解决农村农业生产资料买难买贵和农
产品卖难卖贱问题。

（本报定城11月19日电）

定安积极发展电商

生产资料和农产品“触网”
让老百姓得更多实惠

文昌国际海钓节
开幕
国内外千余名海钓爱好者参与

本报讯（记者王黎刚）2017海南
亲水运动季文昌国际海钓节19日在
文昌龙楼镇开幕。本届海钓节系列活
动包括海钓精英赛，还有千人放生、海
钓产业研讨会等配套活动，吸引了来
自全国各地的海钓精英和国内外千余
名海钓爱好者共同参与。

文昌市副市长符策万表示，文昌
具有得天独厚的海钓资源，是理想的
海洋钓场。2017海南亲水运动季文
昌国际海钓节的举办，将有助于提高
文昌城市知名度，力争将文昌逐步打
造成为世界海钓胜地。

拥有十几年丰富海钓经验的史晓
龙早早就报名参加海钓节的比赛。他
说：“这个季节在内地只能在冬钓大棚
过钓瘾，但在海南海钓，你在享受阳光
的同时，还能聆听大海的声音，实在是
一件很幸福的事。”

本届海钓精英赛共有20支参赛
队伍，每队3人，分团体总重量赛和团
体单尾重量赛，奖金总额高达12万
元。其中，团体总成绩前五名将分别
获得6万元、3万元、1万元、5000元、
5000元的奖励，单尾重成绩第一名将
获得1万元奖励。

“鸿雁”减弱为
热带低压
我省多地仍将降温降雨

本报海口 11月 19日讯 （记者
叶媛媛 通讯员王天巍 翁小芳）记者
今天从省气象部门了解到，今年第
25号台风“鸿雁”（热带风暴级）已于
今天14时在越南近海减弱为热带低
压。受“鸿雁”和冷空气共同影响，预
计明天琼岛多地仍将出现降温、降雨
和海上大风天气，公众要注意保暖，
适时添衣。

省气象台预计，20日，琼岛中部
和东部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
雨，北部地区有小到中雨、局部大雨，
西部和南部地区有小阵雨；最低气温
五指山以北地区18～21℃，五指山
以南地区19～21℃；最高气温五指
山以北地区21～24℃，五指山以南
地区24～27℃。

气象部门提醒，未来几天海南岛
将持续受冷空气影响，将出现降温及
明显降雨天气，体感变化明显，市民朋
友们须注意适时添衣保暖，防范降温
所触发的感冒等敏感疾病。

本报海口11月19日讯（记者丁
平）记者今天从慈铭（博鳌）国际医院
获悉，该院于11月17日试营业。试
运营的一期建筑面积约1.2万平方米，
床位数100张。

该院仅用56天完成主体建筑结构
封顶，用时1年零3天通过海南省卫生
卫计委专业医疗机构验审，是博鳌乐城
国际医疗旅游先行区内第一家通过海
南省卫生卫计委验审的专业医疗机构
医院（第一家慢病管理综合医院）。

据了解，慈铭（博鳌）国际医院位
于博鳌乐城国际医疗旅游先行区，占
地面积100亩，建筑面积7万平方米，
总投资10亿元，总床位数500张。医
院是首批获准入驻先行区的项目之
一，主要服务于国内外高端医疗旅游
及商务人群，是符合JCI（美国医疗机
构评审、国际联合委员会医院评审标
准）认证的、星级酒店式管理的“小综
合、大专科”国际化综合医院。

慈铭集团创始人韩小红博士介
绍，将紧密合作，通过不断的探索、磨
合、创新服务产品，建立起完善的医疗
服务模式和医疗支付体系，给海南和
全国人民带来更好的服务。

慈铭（博鳌）国际医院
试营业
主要服务国内外高端医疗
旅游及商务人群

本报海口11月19日讯（记者陈雪怡 通讯
员王妍馨 莫婷）11月17日，省国土资源厅召开
推进海南电网有限责任公司所属各单位历史遗
留土地产权确权工作动员培训会，旨在进一步
贯彻落实“三年行动计划”，解决南方电网海南
公司所属各单位历史遗留土地产权确权工作过
程中遇到的问题，力争完成今年90宗的年度任
务目标。

会上，海南电网法律部相关负责人介绍了
公司所属各单位历史遗留土地产权确权办理总
体情况及存在问题，并就下一步土地资产产权
证明补办工作提出建议。省国土资源厅相关处
室负责人对相关政策文件进行详细解读并答疑
解惑。

“推进电网历史遗留土地产权确权，是落实省
委、省政府加快‘五网’基础设施建设的必然要求，
是规范土地管理工作的重要举措。”省国土资源厅
相关负责人说，该厅将按照“依法依规、尊重历史”
原则，争取在2018年底前基本解决海南电网所属
各单位历史遗留土地产权确权问题。同时，省国
土资源厅还将严格按照政策规定办理土地供应手
续，及时做好土地规划调整，确保满足海南电网公
司的历史遗留土地调规指标需求。

省国土厅推进海南电网
历史遗留土地产权确权
力争明年底基本完成

11月15日上午，海南西部中心医院神经外科
重症室里，医生和护士们精心护理昏迷不醒的男
性无名氏病人(见上图）。

据了解，今年5月26日，儋州市交通警察将
一名昏迷不醒的无名氏急性开放性特重型颅脑
损伤者送到西部中心医院。当时，在没有家属陪
同又没有支付医疗费用的情况下，医院领导断然
决定：特事特办，全力抢救生命垂危病人！紧接
着，由王上桥、孙占玉、苏光昌、李金玲、王瑞瑞
组成的手术小组，对伤者施行左額颞顶开颅血肿
消除术。经过近3个小时的紧张工作，手术顺利
完成，术后病人生命体征正常但仍处于昏迷状
态。截至目前，尽管警察多方寻找仍找不到病人
家属，这位无名氏病人住院已达176天，医疗费
用超过30万元。 特约记者 吴文生 摄

海南西部中心医院
倾情救治无名病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