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省新闻 2019年12月25日 星期三
值班主任：蔡潇 主编：陈奕霖 美编：陈海冰A06 综合

■■■■■ ■■■■■ ■■■■■

谎称订购平板电脑

女子诈骗17万余元
获刑4年5个月

本报海口12月24日讯（记者邓
海宁 通讯员王娇）女子唐某英谎称需
要采购平板电脑，与商家订购平板电
脑150台，诈骗17万余元……近日，海
口市美兰区人民法院对此案作出一审
判决，以诈骗罪判处被告人唐某英有
期徒刑4年5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
3.5万元，责令被告人唐某英退赔被害
单位人民币17.4万元。

据了解，唐某英原为深圳某创科技
发展有限公司职员。2018年12月初，
唐某英到海口DC城，向被害单位海口
某丰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某丰公司）
谎称，海口中某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中某公司）向其采购150台平板电
脑，因其无货供应，想从某丰公司拿电脑
转卖给中某公司，某丰公司表示同意。

随后，唐某英持销售合同，以中某
公司的名义向某丰公司订购150台平
板电脑，约定每台平板电脑的价格为
人民币1235元，总价为人民币18.5万
余元。同月11日，某丰公司将150台
平板电脑交给唐某英。唐某英在签
收后，通过快递将电脑邮寄至深圳。

今年6月22日，唐某英经传唤到
案。经查，中某公司未订购过150台
平板电脑。经鉴定，涉案150台平板
电脑价值人民币17.4万元。

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唐某英
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以虚构事实、隐瞒
真相的方法骗取他人财物，共计价值
人民币17.4万元，数额巨大，其行为
已构成诈骗罪。

一特大盗销电动车
犯罪团伙被端

本报海口12月24日讯（记者邓
海宁 通讯员章鹏彪）12月20日凌晨，
海口市公安局秀英分局联合海口市公
安局相关部门出动80余名警力，在海
口、临高两市县十余个地点同时开展
抓捕行动，一举端掉一个特大盗销电
动车犯罪团伙，抓获犯罪嫌疑人20名，
破获盗窃电动车案件200余起，连夜
追缴被盗电动车17辆，彻底摧毁了这
个盗窃、运输、销售犯罪链条。

据了解，警方通过侦查发现，这个
团伙主要在海口地区实施盗窃，作案
时间大多在凌晨，地点一般选在街边、
酒店附近以及无人看管的停车场，盗
窃时分工明确，行动迅速。同时，该团
伙还实行盗销一体机制，盗窃得手后
的电动车被统一运至临高销赃。

为全力打击整治群众反映强烈的
盗窃电动车问题，海口市公安局秀英分
局成立专案组，迅速组织开展专案侦
查，梳理整合案件线索，海量调取甄别
视频监控，纵深挖掘案件线索，同时组
织警力顺线追踪、循线深挖，逐渐摸清
了这一长期盘踞在海口盗窃电动车的
犯罪团伙的成员结构、作案规律、销赃
渠道、藏匿窝点等情况。

目前，20名犯罪嫌疑人已被依法
刑事拘留。追捕在逃人员、追缴赃款
赃物等工作在紧锣密鼓进行中。

栽了！

本报海口12月24日讯（记者
马珂）12 月 20 日，历时 5 小时 40
分，动员近百名医务人员、多个科
室联合开展的我省首例双肺移植
手术在海南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
（以下简称海医二院）完成。23日，
患者郭先生（化名）转入普通病房，
生命体征平稳。据悉，肺移植技术
在我省的成功开展，将为海南矽
肺、肺纤维化等终末期肺功能衰竭
患者带来生的希望。

家住贵州茅台镇的郭先生今年
48岁，2016年，他开始逐渐出现气
促，当地医院诊断为慢阻肺，怀疑为
矽肺。2017年起，郭先生病情迅速
恶化，逐渐丧失了劳动能力，生活也

不能完全自理。
今年11月25日，郭先生在家人

的陪伴下来到了海医二院。仅仅等
待25天，12月19日，分配系统显示
广州出现了合适的供体，海医二院
肺移植团队在国内专家指导下迅速
启动相关程序。由于供体肺脏取出
后，必须在12小时内植入患者郭先
生体内完成移植手术，20日一早，当
广州的供体准备完毕，民航迅速开
辟器官转运绿色通道，以最快速度
运往海医二院。

20日上午 11时，供体抵达海
口。在国内著名器官移植专家、海
医二院院长王毅领导下，由国内著
名专家组成的手术组按照事先制定

的序贯式手术方案实施手术。2个
小时后，郭先生的左肺被顺利切除，
被修整妥当的左肺随即被移入胸腔
内。1小时内，患者的左肺支气管、
静脉、动脉被相继吻合。在确保左
肺承担起全部氧合功能后，手术团
队接着开始移植右肺。手术进行了
近6个小时，过程一切顺利。

术后第二天，患者拔除气管插
管，在康复治疗师的指导下下床活
动。23日，郭先生转入普通病房，目
前各项生命体征平稳。

“肺脏移植手术是器官移植中
最难的一种手术。”海医二院呼吸内
科医生陈兴峰介绍，成功完成手术
仅仅是开端，患者还需长达数月的

术后监控和调整。
据悉，2018年7月海医二院器

官移植科成立，在已取得肾脏移植
资质的基础上，2019年 10月又取
得肝脏、心脏、肺脏三大器官移植
国家资质，是海南省内唯一一家具
有国家器官移植资质的医院。自
器官移植科开设以来，海医二院已
先后派遣12名医护人员到国内外
进修学习，不断加强移植技术的人
才储备。

值得一提的是，此例双肺移植
手术的成功开展，一举填补了海南
省实体器官移植的空白，实现了新
突破，使海南肺移植患者无须再出
岛治疗。

我省完成首例肺移植手术
海南肺移植患者无须再出岛治疗

本报博鳌12月24日电（记者
刘梦晓）海南日报记者12月 24日
从博鳌乐城国际医疗旅游先行区
（以下简称乐城先行区）获悉，近
日，乐城先行区内的相关医疗机构
成功为一名内耳严重畸形的重度
耳聋患儿实施超高难度的定制电
极人工耳蜗植入手术。这是乐城
先行区医疗机构实施的首例超高
难度定制性人工耳蜗植入手术，已
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据了解，本次接受手术的患儿

小宇（化名）是15个月大的男孩，出
生后对声音反应差，无法学习语言，
小宇爸妈为此感到非常心疼和焦
急，带着小宇先后奔波于国内各大
医院，咨询了很多专家。由于小宇
内耳严重畸形，手术难度很大，风险
极高，加之国内还没有针对这类严
重畸形手术的特殊人工耳蜗电极型
号，手术迟迟没法进行。

相关医疗机构专家介绍，小宇
罹患的这种内耳畸形，是先天性内
耳畸形中极为严重的一种，常规人

工耳蜗电极无法精准对接该患儿
的听觉神经感受器，只能通过定制
特殊类型电极才能实现最佳康复
效果。

乐城先行区依托“国九条”政策
可以直接引进使用小宇所需要的进
口耳蜗产品。在欣喜地获知乐城先
行区可以从国外直接引进适合孩子
手术的人工耳蜗型号后，小宇父母立
马在乐城先行区进行申请，小宇很快
接受了手术。

据悉，本次手术使用的是奥地利

MED-EL 人工耳蜗 FORM24 型
号，很好地解决手术中的难题，让患
者能最好最快康复。海南日报记者
了解到，过去，由于技术的限制，人工
耳蜗多为常规型号，对特殊耳蜗畸形
并未提供特殊定制电极。随着人工
耳蜗植入在全球的广泛使用，很多
内耳严重畸形的患者也强烈要求植
入人工耳蜗改善听力，奥地利
MED-EL人工耳蜗公司创新设计
出特殊定制电极，很好地解决了耳
蜗严重畸形手术的难题。

依托“国九条”政策引进定制器械，提供更精准治疗

乐城首例超高难度人工耳蜗植入手术完成

明年1月份海南小客车
摇号指标提前投放至本月
明年2月份正常摇号

本报海口12月24日讯（记者良子 特约记
者周平虎）12月24日，海南省小客车保有量调控
领导小组办公室发布了关于取消2020年1月份
海南省小客车摇号公告。

据介绍，2020年 1月份的摇号时间处于春
节假期期间（1月26日为正月初二），由于每期
摇号要随机邀请12名群众代表现场参与见证摇
号工作，为不影响大家正常放假，省小客车保有
量调控领导小组办公室决定取消1月份摇号工
作。将2020年1月份的小客车指标提前投放到
今年12月份指标配置数中。2020年2月份正常
举行摇号。

海南大学外国语学院打造“公共外交+”实践育人平台，培育优质外语人才

把海南故事讲给世界

本报海口12月 24日讯 （海报
集团全媒体中心记者任桐 实习生
张录雪）2019（第三届）海南籍岛外
创业精英峰会暨“琼籍人才”返乡
恳谈会将于 12 月 27 日在海口举
行。届时，来自海内外的海南籍创
业精英人士将齐聚一堂，为海南自
贸港建设出谋划策、为家乡发展建
言献智。

本届海南籍岛外创业精英峰

会暨“琼籍人才”返乡恳谈会以“返
乡 汇智 创新 共享自贸港发展新
机遇”为主题，将采取主旨演讲、圆
桌论坛、项目发布、投资考察、座谈
交流、媒体互动的方式，开展创新
创业分享和乡情联谊交流。本次
峰会的圆桌论坛环节将围绕“如何
创新共享海南自贸港发展新机
遇？”的主题展开，邀请多名海南籍
创业精英现场分享创新创业故事

与经验。
本次峰会可谓“大咖”云集，截

至目前共有 37名海内外创新创业
精英确认参会。其中将有 4 名嘉
宾作主旨演讲，分别是中国社会科
学院投融资研究中心副主任、中国
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副研究员
陈经伟，Base FX 副总裁、中国影
视后期产业联盟副理事长谢宁，腾
讯公司法务总监、法学博士王小

夏，以及瑞典查尔姆斯理工大学终
身教授、交互设计专业国际知名学
者陈芳。

本次峰会由省委人才发展局、省
委统战部主办，海口市科工信局、海口
市江东开发办公室支持，南海网、海南
南海网人力资源开发有限公司、海南
互联网+众创中心、海创客网承办。

活动当天，南海网将对峰会进
行图文直播报道。

2019海南籍岛外创业精英峰会暨“琼籍人才”返乡恳谈会将于本月27日举行

“琼”尽智慧助力海南自贸港建设

我省明年将选拔30余名
英语教师赴新加坡研修

本报海口12月24日讯（记者陈蔚林 特约
记者韩小雨）海南日报记者12月24日从省教育
厅获悉，2020年中小学英语教师新加坡研修项目
人选推荐选拔工作已经启动。2020年，我省将选
拔约35名英语教师参加研修。

据悉，具有英语专业教师资格且近3年在我
省承担中小学英语教学工作，具有国民教育系列
英语专业本科及以上学历，或具有全国大学英语
考试六级合格证书（或425分以上），并具备良好
的英语听力及口语表达能力的50岁以下（含50
岁）教师可以申请参加研修。

项目研修人选优先从英语特级教师，省、市县
级历届英语学科带头人、骨干教师，卓越教师工作
室、名师工作室主持人及骨干成员，历届省课堂教
学评比一等奖获得者中产生。具备硕士学位的符
合基本条件人员优先安排。

需要注意的是，曾参加过新加坡南洋理工
大学（新加坡国立教育学院）学历教育、淡马锡
基金培训、本项目2018年、2019年培训计划等
出国培训项目的教师暂不列入本次推荐选拔
范围。

报名方式可登录省教育厅网站查看。

我省启动2020年
高职专科升本科招生工作
报名时间为明年1月3日至7日

本报海口12月24日讯（记者陈蔚林 特约
记者高春燕）省考试局12月24日发布通知，我省
2020年高职专科升本科招生工作已经启动，网上
报名时间为2020年1月3日至7日，逾期不再受
理。考生可登录省考试局网站（http：//ea.hain-
an.gov.cn/），进入专升本报名系统报名。

省考试局提醒，我省普通高等学校普通高职
专科层次的2020年应届毕业生和我省生源在省
外普通高等学校的普通高职专科层次的2020年
应届毕业生均可报名参加高职专科升本科考试，
但在正式录取前，须取得全国计算机等级考试一
级（含）以上合格证书。

此外，报考海南医学院“退役大学生士兵”专
项计划的考生，应为高职专科院校学生应征入伍
退出现役，且符合2020年高职专科升本科考试报
考条件。考生报名时应选择填报退役大学生士兵
专项计划，并按要求填报本人入学信息以及入伍、
退役等相关信息。

各专业招生人数和考试科目安排等信息可登
录省考试局网站查看。

本报海口12月24日讯（记者计
思佳）12月24日，“德耀椰城”第七届
海口市道德模范暨2019年“海口好
人”颁奖仪式在海口广播电视台举
行。温且木等19人荣获海口市道德
模范荣誉称号，张冰洁等21人荣获

“海口好人”称号。
此次评选活动选出乐于助人的

餐厅老板温且木、孤守大坝40年的
张黑弟、坚持志愿服务的小学教师梁

友等、病发昏迷前踩出关键一脚刹车
的公交车司机陈海东等19人为第七
届海口市道德模范。被省残联聘为

“爱心大使”的王文锋、海里救人的小
区物业主管符如家、拾金不昧的环卫
工人冼少玉等21人获评2019年度

“海口好人”。一个个平凡的名字，一
串串感人的事迹，彰显了新时代海口
人的精神力量。

海甸岛帕尔哈提餐厅负责人温

且木常年坚持扶贫济困，每个月都给
马大姐、吴桂全、陈阿婆等3户贫困
家庭送温暖。颁奖仪式现场，一张写
有“谢谢您”几个大字的信被主持人
送到了温且木的手中。这是马大姐
握着患有精神疾病的女儿月月的手
写下的，表达了她心底的感谢之情，
也感动着现场的所有人。

据介绍，自2007年以来，海口市
委宣传部、市文明办、市总工会、团

市委、市妇联、市双拥办每两年评选
一届海口市道德模范，每年度评选
一次“海口好人”。挖掘出了一批传
承中华美德、体现时代精神的道德
模范和海口好人，进一步宣传弘扬
道德模范、身边好人的感人事迹和
高尚品德。

本次活动由海口市委宣传部、市
文明办、市总工会、团市委、市妇联、市
双拥办主办，海口广播电视台承办。

2019年海口道德模范和“海口好人”揭晓

国乒首次来琼冬训
本报讯（记者王黎刚）海南日报记者从海南

体育职业技术学院获悉，国家乒乓球队近日抵达
该校进行封闭式训练，备战2020年世界乒乓球团
体锦标赛和东京奥运会。这是国家乒乓球队第一
次来海南冬训。

据了解，在海口冬训的球员，包括了球迷们耳
熟能详的马龙、樊振东、许昕、丁宁、刘诗雯、陈梦、
孙颖莎等。据悉，国乒将在海南体职院训练10天
左右，随后，国乒将飞赴深圳，进行直通赛。

据悉，国乒此次来海南冬训，除了海南冬季气
候舒适外，也和海南体职院在后勤保障、球馆设施
等方面做了精心的准备有很大关系。

省社保服务中心（省医保服
务中心）挂牌成立
统一整合我省社保医保经办服务资源

本报海口12月24日讯（记者李磊）12月24
日上午，省社会保险服务中心（省医疗保险服务中
心）在原省社保局办公地址挂牌。

据悉，省社会保险服务中心由原省社会保险
事业局更名，加挂省医疗保险服务中心牌子。省
社会保险服务中心（省医疗保险服务中心）作为省
政府直属的省级社保医保经办机构，业务上分别
接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省医疗保障局的
政策指导、管理和监督。主要职能为贯彻落实国
家和我省有关社保医保的方针、政策、法律、法规，
做好养老、医疗、工伤、失业、生育等各险种的经办
管理和服务工作。

省社会保险服务中心（省医疗保险服务中心）
相关负责人表示，中心挂牌后，将实现全险种服务
覆盖，把社保医保惠民政策落实好，服务好参保群
众，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为加快推进海南自贸港
建设贡献新的力量。

副省长王路出席挂牌仪式。

判了！

■ 本报记者 陈蔚林
通讯员 闫治 王一钦

语言是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
为适应海南自贸区、自贸港建设需要，
省政府专门印发方案，要求全面提升
公民外语水平，提升公民外语文化素
养和跨文化交际能力。

紧跟时代步伐，海南大学外国语
学院充分发挥学科优势，积极构建“公
共外交+”实践育人平台，为给海南输
送公共外交视野下的优质外语人才打
下了坚实基础。

日前，该学院组织的海南大学“一
带一路”公共外交调研团，荣获2019
年全国大中专学生志愿者暑期“三下
乡”社会实践活动“优秀团队”称号。
调研团将外国民众对中国的期待带了
回来，也将海南故事、中国故事讲给了
世界。

公共外交+课程
增强学生文化自信

海南大学外国语学院院长金山告
诉海南日报记者，党中央、国务院赋予

海南建设自贸区、自贸港的重大历史
使命。习总书记“4·13”重要讲话发
表后，学院党委迅速启动大学习大研
讨大落实活动，组织全院师生结合本
专业教学和科研工作实际开展调查评
估，调整办学定位，修订培养方案和课
程大纲。

“经过研讨，‘培养创新意识高、实
践能力强的应用型、复合型外语人才’
成为我们的办学目标；提升学生跨文
化交际能力和多元文化素养，就是我
们的努力方向。”金山举例，为了增强
学生文化自信，学院开设了“海南地域
文化”“中国传统文化概论”“公共外交
与跨文化传播”等课程，让学生在了解
和认同本国、本地区文化的前提下，争
当中外文化交流使者，讲好中国故事、
海南故事。

为了实现“浸入式”教学，该学
院还将第一课堂与第二课堂有机结
合，开展了外语演讲比赛、外语配音
大赛、外语主持人大赛等丰富多彩
的文化活动。海南大学外国语学院
学生王丹辰对“话剧之夜”活动印象
深刻：“我们把‘愚公移山’等故事改
编成话剧并用外语演绎，一方面提

升了语言应用能力，一方面向观看
话剧的外教和留学生们传播了中国
文化。”

公共外交+实践
带动中国文化“走出去”

海南大学外国语学院学生传播中
国文化的范围在不断扩大。

连续4年，该学院都组织学生开
展社会实践活动，赴英国、泰国、越南、
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等国家，围绕

“中国形象”“‘一带一路’倡议认可度”
等主题进行调研，同时宣传新中国成
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取得的伟
大成就和海南自贸区、自贸港建设的
最新成果。

海南大学外国语学院学生高舒娟
今年7月在泰国调研时，每天都有可
喜收获：“我们能感觉到当地民众对

‘一带一路’倡议的肯定，对中国负责
任的大国形象的认可。在他们对中国
人的评价中，‘坚韧’‘勤劳’‘踏实’等
词语高频出现。”

曾响应国家汉办号召，到澳大利
亚担任汉语志愿者的海南大学外国语

学院学生杨婧说，随着中国国际地位
的提高，越来越多外国民众对中国产
生向往，“跟我们学习汉语的人群不断
扩大，他们对中国传统文化都非常感
兴趣，乐于体验书法、扬琴、葫芦丝等
中国文艺。我还网购了一批木偶，给
当地小学生排演《西游记》经典片段，
他们非常喜欢。”

公共外交+服务
为自贸港建设作贡献

海南日报记者注意到，在近些年
海南举办的博鳌亚洲论坛年会、“一带
一路”媒体合作论坛、海南岛国际电影
节等重要国际会议和活动中，不时可
见海南大学外国语学院学生的身影。
在这些活动中，他们常要“一对一”地
全程服务外宾。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们代表了
中国新时代大学生的形象。”海南大学
外国语学院学生汪祎说，每次参加此
类活动，大家不仅要苦练外语，熟记活
动信息，还要“恶补”海南乃至中国经
济社会发展的最新成果，以便随时介
绍给外宾。

令他们欣慰的是，外宾不仅对他
们的服务表示满意，也对海南乃至中
国的发展感到惊叹。杨婧记得，一位
来琼参加中非农业合作论坛的外宾从
机场到酒店的路上全程用手机录像，
不停赞叹：“海南的发展真是日新月
异，有太多做法值得我们学习，太多领
域可以开展合作！”

海南大学外国语学院党委书记黄
丽芹介绍，学院将服务社会的理念贯穿
于人才培养全过程。一年多来，学院先
后派出师生，到陵水等市县、海南省律
师协会等机构、海南马自达等企业、乐
东佛罗中学等学校开展实用外语培训
或外语支教活动，为全面提升公民外语
水平助力。

“目前，学院在英语、俄语、日语专
业之外，还开设了缅甸语、越南语、印
尼语等小语种课程，鼓励学生选修第
二外语，积极参与海南与‘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与地区的合作与交流工作。”
黄丽芹表示，接下来，学院还将不断完
善课程大纲和人才培养方案，鼓励师
生更多地为加快推进海南自由贸易港
建设作贡献。

（本报海口12月24日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