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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叶媛媛 通讯员 张博

“6月21日。今天上午，多位爱
心人士给我们带来了食用油、水果、面
条，他们还购买了我们5斤百香果，共
150元。中午我用这150元请大家吃
了顿大餐，大家都很开心！”

“1月28日。今天是大年初四，
虽然是过年，但现在还是特殊时期，我
们不能外出。大家一起响应政府号
召，在基地里‘死守阵地’。”

……
一页页日记，记录定安退休民警

李国超的日常，也记录定安县残疾人
扶贫基地的成长史。从2006年至今，
李国超用无私的爱与奉献，让当地近
50名残疾人士接受免费的托养康复
服务，不少人因此获得独立生活和生
存的能力，重新融入到社会。

抵押房产创办训练中心

李国超和残疾人扶贫基地的故
事，要从1987年的一个深夜说起。那
夜，李国超年仅2岁的大儿子李庆胜
突发高烧，而此时他正出警在外。由
于送医不及时，耽误了孩子的治疗，李
庆胜从那时起就成了智力残疾人。这
件事让作为父亲的李国超愧疚了一辈

子，也让他在帮扶残疾人这件事上坚
持了一辈子。

扎针、喝药……他为孩子试尽了
办法，但效果都不明显。本以为儿子
这辈子只能这样了，2006年，一堆废
弃的康复器材让李国超重新燃起了希
望，他第一次动起了这个念头：创办一
间残疾人康复训练中心。

创办的过程，并不像想象中那样
容易。光是找地、租地，就花了他小半
年。难的还不只是租地，经费也是个
大问题。为了凑够修建中心的钱，李
国超偷偷把房子拿去抵押了，还跟朋
友借了好几笔。妻子知道后不理解，
跟他大吵了一架。就这样东拼西凑，
好不容易筹到了5万块，建到一半又
发现资金不足，没法封顶了。李国超
当时也会感到委屈，“想做好这件好
事，怎么就这么难？”

委屈归委屈，李国超还是咬着牙
解决问题。没钱封顶，他就找来一块
块红蓝条塑料膜盖上。基础条件不
好，那就每个月攒钱慢慢完善。为了
集中精力办好训练中心，他还提前办
理了退休，放弃了自己热爱的岗位。

在创办康复训练中心的过程中，
李国超接触到很多和他一样的智力残
疾人家庭，他们和他一样，也在为自己
孩子的“出路”发愁。

“我有固定工作，吃穿不愁。可他
们还有很多是贫困户，一年一共才挣
一两千块钱，这样的家庭怎样才能找到

出路？”李国超说，自己创办康复训练
中心的初衷，是为了帮助儿子康复。
可坚持下去的源源动力，来自于让这
些残疾人拥有活下去的本事，让这样
的家庭有从贫困中走出去的勇气。

苦心摸索为残疾人搭建平台

李国超开办康复训练中心的消
息传开了。一个又一个智力残疾人
被家人送来，接受免费的康复训练。

为了帮助大家恢复运动能力，李
国超时常蹲跪在地上，握着残疾人的
脚踝，抬起、放下、再抬起、再放下，一
遍遍教。教完这个又到下一个，如此
交替，日复一日。从吃饭到倒饮料，从
走路到握东西，这些平常人轻而易举
就能完成的小事，在智力残疾人身上
需要反复地教，耐心地教。有时候需
要一年、两年，有时候需要三年，甚至
10年。

每个残疾人情况不同，李国超自
己找来资料，天天埋头苦读，按着书上
说的摸索规律，根据个体琢磨办法。
下肢残疾的阿波过去只能在地上爬
行，常常被人欺负。来到训练中心的
第一天，李国超就给阿波做了一个支
架，让他能堂堂正正地站立行走。

李国超说，其实自己也无数次想
放弃，但最终还是坚持下来了，感到
委屈、疲惫时，也只是休息一会继续
回去教。

几年下来，眼看着不少残疾人身体
有所好转，李国超又发起了“新”愁。“光
是康复身体，还是不能让他们在社会上
立足啊！”李国超真正想做的，是“康复”
他们的学习技能、回归社会的能力。

他很快又想到了办法——2009
年，他创办起残疾人扶贫基地，带着残
疾人一起养猪、养鸡、养鹅，种植蔬菜，
让他们接触自然，接触新鲜事物，在力
所能及的劳动中既能强健身体，又能
获取就业技能。

不仅如此，他还教大家写字、做
饭，按照个人兴趣制定“种植养殖学习
计划”。有的人学养牛，有的人学养
猪，还有的人研究各种瓜果、蔬菜……

“超哥（李国超）还经常自掏腰包，带我
们到外面旅游。”残疾人王道德跟海南
日报记者分享游玩经历，他们曾去过
三亚、海口、琼海等地，去过很多5A
级景区，还住过各式各样的酒店。

在李国超看来，社会才是智力残
疾人最好的“疗养院”，只有多接触社会，
他们才有勇气面对社会，最终在社会上
立足。“我还想给他们搭建更大的康复
平台，这个平台不局限在我们基地。”

再难也想和他们一起走下去

经过十多年的训练，一名名残疾
人在基地获得了生活自理、就业生存
的能力。他们当中，有的在家养殖家
畜，有的在城区里给别人打工，大家以

不同的方式融入了社会。
残疾人莫超春在基地学会了养牛

技术，挣了好几万块钱；莫少胜参加了
爱心互助社团，用行动力所能及地回
馈社会；苏大雄在家养猪挣了钱，如今
正准备扩大养殖……还有20多名残
疾人生活在基地里，他们互帮互助，成
为彼此的“家人”。曾经在外流浪的符
海波说：“大家都很感谢超哥，要不是
他，我们过不上这么好的生活！”回想
起这些“甜”，李国超总会说，“这是自
己这辈子最大的骄傲。”

其实，这些年来，李国超还经历过
不少坎坷。为了维持康复中心和残疾
人扶贫基地的运营，李国超把自己每
月工资、大儿子的低保全都搭了进去，
从未向残疾人及他们的家人收取分
文。手头有了闲钱，他就给大家买种
苗，有了收成他就让大家自己拿去卖，
自己分文不收。他不好意思地对海南
日报记者说，自己也是“月光族”。“虽
然这条路走下去还有很多困难，但既
然选择了，我就会和他们一起走下去
……”李国超动情地说。

如今，金桔、百香果、柠檬、芒果、椰
子树、波罗蜜……各式各样的水果汇聚
在李国超的扶贫基地，让这里成了一片

“百果园”。李国超已经64岁了，他说，
现在就希望果园里的椰子树快快长大，
今年猪圈里的猪崽能养到50头，他们
各自的主人来年能收入更多。

（本报定城8月24日电）

定安退休民警李国超为智力残疾人无私奉献14年，不少人重新融入社会

“这是自己这辈子最大的骄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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琼海开展打击
非法烟熏槟榔行动

本报嘉积8月24日电（记者刘
梦晓 通讯员里艺）8月23日晚，琼海
市环保局、综合行政执法局、万泉镇等
单位联合在该市万泉镇开展夜间突击
检查非法烟熏槟榔行动。

在位于万泉镇博山村委会的新发
槟榔加工厂内，检查组仔细检查其烘
烤槟榔作业流程、污水排放、环保检测
报告，发现这家槟榔加工厂仍存在烟
熏槟榔的不法行为，检查组责令其立
即对违法操作行为进行整改。

在万泉镇文南村，检查组发现一
处曾被拆除过的传统烟熏槟榔加工点
再次砌起炉灶进行烟熏槟榔加工。执
法人员当即将其拆除。

本报海口8月24日讯（记者王
玉洁 实习生余力铭 通讯员李红波）
8月24日起，南航启动第三批转场大
兴机场工作，计划往返北京的44个
国内航班转至北京大兴国际机场（以
下简称北京大兴机场）运行。

此次转场的国内航班主要涉及
新疆、东北三省、湖南方向，包括大
兴⇌乌鲁木齐，大兴⇌长春，大兴⇌

沈阳、大兴⇌哈尔滨、大兴⇌长沙，
大兴⇌乌鲁木齐⇌库尔勒、大兴⇌
乌鲁木齐⇌伊宁、大兴⇌长沙⇌张
家界等航班。至此，乌鲁木齐、沈
阳、哈尔滨、长春、长沙等地往返北
京的航班全部转场到北京大兴机场
运行。

值得一提的是，从今年 4月开
始，南航海口、三亚往返北京首都国

际机场的航班也已转场至北京大兴
机场。

此次转场后，南航广州、深圳、成
都、昆明四地往返北京的航班仍将维
持北京首都和大兴两个机场运行。
南航提醒，北京往返广州、深圳、成
都、昆明的旅客在购票及出行时要留
意机场信息，避免走错机场。

为方便旅客，转场期间南航在

北京首都机场和北京大兴机场分别
设立误走旅客服务柜台，设置相应
标识，工作人员将协助旅客优先乘
坐机场交通工具，优先值机、通过安
全检查。此外，南航还在北京大兴
机场率先启用无线射频行李条，实
现行李全流程跟踪，旅客可通过
App、微信等实时查询托运行李的
行踪。

万宁整治农村乱占滥用
耕地建房问题

本报万城8月24日电 （记者袁宇）8月 24
日，海南日报记者从万宁市政府相关部门获悉，为
遏制农村乱占滥用耕地建房行为，该市将在全市
范围内开展农村乱占滥用耕地建房问题整治工
作，坚决打击相关违法行为。

据悉，该市将在全市范围内开展整治行动，
任何单位和个人未经批准，不得占用耕地进行
建设。对顶风作案的新增乱占滥用耕地建房行
为，发现一起拆除一起。同时，所有未经审批占
用耕地动工建设的，必须立即停止建设行为，接
受处理。

万宁市政府相关负责人介绍，对拒不停止违
法行为继续进行偷建、抢建、强建的，将依法强
制拆除，同时还将对拒绝纠正违法用地和违法建
设行为，以暴力、威胁等方式抗拒执法部门依法
履行职责的违法人员，由公安机关依法予以严厉
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对支
持、参与、包庇、纵容、串通非法买卖土地、违法
占用滥用耕地建房的国家公职人员，从严追究相
关责任。

海口秀英区今秋新增
5所幼儿园2所学校
可新增学位8180个

本报海口8月24日讯（记者计思佳 实习生
王俊乐）海南日报记者8月24日从海口市秀英区
教育局获悉，该区加快7个教育项目建设，确保今
年秋季投入使用，7个教育项目建成后可增加
8180个学位。

据了解，秀英区7个教育项目有新海学校、康
安学校、新海幼儿园、康安幼儿园、海口时代幼儿
园、秀英区金集幼儿园、秀英区溪南幼儿园。目
前，各个教育建设项目正有序推进。

据介绍，秀英区金集幼儿园整体形象进度完
成95%，室外工程完成60%；海口时代幼儿园整
体形象进度完成99%，室外工程完成98%；秀英
区溪南幼儿园主体已封顶；海口康安学校中小学
部，装饰装修、机电安装、室外工程均已完成，康安
幼儿园装饰装修、机电安装已完成，室外工程正在
收尾施工。

秀英区相关负责人表示，将全力推进教育项
目建设，在保质保量的前提下，组织施工方抢时
间、赶进度，确保学校、幼儿园今年秋季投入使用。

五指山市开展
校外培训机构整治行动
10家培训机构被要求停办

本报五指山8月24日电（记者谢凯 特约记
者刘钊）海南日报记者从五指山市教育局获悉，该
市教育局联合公安局，对市区一批校外培训机构
开展集中整治行动，进一步规范该市校外培训机
构合法有序开展办学活动。

据了解，本次整治行动共检查校外培训机
构12家，对10家没有取得办学资质的培训机
构采取了停办措施。整治行动检查组按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海南省校外培
训机构管理办法》《海南省校外培训机构设置标
准（暂行）》要求，对存在未取得教育行政部门
审批的办学许可证、安全隐患、师资聘任不合
法、收费管理不合规等问题的培训机构违规行
为进行了检查，对不合规的培训机构开出停办
通知书；对具备办证条件未办证的，引导其办
证；不符合办证条件的，责令其停止办学并退还
培训费用。

下一步，该市将协调教育、公安、卫生健康、消
防等部门，严格按照“审批一批、整改一批、取缔一
批”的原则，重拳打击无证办学行为，对拒不配合
的，依据相关法律法规追究其法律责任，切实巩固
整治成果，引导校外培训规范有序发展。

本报海口8月24日讯（记者张
期望）近日，海口市住建局发布《海口
市存量房网上交易规则》（草案），并向
社会公开征求意见。草案明确，今后
存量房（亦称“二手房”）网上交易可通
过存量房网上交易管理系统在房地产
中介机构门店等地签订存量房电子买
卖合同，生成交易信息登记编号，并打
印、签署、备案合同文本。

草案明确，存量房是指海口市行
政区域内国有土地上已购买或自建并

取得不动产权证（或房屋权属证书）的
房屋。今后存量房将通过存量房网上
交易管理系统签订存量房电子买卖合
同，生成交易信息登记编号，并打印、
签署、备案合同文本。海口市房屋交
易与产权管理中心是本市存量房网上
交易监管机构，负责全市存量房网上
交易监管工作。

产权人、购房者自行成交的可选
择在海口市房屋交易与产权管理中心
窗口或金融机构服务点自助交易终端

上办理存量房网上交易；存量房买卖
双方当事人通过房地产中介服务机构
撮合成交的，可在其门店或者办公场
所通过存量房网上交易管理系统办理
手续。

存量房网上交易管理系统可提供
房源核验、购房资格审核、发布房源信
息、签署中介服务合同、签署并打印备
案存量房交易合同、交易资金监管等
服务。产权人、购房者通过实名认证
核实身份后方可使用存量房网上交易

管理系统。房地产中介服务机构在海
口市房屋交易与产权管理中心备案，
签署书面承诺，取得授权后方可使用
存量房网上交易管理系统。

产权人自行发布房源信息，通过
存量房网上交易管理系统提交，经海
口市房屋交易与产权管理中心审核，
取得房源核验码后方可在系统上挂牌
交易。产权人应当对自行发布房源信
息的真实性、合法性、有效性负责，并
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通过存量房网

上交易管理系统签订存量房买卖合同
后，在完成交易过户前或者存量房买
卖合同未撤下的，不得再通过存量房
网上交易管理系统签订以该存量房为
标的的买卖合同。

产权人、购房者委托房地产中介
服务机构的，产权人应当向房地产中
介服务机构、购房者如实反映房屋共
有、抵押、租赁等权属情况，确保房屋
不存在禁止转让的情形。购房者应当
具备符合相关政策规定的购房资格。

海口拟出台存量房网上交易规则

二手房交易可在门店实施网签

海口“椰城警民通”又添便民新功能

身份证照片可一键检测上传
本报海口8月24日讯（记者邓海宁 通讯员

张天坤）8月24日，海南日报记者从海口市公安
局获悉，海口警方微信公众号“椰城警民通”又添
新功能，该平台的身份证照片一键检测上传功能
已于近日上线。

据介绍，市民群众可先在照相馆拍摄身份证
标准原片，之后把原片传输到手机上，在“椰城
警民通”的“特色服务”板块选择“照片检测”，即
可对拍摄的身份证照片在线检测，检测合格后系
统会自动生成唯一的条形码及序列号，市民到办
证中心或派出所身份证业务受理窗口出示条形
码和序列号即可办理居民身份证业务，不再需要
提供刻录光盘。

“我们上线运行这一新功能后，一周以来已经
有2200余人在线检测和上传了身份证照片。”海
口市公安局户政处负责人告诉海南日报记者，身
份证照片要求标准高，身份证相关业务因照片检
测不合格的驳回率也高，对此，海口市公安局专门
优化和设置了“椰城警民通”照片检测上传功能，
户籍窗口民警输入市民提供的序列号即可线上提
取已检测合格的证件照片，不再需要市民提供刻
录光盘，市民也不需要再到办证中心或派出所扎
堆排队拍照。

此外，申请人5年内（未满16周岁2年内）在
海南省公安机关办理过二代居民身份证，现申请
居民身份证丢失补领、损坏换领、登记项目更正
换领业务，可以选择沿用原二代身份证制证照
片，也可选择上传新照片。

8月24日，在海南凤凰新华出版发行有限责任公司物流配送中心，工作人员正在打包教材。
新学期开学临近，海南凤凰新华出版发行有限责任公司与教材承印企业紧密配合，保障2020年秋季中小学教材“课

前到书”。由于今年中小学开学时间推迟到9月7日，在做好疫情防控的前提下，海南凤凰新华出版发行有限责任公司预
计8月31日前完成“课前到书”任务。 本报记者 袁琛 摄

“课前到书”
课前到位

南航44班国内航班转场至北京大兴国际机场
海口三亚往返北京航班已转场至大兴机场

海南打响命案积案
攻坚行动
告破一起积压28年命案

本报海口8月24日讯（记者良
子 通讯员菅元凯）8月24日，记者从省
公安厅获悉，为切实完成好省委扫黑除
恶清零攻坚战役的工作要求，强力推进
全省公安机关命案积案攻坚行动。一
起积压28年之久的命案宣布告破。

近日，澄迈县公安局抽调20名精
干警力，成立侦破命案积案攻坚小组，
对澄迈长安“1992.08.10”命案开展侦
查工作。参战民警奔赴各市县逐一核
查线索情况，多次深入案发地开展宣
传发动工作，并发布悬赏通告，鼓励动
员群众积极提供案件线索。通过近一
个月的侦查，案件情况基本摸清，涉案
人员基本查实。

日前，在省公安厅的大力支持下，
澄迈县公安局抽调多警种共百余名警
力奔赴全省各地对涉案人员形成全包
围态势。多地抓捕组同时开展集中收
网行动，成功将包括徐某雄等主要犯
罪嫌疑人在内的13名犯罪嫌疑人抓
获归案。在警方强大的审讯攻势下，
徐某雄等犯罪嫌疑人对使用刀、棍等
凶器砍打受害人王某章致其死亡，并
殴打王某业、王某致其二人受伤的犯
罪事实供认不讳。至此，这起积压28
年之久的命案宣布告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