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游客凌晨突发疾病 危急
的哥连闯红灯送医 及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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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辛友）“那位的哥救
了我太太的命，非常感激他。希望你
们帮助这位好心的的哥，让他免于处
罚。他在我们最需要帮助的时候，毫
不犹豫地伸出援助之手，不能让这样
的好人寒了心……”7 月 28 日，游客
吴先生在热线电话中向三亚日报记
者说道。

原来，27 日凌晨 2 点，游客唐女士
在亚龙湾一酒店内休息时高血压突
发，需紧急送医。为了让病人及时得
到救治，在从亚龙湾到市人民医院的
路上，三亚盛捷运输管理有限公司的
出租司机任朝兴一路闯灯护送，终于
使病人转危为安。

游客：
感谢三亚好的哥，希望

相关部门免除处罚

吴先生告诉三亚日报记者，他是
美籍华人，目前生活在上海。7 月 25
日，他们一家人到三亚旅游并入住亚
龙湾的一家酒店。他的妻子唐女士
患有高血压病史，可能是 26 日游玩得
比较累，当晚在酒店休息时就感觉十
分不舒服。到了 27 日凌晨，她的血压
已经超过了 200mmHg。

由于情况紧急，吴先生立即向酒

凤凰机场对六家
快递公司航空部进行大检查

本报讯（记者 胡拥军）连日来，三亚凤
凰国际机场对三亚地区六家快递企业的航
空部开展安全大检查，切实加强民用航空货
邮运输监管力度，严把收运安全关口。

机场检查组先后来到各快递企业航空
件的仓储和分拨中心，通过实地查看、翻阅
资料的方式，检查了各快递企业在规章制度
建设、从业人员培训、安检设备配备及使用
等方面的情况。

检查发现部分快递企业存在员工培训
力度不够、承包点揽收快件把关不严的问
题。对此，凤凰机场要求，各快递企业不仅
需要严格执行行业主管单位关于快件寄递
环节的安全工作制度，落实快件寄递的主体
责任，而且要着力加大员工危险品知识的培
训力度，提升员工识别危险品及违禁品的能
力，更要加强对市区承包点的管理，从严从
重处罚揽收危险品及违禁品的违规行为。
各快递企业就检查发现的问题均表示积极
整改，坚决拒收危险品及违禁品，筑牢民用
航空货邮运输的安全关卡。

据了解，凤凰机场积极响应民航局“平
安货运”建设活动的号召，开展此次安全大
检查，未来还将继续加强与各快递企业的密
切合作，提高航空快件运输的安全性。

三亚市一中B段
入围分数线为685分
预留录取计划数48人
录取时间截至8月2日

本报讯（记者 陈人波）7 月 30 日上午，
记者从远在琼海录取现场的市中招办工
作人员获悉，当日上午 11 点，省教育厅中
招办公布了 2017 年部分省一级学校招生
第一批次 B 段（第二段）入围分数线，考生
可上网查询。市一中第一批次 B 段（第二
段）入围分数线为 685 分（此分数已含省
定优惠政策加分），比去年提高 24 分，录
取时间为 7 月 30 日至 8 月 2 日。

据了解，第一批次 A 段（第一段）录取
结 束 后 ，未 被 录 取 的 670 分 以 上 的 考 生
（不含民办协议生）全省有 6141 人。市一
中在第一批次 B 段（第二段）的预留录取
计划数仅 48 人，但考生们需注意的是，市
一中在此批次中仅录取海南户籍三亚学
籍的考生。

市中招办有关负责人介绍，除市一中
外，三亚其他高中学校均在第二批次录取
完成。第二批次入围分数线预计于 8 月 3
日公布。此外，民办普通高中学校的自主
招生计划和中等职业技术学校非试点班
计划不进场录取。8 月 16 日至 19 日，民办
普通高中学校进行自主招生录取，并将录
取名册报市中招办审批。8 月 20 日至 9 月
1 日，未完成招生计划的学校进行补录。
9 月 12 日，海南省中招系统关闭普通高中
学校补录功能，结束普通高中学校录取工
作。

“吉阳公益成长营”开营
通过微信公众号“吉阳教育”
可免费报名参与

本报讯（记 者 杨 洋）“ 水 稻 长 什 么
样？什么样的环境才能让水稻更好地生
长……”近日，15 名来自吉阳区中小学的
学生在家长陪伴下，走进三亚市南繁科学
技术研究院，参加吉阳区教科局举办的首
期吉阳公益成长营——“南繁科普”活动。

据悉，这是继“公益公开课”开课后，
吉阳区教科局发放的又一个教育“大礼
包”。周末期间，吉阳区中小学生尤其是
贫困家庭子女、留守儿童、农民工子女都
可以免费报名参加成长营活动。

吉阳区教科局局长侯雪华说，为了减
轻家长的课外培训费负担，促进学生与家
长亲密互动，吉阳区向社会购买服务，邀
请专业师资力量，开展教育公益活动。她
介绍说，“吉阳公益成长营”活动时间安排
在寒暑假期和周末假日，每期持续半天至
数天。每期活动通过吉阳区教科局微信
公众号“吉阳教育”公开发布，吉阳区中小
学生家庭均可免费报名参与。“吉阳公益
成长营”将持续拓展活动内容，涵盖亲子
智慧家长营、科普、国防、小小志愿者等主
题，满足学生多元化需求。

本周琼岛全岛多云
大部地区午后有阵雨或雷阵雨

本报讯（记者 周才源 通讯员 符晓虹）7
月 31 日，记者从省气象台了解到，预计 7 月
31 日至 8 月 6 日，受西南气流影响，全岛多
云，其中北部、中部和东部地区午后有阵雨
或雷阵雨，南部的局部地区有阵雨；最高气
温全岛 33～36℃，最低气温内陆地区 23～
26℃，沿海地区 25～27℃。

海洋方面，北部湾海面，海南岛四周海
面，西沙和中沙群岛附近海面风力 5 级、雷
雨时阵风 7～8 级；南沙群岛附近海面风力
5～6 级、阵风 7 级。

省气象部门建议，本周各地白天气温较
高，请有关部门注意做好防暑降温工作，并
合理安排好生产生活。农事方面，本周我省
天气较好，建议东部和南部地区晚稻及时增
施拔节孕穗肥，促进正常拔节孕穗；中部地
区晚稻需增施分蘖肥，促进分蘖；西部地区
做好晚稻苗期水肥管理，促进正常齐苗，及
早移栽。

省气象部门未来 30 天趋势预测，预计 8
月全省平均气温接近常年，降水略偏多。主
要降水时段为 8 月上旬前中期、8 月中旬中
后期、8 月下旬中后期。预计 8 月中、下旬可
能有 1～2 个热带气旋影响本省。

本报讯（记者 吴英印 通讯员 叶
佳）7 月 28 日下午，三亚公安边防支
队三亚港边防派出所联合海事求助
中心，克服恶劣环境的影响成功地救
助了 3 名海上遇险者，围观群众交口
称赞。

当日 15 时许，三亚港边防派出所
民警接到 110 指令称：在三亚湾胜意
大酒店对面的海边，有三名东北旅客
在 3 小时前乘坐一艘自购皮划艇往东
岛方向出游，至今未归。台风刚过，
海上风浪较大，随行同伴担心他们的
安全，于是向警方求助。

接 警 后 ，民 警 立 即 赶 到 事 发 现
场，了解到三名遇险者年龄较大，必
须尽快找到他们。

于是民警立即展开搜救工作，由
于条件有限，民警采用逐一排查的方
法，划分小组对附近的海面进行搜寻
工作。经半小时的搜寻，终于发现距
离岸边 1000 米处有一黑点，经判断确
认是一艘皮划艇，上面人员的特征与
报警人描述相符。

确认之后民警立刻组织开展营
救工作，但是台风刚过，海上风大浪

急，救援难度非常大。而且民警发现
一个更加严重的问题，被困人员由于
被困时间较长加上年龄较大，体力已
经快要透支，如果不能将其及时救援
上岸，恐怕会有生命危险。

经过协商讨论，民警当即调整救
援方案，联系海事搜救中心协助开展
联合救援。约 15 分钟之后，海事搜救
人员抵达现场，一艘专业救援艇加上
4 名搜救人员与民警一同出发，展开
搜救工作。

民警通过望远镜瞭望搜寻，锁定
失控皮划艇的位置，发现艇上三名被
困人员正在挥手求救。由于海上风
浪太大，船只不好控制，海事救助人
员无法向皮划艇靠拢，被困人员不能
直接登上救助船。

考虑风浪太大，被困人员的体力
已经不济，经过民警的商量讨论，随
即决定安排一名民警下水，用绳子将
皮划艇扣在救助船上。随后安排一
名海事救助人员登上皮划艇，控制船
只方向，协助返航。

经过将近三小时的救援工作，最
终通过救助船将皮划艇拖回安全地

带，船上三人安全上岸，接受救治补
充体力。

经了解，徐某华、乔某武、王某文
三人均为东北老乡，第一次来三亚旅
游。他们没有见过台风天，只是听说
台风过后海里鱼比较多，于是就自己
买了一艘皮划艇出海钓鱼。但是却
没想到海上的风大浪急，最终导致被
困。了解事故原因后，民警对三人进
行了批评教育并没收了皮划艇，告诫
他们珍爱生命，不应擅自出海钓鱼。
三人对民警的救助表示由衷的感谢，
同时也表示这种情况下不为例。现
场围观群众对民警的救助行为，纷纷
竖起大拇指点赞。

警方郑重提醒游客一定要提高
自我安全防范意识：滨海旅游时要关
注天气预报，避免大风、大雾恶劣气
象条件下出海游玩；要乘坐合法旅游
船艇、注意乘船须知，减除潜在的乘
船出游风险；使用皮划艇、橡皮艇等
游乐设施时要注意风向，遇有南风或
偏南风天气极易随风漂向深海诱发
险情。

三游客出海钓鱼不幸受困
边防民警风浪中成功施救

7 月 29 日，园林工人在大东海一小区人行道旁修整绿化带。整齐成形的绿化带让人感受到城市绿色之
美。三亚在“城市美容师”的辛苦劳动中，变得更加整洁美丽。 本报记者 孙清 摄

修整草木扮靓城市

低潮
时间

高潮
时间

水质

三亚湾 优 29.3 06:00 14：08
大东海 优 29.3 05:43 14：21
亚龙湾 优 29.3 05:43 21：55
海棠湾 优 29.4 05:21 13：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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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大海水浴场24小时环境预报
三亚市海洋与渔业局发布 dof.sanya.gov.cn

50多名留守儿童
景区欢乐游

本报讯（记者 辛友）穿梭于五彩缤纷
的动物园，置身于众多可爱的动物中，嬉
戏于寒冷新奇的冰雪世界……7 月 30 日，
三亚千古情景区内回荡着 50 余名留守儿
童的欢声笑语。当天，共青团三亚市委联
合三亚千古情景区开展“援爱动”关爱留
守儿童活动，通过组织儿童游览千古情景
区，陪他们度过了愉快的一天。

10 岁的麦诗琪告诉三亚日报记者，她
来自天涯区抱前村。父母都外出打工，家
里只留下她和爷爷奶奶一起生活。今天，
她和奶奶游览了很多景点，还看了一场非
常精彩的演出。让她印象最深的是千古
情冰雪世界里的游戏项目。因为从小出
生在三亚，从来没有见过、摸过冰雪，她和
奶奶一起玩冰雪滑梯时感到特别开心。

团市委的相关负责人表示，留守儿童
缺失的是亲情，团市委工作人员虽不能给
予孩子们父母般的感情，但是可以用自身
行动让他们感受到社会的关爱。此次援
爱活动就是要给予留守儿童关怀，让他们
感受家的温暖。同时，呼吁全社会伸出援
助之手，共同呵护留守儿童，为孩子们有
一个健康美好的未来贡献一份力。

店服务员求助。亚龙湾距市区医院
较远，救护车不能及时赶到。当时情
况十分紧急，吴先生只得拜托服务员
叫来一辆出租车，把妻子送往医院。

在去往医院的途中，唐女士突然
出现脸色苍白、全身颤抖的病状。在
吴先生的恳求下，出租车司机不得已
一路超速闯红灯，终于及时将唐女士
送到市人民医院。唐女士也因为就
医及时，脱离了生命危险。

吴先生说，他们夫妻十分感激这
位出租车司机的善行。一路超速闯
红灯将面临严重的交通处罚，但他们
希望相关部门能够调查清事情的缘
由，免除这位出租车司机的处罚。“我
们不能让好人受委屈……”吴先生激
动地说道。

的哥：
只想尽快把病人送到

医院，救人一命就算丢工作
也值

7 月 28 日，三亚日报记者根据吴
先生提供的信息找到了这位救人的
好的哥。他叫任朝兴，是三亚盛捷运
输管理有限公司的一名出租车驾驶
员。

据任朝兴介绍说，27 日凌晨 2 时

40 分许，他从凤凰机场将一位乘客送
到亚龙湾铂尔曼度假酒店后正要离
开时，酒店的一位服务员告诉他，有
位客人突发高血压，需要紧急送医院
救治。他没有丝毫犹豫立刻将病人
搀扶上车，一路朝着三亚市人民医院
疾驰。在亚龙湾出口等红灯时，女乘
客的病情突然加重，随行的男乘客请
求他尽快赶往医院。

“按照规定，一旦遇到紧急情况，
要向公司报备。但是由于当时是凌
晨，病人情况危急，在脑海中闪现的
第一意识就是生命大于一切，只想着
尽快把病人送到医院。迫不得已才
违反了交规。”任朝兴向三亚日报记
者解释说。

当晚，任朝兴一路开着双闪灯飞
速赶到医院。途中经过亚龙湾路、榆
亚 路 等 路 段 时 ，他 为 了 争 取 就 诊 时
间，在观察路面没有车辆确保安全的
前提下，一边按着喇叭一边快速变化
灯光，一连闯了几个路口的红灯，仅
用了不到 30 分钟，就把唐女士送到了
市人民医院。

“等把乘客安全到医院后，我才
意识到自己可能因为严重违反交规
面临吊销驾驶证的危险。可是我不
后悔，能够救人一命就算丢了工作也
值了。”任朝兴回忆说。

公司：
对好心的哥进行嘉奖，帮

忙其申请免于交规处罚

将乘客送到医院后，任朝兴把情况
报告给了公司。

三亚盛捷运输管理有限公司非常鼓
励任朝兴这种见义勇为的精神，他们积
极向上级主管部门报告，帮助任朝兴申
请免于交规处罚。同时决定在该公司服
务质量考核中对任朝兴进行嘉奖。

市交通局运管处：
给予行业通报表彰一次，

协调交警减免处罚

市交通局运管处了解了任朝兴热心
救助游客的行为后，认为他的行为体现
了三亚道路运输从业人员热心助人的高
尚品质，彰显三亚交通人的良好风貌。
市交通局运管处决定给予任朝兴行业通
报表彰一次，希望广大道路运输从业人
员积极向他学习，不断提升服务质量。
并且，他们还将协调交警部门对其违章
行为给予减免处罚。

当天，三亚日报记者把相关情况反
馈给吴先生后，他表示，这次经历让他感
受到三亚是一座充满正能量的城市，他
为三亚的服务质量点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