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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动态

本报讯（记者 辛友 通讯员 王丹
惠）5 月 30 日，2017 年端午小长假进入
尾声，截至当天 18：00，小长假 3 天三
亚火车站共发送旅客 6 万人次，同比
增长 25.5%，创历史新高。5 月 28 日达

单日客流最高峰，发送旅客 2.27 万人
次。

据悉，随着海南环岛高铁的不断
完善，今年端午小长假选择乘坐动车
出行的人也随之增多，客流以学生、探

亲及中短途旅游为主，出行旅客大多
为岛内游。

为应对端午节小长假客流高峰，
确保节日期间旅客运输安全稳定，三
亚火车站加开多组动车组列车，其中，

5 月 28 日加开列车 2.5 对，5 月 30 日加
开列车 5 对。此外，该站严格执行实
名制验证和安检制度，加强乘降组织
工作，确保旅客安全有序乘车。

本报讯（记者 黄世烽 实习生 于
凤仪）端午节“洗龙水”是三亚参与群
众最多的民俗活动之一，做好端午节
安保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至
关重要。天涯区政府在节前专门成立
安全救生工作组，并在三亚湾海滩沿
线设置了 10 个救生巡逻点和服务站，
保障广大市民游客在端午戏水期间得
到及时的提醒和救援。

天涯区旅游文体局负责人称，这 10

个救生巡逻点和服务站分别位于“新
风路与三亚湾交叉路口、海月广场、四
二五医院、迎宾路与三亚湾交叉路口、
总参四所京海酒店、辰光克拉码头酒
店、海坡南门、蓝海银滩酒店、武警疗养
院、万勃温泉酒店海滩。各个救生巡逻
点和服务站均做到“有专门区域、有专
门人员、有安全措施”的规范管理，以真
正确保市民和游客的生命安全。

“刚才有两名喝过酒的中年男子想

到海里游泳，被我们安全救生服务站
人员及时叫上来，上来后这两个人都
醉酒摔倒在沙滩上，若不上来酒后下
海心跳加快，很容易导致心肌淬死！”
在三亚湾海上运动中心海滩边，在此
区域值班的三亚阳光帆船帆板俱乐部
负责人贾丹告诉记者，每个救生服务
站挂有救生旗，还专门准备了应急医
疗包、配置速效救心丸等药品及应急
皮划艇、救生圈、救生衣、安全绳等救

生设备。
正在值班的天涯区政府有关负责

人告诉记者，端午节三亚本地人有“洗
龙水”的风俗，尤其端午节当天下午 5
时后，来三亚湾海滩游泳人员增多，由
于很多人在嬉水中都不懂得基本救生
知识和安全防护，比较容易发生意外，
安全救生服务站的工作人员积极耐心
讲解、告知，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当
天三亚湾没有伤亡事故发生。

本报讯（记者 胡拥军）“艾草萋
萋门前挂，粽子迷香鼻尖传”。5 月 30
日端午佳节，三亚蜈支洲岛旅游区举
行“端午节祈福活动暨妈祖庙佑平安
南海祭海活动”，吸引了大量游客驻
足观看，部分游客还幸运获得道长绶
带，参与了祭海及鱼苗放生仪式。

蜈支洲岛旅游区副总裁杨晓海
表示，举办此次活动，一方面是为广
大游客祈福，另一方面是为了传承我
们的民俗文化，妈祖文化和端午节均
是我国文化瑰宝的一部分，是我们的
精神寄托和纽带，我们要传承发扬。

据介绍，妈祖文化是蜈支洲岛旅
游区景区文化里最重要的一部分，继
承和弘扬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及优良
民俗是蜈支洲岛旅游区长期发展的
驱动力之一，旅游区通过举办多种形
式的纪念活动来充实和丰富传统节
日节庆，带动游客参与，加强景区与
游客互动，从而将传统文化民俗传承
下去，发扬民族精神。

5 月 30 日傍晚，大东海海边，成千上万的市民和游客在“洗龙水”，祈福好运。 本报记者 袁永东 摄

本报讯（记 者 胡 拥 军 通 讯 员 刘 凯
英）为确保乘机安全，民航局已三令五申
严禁旅客随身携带或托运火种，但仍有旅
客对相关条例置若罔闻，怀揣侥幸心理违
规携带火种乘机。近日，三亚凤凰国际机
场安检员在对一名女性旅客进行安全检
查时，竟从旅客随身携带的芒果中发现一
只打火机。

5 月 18 日 14 时 30 分，该旅客正在三亚
机场 10 号安检通道接受安全检查，安检
员透过 X 光机发现她的随身行李中出现
疑似打火机图像，遂提高警惕，对行李进
行从严检查，结果在她随身携带的芒果内
查获隐匿携带的打火机一枚，随后旅客便
被移交机场公安机关处理。据旅客介绍，
由于心存侥幸，便将芒果破开小洞后把打
火机藏于其中，认为不会被安检员识破。

根据民航局下发的《关于禁止旅客携
带打火机、火柴乘坐民航飞机的公告》等
相关规定，明文禁止旅客随身携带打火
机、火柴乘坐民航飞机，对于违反法律规
定的旅客，民航公安机关将根据情节，依
照有关法律、法规处以 5000 元以下罚款、
拘留等行政处罚，由此造成的其他损失，
将由旅客自行承担。

本报讯（记者 吴英印）近日，三亚市
公安局天涯分局新风派出所根据分局的
统一部署，在对辖区的旅业式出租屋进行
明察暗访时，发现有 3 家存在违法经营行
为。根据相关法规，警方依法查处这 3 家
旅租业负责人，同时依法将其取缔并发布
公告。

近日，为加强旅业式出租屋管理，确
保其依法依规经营，维护好辖区的社会秩
序稳定，新风派出所组织民警对辖区内的
旅业式出租屋开展检查。检查中，发现 3
家旅租存在未按规定如实登记住宿旅客
信息等违法行为，遂即分别将旅租的经营
者熊某秀（女，54 岁）、林某玲（女，38 岁）、
万某根（男，34 岁）依法传唤回派出所接
受调查。

经询问，熊某秀、林某玲、万某根分别
如实陈述了其违法行为。目前，经三亚市
公安局天涯分局批准，新风派出所依法对
熊某秀、万某根、林某玲分别处予行政拘
留十五日，并处罚款五百元，同时依法取
缔所经营的旅业式出租屋并发布公告。

本报讯（记者 吴英印 通讯员 冯谋
瑞 叶佳）5 月 30 日，记者从三亚西岛边防
派出所获悉，该派出所经深入调查，查处
1 起冒用他人身份证的案件，处理违法嫌
疑人 1 名。

近日，三亚西岛边防辖区群众陈某到
西岛边防派出所办理相关证明材料，期间
官兵发现陈某所携带的居民身份证件与
本人的真实情况不符。随后，官兵通过深
入排查发现，陈某涉嫌冒用他人居民身份
进行证登记上网以及在外应聘工作。

据陈某交代，由于其身份证之前发生
遗失，但是一直没有办理。期间，其无意
中拾获一张他人遗失的居民身份证件，由
于法律意识淡薄，便将拾获的他人居民身
份证件当成自己的身份证件来使用。

经询问，陈某承认涉嫌冒用他人居民
身份证的违法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居民身份证法》之规定，公安机关依法
对陈某进行了行政罚款 500 元处理，并收
缴被冒用的居民身份证件。官兵提醒，任
何公民不得未经许可，冒用他人身份证
件，否则将被视为违法行为。

打火机藏在芒果内
过安检被机场查获

未如实登记住客信息
3家经营者被拘15日

冒用他人身份证
一男子被罚五百

本报讯（记者 吴英印 通讯员 冯谋
瑞 叶佳）5 月 30 日，记者从三亚边防支队
天涯边防派出所获悉，该所官兵救助一名
因血压血糖升高导致中风昏迷的中年男
子，挽回群众生命财产损失。

5 月 25 日 18 时 45 分，天涯边防派出所
接到群众报警称，在三亚市天涯区政府附
近的某酒店沙滩上有人倒地昏迷不起。
接警后，该所官兵火速赶往现场处置。现
场官兵了解到，倒地昏迷男子系一名四十
来岁的中年男子陈某，正处于昏迷状态，
且伴有口吐白沫的症状。情况紧急，官兵
立即联系 120 急救中心前往救助。随后，
官兵对围观群众进行疏散，并安抚倒地男
子的随行同伴，同时进行了简单救助，防
止男子情况进一步恶化。

据了解，倒地昏迷男子系一名外来务
工人员，晚饭后和一名工友相约到海边散
步，不料却突发疾病昏迷倒地。工友见状
连忙报警求助。19 时 10 分，120 急救中心
医护人员到达现场对男子进行救治。经
检查，该男子身患高血压、糖尿病，由于血
压血糖突然升高导致中风。经救治，目前
该男子已经脱离危险。

本报讯（记者 陈人波）5 月 26 日，记
者从市中招办了解到，省教育厅对今年
中考违规行为作了更为严格的规定，希
望考生们不要触犯。据了解，考生有下
列行为之一的，视其情节轻重，作扣分
处理：

（1）考试开始信号发出前答题或考
试结束信号发出后继续答题的，扣当科
成绩 15%。（2）用规定以外的笔答题的，
在试卷、答题卡规定以外的地方书写姓
名、准考证号的，在答卷（含答题卡）中
做标记的，扣当科成绩 30%。（3）夹带与
考试内容相关的资料进入考场的（开卷

考试科目除外），扣当科成绩 30%。（4）考
试时旁窥、交头接耳、互打暗号或手势
的，扣当科成绩 30%。（5）考试时未经考
试工作人员同意擅自离开考场的，扣当
科成绩 30%。（6）携带手机及其它无线通
信设备、电子储存设备、计算器、手表等
进入考场的，扣当科成绩 50%。（7）在考
场内喧哗、吸烟或有其他影响考场秩序
行为的，扣当科成绩 50%。（8）抄袭或者
协助他人抄袭试题答案或者与考试内容
相关的资料的，扣当科成绩 50%。（9）传
接物品或交换答卷（含答题卡、草稿纸）
的，扣当科成绩 50%。（10）未在规定的座

位参加考试的，扣当科成绩 50%。（11）有
答案雷同或其他违纪作弊行为的，视其
情节认定、处理。

考生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取消单科
或全部学科考试成绩：（1）考试时使用
手机及其它无线通信设备、电子储存设
备发送、接收或查阅与考试内容相关资
料的，取消当科考试成绩。（2）将试卷、
答 题 卡 带 出 考 场 的 ，取 消 当 科 考 试 成
绩 。（3）考 试 时 故 意 撕 毁 试 卷 、答 题 卡
的，取消当科考试成绩。（4）抢夺、窃取
他人试卷、答卷（含答题卡）或者胁迫他
人为自己抄袭提供方便的，取消当科考

试成绩。（5）拒绝、妨碍考试工作人员对
考试实行管理的，取消当科考试成绩。
（6）威胁考试工作人员或其他考生人身
安全的，取消当科考试成绩。（7）由他人
冒名替考的，取消全部学科考试成绩。
（8）扰乱考点、考场、评卷点等考试有关
工作场所秩序的，取消全部学科考试成
绩。（9）以虚报或伪造、涂改有关材料或
其他手段取得考试资格的，取消全部学
科考试成绩。

关注中考

端午小长假

三亚火车站发送旅客6万人次

蜈支洲岛举办
妈祖庙佑平安
南海祭海活动

守护“洗龙水”群众生命安全

天涯区在三亚湾设10个救生站

9种行为取消单科或全部学科考试成绩
11种考试违规行为视情节作扣分处理

龙海棚户区
改造项目
加快建设
端午小长假期间，海棠区龙

海棚户区改造项目建设工地上，
工人在紧张施工。

据了解，该项目总建设面积
44.5 万平方米，计划安置龙海、海
丰、椰林三个村委会搬迁户 1422
户，安置人口约 6128 人。

本报记者 孙清 摄

男子突发中风
官兵紧急救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