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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新一轮
全省禁毒三年大会战FZ

高金科生前在海边游玩照片高金科生前在海边游玩照片（高金科家人提供）

本报讯（记者吕书圣 通讯员孙秀英）
为 规 范 机 动 车 环 保 检 测 工 作 ，今 年 上 半
年，海口市生态环境局对全市机动车环保
检测机构开展专项检查，对存在违规检测
行为的 3 家机动车检测机构依法查处，责
令违规企业改正违法行为，并处罚款共计
82 万元。

记者了解到，存在违规检测行为的 3 家

机动车检测机构分别是海南汽车小镇机动
车检测有限公司、海口骏马机动车检测有限
公司和海口誉祥誉胜机动车辆检测服务有
限公司。

据介绍，执法人员检查发现 3 家检测机
构存在检测员在检测期间干扰检测仪器设
备、手动调整取样管、遮挡视频监控等问
题。针对检查发现的问题，海口市生态环境

局对以上 3 家企业进行了立案查处，其中对
海南汽车小镇机动车检测有限公司罚款 27.8
万元，责令改正违法行为；对海口骏马机动
车检测有限公司罚款 26.4 万元，责令改正违
法行为；对海口誉祥誉胜机动车辆检测服务
有限公司罚款 27.8 万元，责令改正违法行
为。3 家企业共计被罚款 82 万元。

“目前 3 家企业均已缴纳罚款，并完成了

违规情况整改”，海口市生态环境局有关负
责人介绍说。

记者从省生态环境厅了解到，该厅下一
步将在全省范围内开展机动车环保检测机
构检查执法，严厉查处机动车违法违规检测
行为，保持严管重罚高压态势，进一步规范
机动车环保检测，守好海南大气环境质量，
助力海南省生态文明试验区建设。

7 月 19 日，三亚市三亚湾海虹广场附
近海域发生一起溺水事故，一名小孩在游
泳时被海浪卷走，危急之时，正在附近散步
的退伍军人高金科下海救人，小孩最终成
功得救，但高金科却不幸溺水身亡，年仅 34
岁。7 月 21 日，儋州市宝岛新村两院试验
场大吉村的橡胶林里，聚集了前来为高金
科送别的人们，现场的悲痛氛围弥漫在山
头，久久无法散去……

听到孩子呼救声
他第一时间冲下海救人

“救命啊，救命啊！”19 日上午 9 时许，
一名小孩在涉事海域游泳时，被一股大浪
掀翻卷入深海区，一边拼命挣扎一边大声
呼救。

“他刚听到呼救声，一个箭步便从我身
边闪过冲进海里，向小孩溺水点奋力游
去。”目击整个事件经过的游客叶仕君告诉
记者，看到高金科下海救人后，他准备上前
帮忙，但因水性不好，不敢贸然下海。

好在一番努力之下，小孩被成功救上
岸。此时，高金科却突然被一个巨浪打翻，
由于体力不支再加上没有穿戴救生装备，
高金科瞬间被海水淹没。

眼看风大浪急，时间拖得越久，高金科
在海里就越危险，叶仕君见状急忙向附近
的群众和保安求救，但当时海浪十分汹涌，
现场没有一人敢下海营救。无奈之下，叶
仕君拨打 110、120 请求帮助。

三亚市公安局天涯分局三亚湾派出所
警保联控队员在赶到现场后，联合救援力
量把高金科从深海区域拖回岸边，但高金
科脸色发紫，始终无任何反应。

10 时 40 分许，高金科被送往医院，医

护人员采取了一系列急救措施，但高金科
仍无自主心跳及呼吸，于 11 时 15 分宣布临
床死亡。

“好好的一个人，就这么走了，他的妻
子、孩子、父母以后该怎么办？”提起高金科
英勇救人牺牲，叶仕君仍对自己帮不上忙
十分愧疚，久久不能释怀。

孝顺懂事有爱心
他把最好的留给家人朋友

“哥哥出事的前一天晚上还给我打电
话，说要给我安排工作的事，没想到这是我
们的最后一次通话。”7 月 21 日上午，在大
吉村，高金科的弟弟高金豪哽咽地说，哥哥

是一个处处为家人和朋友着想，永远把自
己的利益放在最后的人，他总是尽全力把

最好的留给家人和朋友。
每次回老家，高金科都会把家里里外

外检查一遍，看看家里还缺些什么，哪些旧
了该换，然后给家里一笔生活费，父亲都心
疼他出门在外钱不够花，他每次都对父亲
说：“只要你们好好的就行，放心吧。”“他为
了家人多苦多累从不抱怨，宿舍吃的东西
只有几桶泡面，冰箱里只有几个鸡蛋……”
说到这，高金科的父亲高冠林已泣不成声。

“他为人耿直忠厚，朋友同学有困难他
总是义不容辞，我们痛失一位好同学、好兄
弟。”回忆起高金科生前的点点滴滴，同学
李世国一时间沉浸在惋惜和悲痛中，泪光
闪闪，久久不能释怀。

2009年，刚退伍的高金科和李世国一起
到广州增城工作，工资收入低，高金科的一
个举动让李世国至今仍记忆犹新。有一天
傍晚，他们跟同学约好了一起吃晚饭，高金
科看到一位老人正在路边买菜，为了让老人
早点回家，他把老人的菜全部买下来，还多
给了钱。“老人家不容易，我能帮一点是一
点。”李世国至今仍清晰记得高金科的话。

7 月 21 日上午，高金科来自五湖四海的
战友陆陆续续到大吉村为他送别。“不管是
做人做事，他都要做到第一位。他为人真
诚，踏实肯干，总是以‘老大哥’的身份无条
件帮助新兵。”来自广西的战友陈光这样评
价他。“他自己没有几件像样的衣服，不舍得
给自己买衣服。”战友张国秀说，虽然高金科
的生活条件不是很好，但是对待战友没得说。

2008 年，高金科得知一名战友的妻子
患有乳腺癌急需钱治疗时，他第一时间在
微信群里号召战友们捐款帮助其渡过难

关。战友的妻子出院后，高金科又带领 10
多名战友到其家里嘘寒问暖。

热心肠讲义气
别人有难处他一定帮忙

2018 年 8 月，高金科入职三亚飞马汽车

运营管理有限公司，成为了一名出租车司

机。该公司副经理邢贞新告诉记者，高金科

积极运营，热情服务乘客，从没有一起违规

行为，没有收到过任何投诉，没有落下过任

何公司培训，跟同事们关系也都相处得很融

洽。听到高金科突然离世的消息，大家都感

到非常心痛和惋惜，不愿相信这是真的。

王海涛曾与高金科一起在三亚飞马汽

车运营管理有限公司工作。“他人很好，讲

义气、热心肠，上天对他真的是很不公平。”

回忆起与高金科的往事，王海涛对他去世

的消息至今不敢相信。王海涛说高金科很

“傻”，不会拒绝别人，做什么事情都是自己

吃亏。谁找高金科借钱，他总是很爽快地

答应，即使身上没钱，也会想办法从别人那

借来给人家；谁家车坏了，他就会把车借给

对方开，帮忙把车修好后再换回来。

王海涛曾多次说他“傻”，对此高金科

总是一笑置之：“大家遇到困难应该相互帮

助，他们平时对我不错，现在他们有了难

处，我没有理由不帮他们。”

生活中，王海涛也很不理解高金科为
什么一天到晚总是傻笑。“不笑难道还要哭
啊？每天开心一点多好。”高金科说。

“他总是这样，知道心疼别人，就是不
懂心疼自己。”王海涛说。

本报讯(记者林鸿河 马宏新 许光伟
通讯员杨蝶)由儋州市检察院提起公诉的高
某某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职务侵占罪一
案近日经儋州市法院审理作出一审判决。
法院以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判处高某某
有期徒刑二年，以职务侵占罪判处高某某有
期徒刑九个月，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
刑二年三个月。返缴的违法所得人民币 41.1
万元返还给村委会 15.4 万元，剩余 26 万元予
以没收，上缴国库。

2010 年至 2015 年，高某某利用担任儋州
市那大镇清平村委会党支部书记兼主任的
职务便利，以村委会的名义，帮助他人将位
于清平村委会办公楼后的黄泥园 26 余亩土

地由集体农用地变更为集体建设用地。为
感谢高某某的帮助，叶某分多次送给高某某
好处费共 25 余万元。同时，叶某某还将一块
市场价值为 25 万元的宅基地送给高某某。
高某某收下后，建成铁皮房供清平村委会使
用。此外，在村集体土地承租上，还收受王
某某送给的好处费 2 万元。另查明，2011 年
上半年，高某某在以村委会名义与温某某达
成约定，将一块 9 亩多土地以 76 万元承租给
温某某后，私自以村委会需要“冲账”为由，
让温某某单独给其 6 万元现金，然后将该土
地承包总价调为 70 万元。此外，高某某还趁
村委会出售某处的宅基地之机，利用职务便
利，伙同他人以 70 万元的价格将该宅基地出

售给外村人。收到款后，只将其中的 55 万元
土地出让款转入清平村委会的公账，私自截
留土地出让款 15 万元。

检察机关认为，高某某利用担任那大
镇清平村委会党支部书记兼村委会主任的
职务便利，非法收受他人 27 余万元和一套
价值 25 万元的宅基地，数额较大；侵占村集
体资金 21 万元，数额较大，构成非国家工作
人员受贿罪和职务侵占罪，应当依法追究
刑事责任。

儋州市法院经审理认为，公诉机关指控
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指控罪名成
立，法庭根据被告人犯罪的事实、性质、情节
以及社会危害程度，依法作出上述判决。

收受他人财物 侵占集体资金
儋州那大镇一村干部获刑

本报讯（记者连蒙 通讯员朱如圣）7 月
17 日，乐东车站派出所民警根据前期摸排发
现网上在逃人员陈某某在海口东附近活动，
派出所迅速组织警力，在海口东站附近成功
将陈某某抓获。

经查，陈某某（46 岁，女，湖北人）因急需
用钱，就把在海口的房子抵押给王某某做借
钱质押使用，但陈某某不想将房产证交出，就
动起了歪脑筋找到他人帮伪造一个房产证，
以此将房子抵押给王某某顺利拿到钱。不久

后王某某到海口市不动产登记中心查询得知
房产证系伪造。陈某某此时不见了踪影，随
后被海口市公安局琼山分局列为网上在逃人
员。目前，嫌疑人陈某某已移交办案单位，案
件还在进一步侦查中。

将废水倒高速路旁
造成土地污染
广东一男子儋州落网

本报讯（记者连蒙 通讯员周业傅 李博）7 月 21 日 15 时
许，白马井车站派出所民警通过线索研判得知，在逃人员张
某（化名）出现在白马井高铁站附近，之后民警迅速到场布
控，在白马井高铁站站前广场将张某抓获。

据调查，2018 年至 2019 年期间，张某(男，广东人)专门到
工地处理泥浆。2018 年 10 月，张某开车帮助朋友的加工厂
运输处理一车废水，张某擅自将废水倒在高速路旁的一处空
地上，造成土地被污染，之后村民报案，广东警方迅速介入调
查并锁定张某身份信息。随后民警多次通知张某到案接受
调查，但张某一直以生意繁忙为由拒绝，最终被广东警方网
上通缉。

张某被抓时已在海南开了一家灯具批发店，由于距离案
发时间已将近两年，张某早已忘记了此事，而在民警讲述简
要案情后，张某沉默地低下头并主动交代情况。目前，张某
已移交广东警方处理。

烧烤摊处故意伤人
一网逃男子儋州落网

本报讯（记者连蒙 通讯员韩东）7 月 21 日上午 10 时许，
儋州车站派出所民警通过分析研判，在儋州市那大镇火车站
附近一小区抓获涉嫌故意伤害案的在逃人员符某。

据了解，今年 1 月份，儋州市那大镇文化南路一处烧烤
摊发生了一起故意伤害案，经侦查，符某等一帮人有重大作
案嫌疑，警方迅速锁定并抓获相关涉案人员，唯独符某一直
潜逃在外。经儋州铁警研判发现，符某经常出没于儋州火车
站附近一住宅小区，儋州车站派出所迅速集合警力将其抓
获。经讯问，嫌疑人符某对犯罪事实供认不讳。

目前，犯罪嫌疑人符某已移交至儋州市公安局刑警大队
等待进一步审理。

捡到手机
盗刷微信900多元
一女子被三亚警方行拘10日

本报讯（记者李业滨 通讯员白瑛奇 吴小哲 曾德厚）
三亚市公安局天涯分局新居派出所近日在警保联控队员的
协助下破获盗刷他人钱财案，依法处理违法行为人一名，追
回一部手机和部分钱财。

7 月 14 日上午 8 时许，新居派出所接到群众报案称手机
微信账户被人盗刷 900 多元。民警查看相关资料，锁定一名
叫张某霞的女子并依法将其传唤回派出所接受调查。

经查，违法行为人张某霞于 7 月 10 日 21 时许在解放路
某商铺附近捡到一部手机，拿回家后发现手机没有锁屏密
码，且微信账户里的 900 多元可以免密支付，便心起贪念到
荔枝沟路某商场的一家商铺以微信转账的方式盗刷手机里
的钱款 220 元，又于 11 日早 7 时 44 分再次来到商场，以相同
手法盗刷 693 元。三亚警方依法对张某霞作出行政拘留 10
日的处罚。

履行法定义务且社会危害性较小

我省对36家失信企业
实施信用修复

本报讯（记者吕书圣 通讯员王雪梅）7 月 21 日，记者从
省市场监管局了解到，针对新冠肺炎疫情影响，省市场监管
局采取系列举措帮助中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解决复工复产
困难，对已经履行法定义务且社会危害性较小的 36 家严重
违法失信企业实施信用修复。

据介绍，省市场监管局对涉及疫情防控医疗物资和群众
生活资料供给保障并提出信用修复申请的企业，指导其尽快
重塑信用，支持正常生产经营和持续供应物资，对已经履行
法定义务且社会危害性较小的 36 家严重违法失信企业实施
信用修复。鼓励不涉及投融资监管、安全生产监管以及投诉
举报等事项的企业移出经营异常名录。同时，该局审慎开展
停业未经营企业清理吊销。调整食品从业人员健康证明监
管方式。对疫情期间轻微违法行为不予行政处罚。

截至目前，我省食品生产企业复工复产率 86.3%，药品生
产企业复工复产率97.4%，农（集）贸市场复工复产率近100%，
正常经营的医疗器械生产企业复工复产率 100%，319 家药品
批发企业和36家药品零售连锁总部全部复工。

盗窃电动车
骗妻子说买来的

一男子被海口美兰法院判刑9个月

本报讯（记者何海东 通讯员王倩）陈某盗窃他人电动
车谎称自己购买交给妻子使用，后妻子骑电动车下班时被民
警查获。近日，海口市美兰区法院公开进行审理，以陈某犯
盗窃罪，判处有期徒刑九个月，并处罚金 2000 元。

据了解，2019 年 12 月 24 日 22 时许，陈某在海口市美兰
区某小区附近，趁四周无人盗窃被害人王某某停放在该处的
一辆电动车，并对其妻子谎称车辆系买来的，并交给妻子使
用。今年 4 月 27 日 18 时许，其妻骑该涉案电动车下班时被
公安民警查获。随后，民警于今年 4 月 28 日在海口市美兰区
该小区附近抓获陈某。经鉴定，被盗电动车价值 1699 元。
案发后，被盗电动车已发还王某某。

美兰法院经审理依法作出上述判决。

海口专项检查机动车环保检测机构违法违规行为

3企业违规检测被罚82万元

三亚湾救溺水儿童献出生命
退伍军人高金科生命定格在34岁，朋友同事称他是热心肠

□本报记者麦文耀 许光伟

伪造房产证抵押借钱
湖北一女子海口被铁警抓获

五指山交警结合“路长
制”整治交通秩序

严查“毒驾”
消除隐患

三亚崖州区部署禁毒工作

狠抓堵源截流
强化物流管理

本报讯（记者赵世馨 麦文耀）7 月 20
日，三亚市崖州区召开禁毒重点工作推进
会，传达全省禁毒三年大会战（2016-2019
年）表彰大会精神，汇报近期开展禁毒工
作情况，并对下一阶段的工作进行安排和
部署。

会议要求，要继续保持高站位、高推
动，组织做好新一轮禁毒三年大会战各项
工作；要掌握“三无”人员的基本情况，禁
毒工作人员要不断提高主观能动性，加大
调研分析，提高管控效率。同时，坚持厉
行禁毒方针狠抓堵源截流，强化物流寄递
管理，开展专项行动，有力遏制毒品社会
危害。

会议强调，要坚持制度集成创新，发
动人民群众等长效机制，着力提升毒品治
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坚持压实
责任，确保新一轮禁毒三年大会战各项目
标任务落到实处，不断巩固党委领导、政
府主导、各部门齐抓共管、全社会共同参
与的毒品治理格局。

禁毒琼剧《重生》
在海口乡镇巡演

将禁毒法治宣传教育融
入地方传统文化

本报讯（记者何海东 通讯员张振儒
张昌英）7月19日晚，禁毒普法琼剧《重生》
在海口市美兰区大致坡镇咸来墟咸来村委
会精彩上演，大致坡镇借巡演开展“创建禁
毒示范城 助力自由贸易港”宣传活动。

据了解，此次活动通过老百姓喜闻乐
见的琼剧形式进行，将禁毒法治宣传教育
融入地方传统文化中，使群众在观看演出
中受到深刻教育。演出开始前，工作人员
为村民发放禁毒宣传资料，向村民讲述常
见毒品的形状、气味以及吸食后的危害
等，让村民进一步认识毒品危害，提高自
觉抵御毒品的能力，增强法治观念，营造
禁毒宣传良好法治氛围。活动共发放禁
毒宣传资料 800 余份，受教育 650 余人。

五指山民警查五指山民警查““毒驾毒驾””

本 报 讯（记 者 杨 春 梅 通 讯 员 王 世
勋）7 月 21 日，五指山市公安局交警大队
结合“路长制”勤务，联合禁毒、特警等警
力，开展毒品堵源截流、“毒驾”重点交通
违法整治行动。

行动中，为更好地做好堵源截流工
作，五指山交警组织精干警力在进入五
指山市的主要路口 S26 路段设卡，执勤民
警针对毒驾、藏毒、运毒等违法行为对往
来的车辆、人员进行细致检查，并在检查
过程中宣传毒品预防教育知识，增强群
众防毒拒毒意识，全力消除道路交通安
全隐患。

此次行动共出动警力 20 余名，检查过
往车辆 100 余辆，提高驾驶员对毒品违法
犯罪的认识，营造良好的交通环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