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巡查巡查，，保障保障““三沙三沙22号号””顺利出港顺利出港

本报讯（记者连蒙 通讯员陈恒）8 月
20 日下午，“三沙 2 号”轮从清澜港顺利驶
出开往三沙永兴岛，这是该轮三沙航线首
航，标志着三沙后勤补给又添新力量。清
澜海事局多措并举，保障“三沙 2 号”顺利
出港。

据了解，为保障“三沙 2 号”轮安全
顺利出航，清澜海事局多措并举：提前
开展船旗国监督检查，对船舶设备、船
员 实 操 以 及 体 系 运 行 等 进 行 检 查 ，为

“三沙 2 号”轮做好全面“体检”，确保船
舶安全；开展船舶开航前检查，检查船
舶载运车辆绑扎系固和船员配备情况，
核查安检问题整改情况，坚守问题不整
改船舶不开航红线，杜绝安全隐患。开
展船舶出港护航工作，针对清澜港航道
单向通航和进出渔船众多情况，清澜海
事局派出海巡执法艇开展航道巡查，及
时驱离占用航道渔船，保障“三沙 2 号”
顺利出港。

三沙后勤补给新锐“三沙2号”首航，清澜海事局全力提供保障

全面“体检”确保安全

琼海交警对李某进行酒精含量吹气检测琼海交警对李某进行酒精含量吹气检测

本报讯（记者郭彦 杨晓晖 通讯员王敬
雄 文静）8 月 20 日，琼海一男子因涉嫌无证
驾驶且饮酒后驾驶机动车到琼海市公安局交
通管理大队接受处罚。

据了解，7 月 26 日 21 时 42 分许，该大队
执勤人员在嘉积镇金海路金柜 KTV 前路段
设卡开展酒驾夜查整治行动，例行检查至车
号牌为贵 J5B8XX 的小型轿车时，发现驾驶人
李某（男，39 岁，琼海人）身上明显带有酒
气。当执勤人员要求李某出示相关证件时，
李某拒绝提供。执勤人员立即要求李某下车
接受检查，并对其进行酒精含量吹气检测。
经检测，李某的酒精吹气值为 84.1mg/100ml，
涉嫌醉酒驾驶，随即执勤人员将李某带往琼

海市中医院进行血液酒精含量检测。8 月 5
日，李某血液酒精含量检测报告显示结果为
64mg/100ml，属于饮酒后驾驶机动车。8 月
20 日，李某到琼海市公安局交管大队违法处
理大厅接受处罚。经系统查询发现，李某的
驾驶证为注销状态，涉嫌无证驾驶，大队执勤
人员依法传唤其到询问室接受进一步调查。
据李某交代，其驾驶证于 2015 年被注销，而
后并未再考取机动车驾驶证，目前还未取得
有效的机动车驾驶证。虽然知道未取得有效
机动车驾驶证是不能驾驶机动车的，但是为
了方便，李某 7 月 26 日晚饮酒后仍然选择冒
险驾车上路。琼海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依
法对李某未取得机动车驾驶证驾驶机动车、
饮酒后驾驶机动车的交通违法行为处以罚款
3500 元、行政拘留 15 日的处罚。

驾驶证早已注销还酒驾
一男子被琼海交警行拘15日并罚35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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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李业滨 通讯员白瑛奇 罗
佳 顾玫）8 月 18 日，三亚市公安局吉阳分局
荔枝沟派出所钟书行动中队破获 10 起盗窃
手机案件，抓获 2 名涉嫌盗窃手机的嫌疑人，
追回被盗手机 2 部。

8 月 14 日，荔枝沟派出所接到报警称，有
群众在吉阳区某高校篮球场被盗走手机 1
部。接到警情后，钟书行动中队立即展开调
查。次日，荔枝沟派出所再次接到该校园被
盗手机 2 部的警情。17 日，盗窃分子又在校

园篮球场内盗窃 5 部手机。
为尽快抓住嫌疑人，荔枝沟派出所立即

部署并指令钟书行动中队细致研判案情破
案，还校园一片良好的治安环境。民警在对
盗窃现场进行仔细勘验后，凭借丰富的经验
断定嫌疑人应是趁失主在球场打球之机将
手机盗走，嫌疑人再次作案的可能性极大。
于是，民警在案发区域分组进行严防布控和
隐秘观察。18 日 18 时许，一组民警“化身”
为球场上的运动员进行侦查，另一组民警

“化身”成外场跑步者进行侦查。当时，篮
球场正上演比赛，场地上热闹非凡人员众
多，给作案者提供了隐蔽条件。18 日 20 时
30 分，有 2 名可疑男子进入了民警的视线，
其中 1 名男子在篮球杆下四周观察并悄悄
移动脚步，另 1 名男子在场外以拍球运球
的方式为盗窃手机作掩护，而这一切都被
民警看在眼里。当这 2 名男子分别作案得
手并准备离开时，被早已部署在周边的民
警迅速控制。民警当场从 2 名嫌疑人符某

华和赵某珠身上搜出被盗手机 2 部。随后，
符某华和赵某珠被依法传唤回派出所接受
调查。经讯问，符某华和赵某珠不仅对其盗
窃手机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还供述了另外
8 起盗窃手机的犯罪事实，并将盗窃所得的
8 部手机均拿到第一市场进行销赃。三亚
市公安局吉阳分局依法对符某华和赵某珠
刑事拘留。

目前，警方将全力展开追赃工作，案件
正进一步侦办中。

儋州铁警进村庄开展爱
车护路宣传

文艺演出2场次
本报讯（记者连蒙 通讯员李博）8月20

日，白马井高铁站派出所组织民警成立宣传
小分队，走进村庄开展爱车护路宣传教育活
动，进一步强化村民遵守铁路法规和爱路、
护路的意识，维护铁路的安全畅通。

在宣传活动中，民警通过上法制课、
张贴海报、发放传单、文艺节目等形式，增
强铁路沿线村民爱路护路意识。进一步
讲解摆放路障、破坏铁路设施设备、擅自
进入铁路防护网等行为的危害性，利用详
实的真实事故案例，教育村民要严格遵守
铁路法律法规，同时把学到的安全知识向
亲友宣传，让大家共同来爱护铁路。

此次活动发放传单 500 余份，签订安
全协议 24 份，张贴海报 13 张，开展法制课
2 场次，开展文艺演出 2 场次。

买票后车到站不见人
2孩子玩失踪急坏父母

东方铁警路地联勤帮忙找回

本报讯（记者董林 通讯员杨硕）8 月 20 日，东方市高铁
站派出所民警接到报警后，紧急启动路地联勤协作帮忙找回
两名“走失”的孩子。

当天 20 时，东方高铁站派出所执勤民警接到一名女性
符某报案，称其 2 个孩子小帆（15 岁）和小懿（8 岁）在东方车
站走丢。符某报案时哭泣不止。经过民警耐心安抚，符某
说，当天 17 时，她帮两个孩子购买了东方至海口东的动车
票，让两个孩子乘车到海口去找其父吴某，但吴某在海口高
铁东站没见到两个孩子，赶紧联系她，其赶紧报案。

东方高铁站派出所联系车站调取视频监控，发现当天 17
时符某将两个孩子送进车站。17 时 15 分，两名孩子并未验
票进站，反而从车站候车室走出车站，直到其购买的列车班
次开车也未返回车站。东方高铁站派出所紧急启动路地联
勤协作，联系东方市公安局指挥中心和户籍地派出所，经过
多方寻找，当天 22 时在东方市三家镇水东村孩子的外婆家
将两人找到。原来，两个孩子进站后不想到海口去，就没有
通知父母，自行出站后乘车前往其外婆家，还骗外婆说“是妈
妈让我们来看外婆的”。民警对两个孩子进行了批评教育。

海南福安学子教育基金会
资助68名贫困学子圆梦大学

每人每年2000元
本报讯(记者陈敏）8 月 21 日下午，海

南福安集团在海口福建大厦举行 2019 年
“福安学子”金秋助学活动，资助我省 68
名贫困学子，帮助他们圆梦大学。

本次助学活动共资助 68 名本科学子，
资助金每人共 8000 元，分 4 年发放，每人
每年 2000 元及荣誉证书（证书第一年发
放），直至大学毕业，今年共资助 13.6 万
元，累计 4 年共资助 54.4 万元。

受资助学子邱名河表示，这份助学金
来之不易，能上学的机会来之不易。“我一
定勤奋努力，以自己最大的努力来回报政
府和社会各界爱心人士对我的支持、关心
和帮助。”邱名河说，他牢记这份爱心，在
今后自己力所能及的地方为需要帮助的
人出一份力，将这份爱心传递下去。

福安集团董事长连式林表示，希望能
够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为社会做一些力
所能及的事情，通过微薄之力，帮助、鼓励
学子们努力完成学业，让他们在学好知识
的同时，感恩父母、感恩社会，勇于承担社
会责任。

据悉，海南福安集团 2007 年成立福安
教育基金会，并启动“福安学子”助学金项
目，面向海南贫困学子，12年来已累计资助
700多名贫困学子完成本科学业。

任劳任怨
言传身教

海南西部中心医院妇产
科主任任青荣获“海南好医
护”特殊贡献奖

本报讯（记者马宏新 许光伟 通讯员
莫修平）8月19日晚，2019年度第五届海南
省“寻找百姓身边好医护”大型公益活动颁
奖晚会在海口市海南省歌舞剧院举行。海
南西部中心医院妇产科主任、主任医师、上
海第九人民医院驻儋州专家任青荣获“海
南好医护”特殊贡献奖，成为儋州市有史以
来首次获得这一殊荣的医务工作者。

任青作为首批上海九院专家团成员之
一，自 2017 年 9 月长驻海南西部中心医院
以来，工作上任劳任怨，思想上把儋州当成
自己的第二故乡，千方百计培养人才，言传
身教，毫不保留把自己一流的妇产科技术
传承给海南西部中心医院妇产科年轻的技
术团队，目前他们都已经能比较熟练地掌
握腹腔镜的多孔、双孔甚至单孔的手术操
作技术。在任青的带领下，海南西部中心
医院妇产科在仅一年多的时间里，迅速从
一个普通科室跃升到省内重点科室。今年
4月，该院妇产科选手在全省腹腔镜手术技
术比赛中，不仅夺得第一名的好成绩，而且
在危重孕产妇救治方面屡刷新高，抢救成
功率达到99%。8月，海南西部中心因此获
批为海南省危重孕产妇救治中心。

海南省“寻找百姓身边好医护”大型公
益活动，由省卫生健康委员会和海南日报
社主办，活动至今已经成功举办五届。

琼中交警走进企业开展交通安
全知识培训

提高职工交通安全意识
本报讯（记者李传敏 通讯员孔德南）8 月 21 日，琼中黎

族苗族自治县公安局交管大队宣传民警走进琼中县供电局
对该局所属企业车辆驾驶员进行交通安全知识培训，为企业
安全管理人员、驾驶人上了一堂生动的交通安全课，进一步
提高企业职工道路交通安全意识，预防和减少企业职工道路
交通事故的发生。

活动中，宣传民警通过精心准备的课件，紧扣道路交通
安全宣传工作，结合目前开展的“城市道路交通违法行为集
中整治行动”，宣讲日常行车时极易出现的酒后驾驶、闯红
灯、逆向行驶、疲劳驾驶、乱停乱放、占道行驶等交通违法行
为以及处罚标准，提醒大家在日常工作、生活中安全驾驶需
注意的各类事项，并通过播放警示教育片，讲解交通事故给
家庭和社会带来的危害, 教育驾驶人员自觉养成文明的良
好习惯。同时，针对夏季行车易疲劳的特点，向驾驶员讲解
疲劳驾驶的危害性，并提醒广大驾驶员在高温天气下驾驶车
辆要注意交通安全，始终绷紧安全这根弦。

本报讯 8 月 19 日，省人民医院召开党委
（扩大）会，贯彻落实省政府主要领导到该院
调研指示精神，要求全院上下统一思想，行
动上聚焦一个方向、一条线，建立时间、责任
人台账，把近期要解决的事情落实到位，把
远期要做好的事情踏实部署好。

省人民医院党委书记赵建农传达省政府
主要领导到该院调研指示精神并指出，省政
府主要领导调研时提出要赋予公立医院更多
自主权、为医院发展“松绑”、支持医院进行
人事制度改革、加大政府投入、加强医保管
理等，为省人民医院发展注入了强大的精神

动力，为医院管理指明了具体思路。
省人民医院党委副书记、院长姜鸿彦表

示，省政府主要领导的调研是省人民医院快
速发展的启动机和催化剂。全院职工要紧紧
把握契机，把每一项工作具体扎实做细化。
姜鸿彦要求，一是改革人事制度，变身份管
理为岗位管理，在政府指导下调整内设机
构，深化管理体制改革；二是加强科教发展，
增加科研项目申报数量。加快临床医学院建
设，解决当前临床医学院教学、生活问题。3
个专科基地要尽快落实博士研究生导师，每
年选派医护人员到国内外进修学习；三是落

实 3 到 4 名学科带头人、30 到 40 名博士、100
到 200 名医生等高端人才引进，为博鳌乐城
研究型医院储备人才力量；四是简化医院管
理流程，在政府给医院外部松绑的同时，医
院内部要规范管理；五是规划改造院内路
网、建设停车楼。

赵建农用“不忘初心、重整行装、再创辉
煌”要求全院上下不负众望，把省政府主要
领导调研精神落实到位，统一思想，行动上
聚焦一个方向、一条线，建立时间、责任人台
账，把近期要解决的事情落实到位，把远期
要做好的事情踏实部署好。 （汤颖 冯琼）

省人民医院召开党委（扩大）会落实省政府主要领导调研指示精神提出

不忘初心 重整行装 再创辉煌

本报讯（记者吕书圣）省邮政管理局近
日举办专题培训，部署国庆 70 周年庆祝活动
期间我省寄递渠道安全服务保障等工作。

培训会解读了国庆 70 周年庆祝活动期
间我省寄递渠道安全服务保障工作实施方
案，对我省区域寄递企业总部安全生产督导
检查情况进行了通报，对全省邮政业开展安
全生产风险隐患百日整治行动、加强全省邮

政市场监督管理等工作进行再强调要求。
省邮政管理局要求，寄递企业要结合实

际细化完善方案措施，加大督导检查力度，
组织对本辖区、本企业安保工作落实情况开
展全面自查自纠，从严从细从紧落实各项寄
递安全服务保障工作措施；要突出寄递安全
和行业稳定两个重点，协调做好安全和服务
两项保障，要督促企业按照“谁收寄，谁负

责”“谁安检，谁负责”的要求，不折不扣严格
落实安全“三项制度”和重大活动期间安全
管控措施，着力查堵涉枪涉爆、涉毒涉黄涉
非等禁寄物品，做好防火防风防汛等工作；
要深入开展隐患排查治理，及时消除安全隐
患，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要严格落实
维稳防控属地责任，加强值班值守和应急管
理，维护行业安全稳定运行。

省邮政局部署全省寄递渠道安全服务保障工作要求

查堵涉枪涉爆等禁寄物品

一男子身无分文从儋州步行200
公里到海口，蓬头垢面又渴又饿

海口铁警及时救助

涉嫌强奸畏罪潜逃
一网逃男子被乐东铁警抓获

本报讯（记者连蒙 通讯员钟锦云）8 月 20 日 19 时 25 分
许，乐东高铁站派出所联合黄流边防派出所民警，在琼海市
某酒店抓获涉嫌强奸的网上在逃人员林某。

经查，林某（男，35 岁，乐东黎族自治县黄流镇人)。2018
年 11 月 18 日 21 时许，犯罪嫌疑人林某在乐东县黄流镇某宾
馆 606 房间将被害人李某强奸后潜逃。事发之后立案单位
乐东县公安局黄流边防派出所曾多次去寻找和抓捕犯罪嫌
疑人林某，但林某十分之狡猾，一直在外逃窜。

8 月 20 日，民警根据情报信息，确定了林某的轨迹之后
立即联合办案单位乐东县公安局黄流边防派出所开展抓捕
行动，在 8 月 20 日 19 时 25 分许将涉嫌强奸的网上在逃人员
林某抓获。目前，林某已移交乐东县公安局黄流边防派出所
做进一步处理。

篮球场边运球掩护盗窃10部手机
三亚民警抓获2名嫌疑人，追回被盗手机2部

民警买来食品给阿勇吃民警买来食品给阿勇吃

本报讯（记者连蒙 通讯员马晨亮）8 月 20 日 15 时许，
海口火车站派出所值勤民警接到一名瘦弱男子求助称，其
打工被骗，从儋州步行 200 公里到达海口火车站，身无分文
又渴又饿。海口火车站派出所值勤民警立即将其带到派出
所救助。

原来，该男子叫阿勇（化名，30 岁，河北沧州人，18 岁时
年轻气盛与人斗殴，故意伤害致人死亡，被判刑 12 年，不久
前被释放），3 个月前与老乡包工头来儋州打工，不料工程结
束后，包工头卷款离开。阿勇一人身无分文，流浪几天，循
着铁路和公路，一路从儋州步行 200 公里到达海口火车站，
渴了喝河水，累到虚脱。途中手机也掉河里了。到达海口火
车站时神情焦虑，蓬头垢面。

随后，民警与其家人通过电话取得联系，由于其家境困
难，家中父母年迈也不会转账。阿勇要求去救助站申请帮其
购车票回老家，民警立即协调送其到救助站。得知阿勇三天
两夜没吃饭又渴又饿四肢乏力，民警立即给他买了牛奶、鸡
蛋、肉饼、饮料、饼干。阿勇感激得热泪盈眶，为了表示感
谢，阿勇当场写了一封感谢信给民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