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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张毅"$

日下午#$海洋之梦% 号邮轮体验仪式
在海口秀英邮轮码头举行# 继三亚开
通至越南的邮轮航线后# 海口至越南
的邮轮航线也将复航&

海口发展邮轮旅游条件优异#发
展潜力巨大#但目前仍处于起步阶段&

早在%&&&年# 丽星邮轮就开辟了香
港''海口''越南下龙湾航线&随后#曾
有热岛风情' 明辉公主等邮轮开辟海
口至越南的邮轮航线& 上世纪$&年代#

海口秀英港就具备了作为环球邮轮停
靠港的条件#目前已经建成具有接待(

万吨级大型豪华邮轮能力的泊位)个&

去年初#海口发布(关于加快游艇经济
与邮轮旅游发展工作的意见)#成立发
展邮轮旅游领导机构# 综合协调推进
邮轮旅游发展&

据了解#$海洋之梦% 号邮轮是香
港润峰豪华邮轮公司花巨资引进的塞
拉利昂专业邮轮# 邮轮总吨位*万吨#

高$层#长+,)米#宽**-.米&邮轮上拥有

完善的居住'娱乐和用餐设施#有客房
/*&间#可载客$&&人!不包括船员"#邮
轮同时还开设有约0&&平米的自助餐
厅',&&平米的宇宙俱乐部'/&&平米的
星光夜总会')&&平米的蓝湖咖啡吧'

%&&平米影剧院#以及游泳馆'书馆'健
美中心'美容院'少托室'康乐中心'篮
球场' 商店' 阳光甲板等综合服务设
施&

据悉#$海洋之梦% 号豪华邮轮主
要经营海口至下龙航线# 航线全长共

%+&海里#航行时间约+0个小时& 船期
是每隔天一班# 游客可以选择三天两
晚及五天四晚两种行程线路& 邮轮航
线是当日下午(时从海口秀英邮轮码
头启航#第二天上午$时抵下龙#下午,

时从下龙启程返航#第三天上午$时返
抵秀英邮轮码头& 邮轮目的地是被誉
为$海上桂林%的越南下龙湾#是越南
最著名的风景区& 游客还可以选择坐
车去越南首府河内市# 深入了解越南
的神秘和浪漫风情&

据悉# 海口''下龙邮轮旅游的最
大亮点是游客不需要护照# 只需凭身
份证办理边境通行证就可以参加邮轮
及越南旅游#登船手续简单#这种政策
目前只有海口'北京等少数城市特有&

据悉# 润峰邮轮公司计划还将另
购置二至三艘邮轮分别开通海口至
东南亚' 三亚至岘港的航线& $日下
午# 来自旅游界的0&&余人成为首批
体验者登上邮轮# 他们将于+&日返
回海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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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日
从三亚消防支队了解到#+月.日++

时)/分# 三亚市吉阳镇某诊所内一
刚出生女婴落入马桶下水道中#情
况非常危急#消防部门立即调派+辆
抢险救援消防车和(名官兵赶赴现
场救援& 经消防官兵一个多小时抢
救#成功将困在马桶的女婴救出&

+月.日++时/,分# 救援人员抵
达现场时发现# 诊所现场人员拥挤
且一片混乱# 不时传出一阵尖叫哭
喊声# 厕所灯光灰暗# 环境脏乱不
堪#消部门立即进行了现场疏散&据
了解# 一名年龄不满%&岁的未婚女
子在厕所产下女婴# 不慎将婴孩落
入马桶下水道中# 女子由于产后大
量出血已在医院急救& 救援人员赶
到时婴孩已被困下水道近约/&多分
钟&

从现场情况来看#救援情况十
分危急#刚出生婴孩被卡在下水道
中央约&-0米处#由于解救婴孩下水
道洞口过小且婴孩生命迹象垂危
给救援带来艰大的困难#如果不对

马桶进行破拆#女婴会因为呼吸困
难立即死亡& 消防救援人员立即利
用扩张器扩大洞口实施救援# 同
时利用报纸捆绑后做球状堵住洞
口处# 避免崩落的碎瓷片伤及婴

儿& 在狭窄的救援现场# 中队救
援人员通过扩' 打' 凿等措施#

终于在+%时%$分时# 将在马桶下
被困近一个半小时的女婴成功救
出# 并移交现场医护人员救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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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昌江县林业局'森林公
安局组织警力端掉一非法贩卖和

收购野生动物的窝点#现场查获大
量珍贵的'濒危的野生动物#并将
活体野外放生#死体深埋处理&

据介绍 #%&++年 +%月 %$日下
午# 昌江县林业局接到群众举报#

在石碌镇一出租屋内有人进行非
法收购和贩卖珍贵' 濒危的野生
动& 昌江县林业局'森林公安局得
知这一消息后立即组织警力赶赴
现场# 端掉这一非法贩卖窝点#现
场没收大量的珍贵'濒危的野生动
物#并对贩卖商郑某进行刑拘&

据悉#在这一贩卖窝点中#工作
人员共成功了查获了野生蛇(,条#

其中#眼镜王蛇+条#蟒蛇%条#眼镜
蛇)%条#黄肚蛇+(条#水律蛇%)条#

银环蛇+条#毛鸡++0只!

/

"#果子狸
+只!

/

"#猴子+只!

/

"#大头龟+只#

水龟+只#大鸟+只#鹧鸪+只#白面鸡
+只#及国家$三有%保护动物大尾松
鼠,&只等珍贵'濒危的野生动物&

昌江县林业局有关负责人介
绍#近年来县林业局持续开展保护
野生动物的宣传工作# 效果显著#

目前贩卖野生动物比过去明显减
少& 但个别不法商贩却屡教不改#

对这样的不法人员# 一经发现#一
律按照相关法律给予行政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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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个女孩想自杀#你们快去看
看吧**%#.日晚上.点半#本报读
者张先生来电反映#在凤翔西路和
城南路交叉口附近#一名女子徘徊
在机动车道上久久不愿离去#并且
看到过往车辆就迎上去#似乎有轻
生的打算&

当晚.点/&分#记者赶到凤翔
西路和城南路交叉口附近# 果然
看见一名女子在机动车附近走

动& 过路司机见状纷纷减速慢行
绕开这名女子# 但该女子似乎并
不死心# 见到高速行驶的车子就
迎面冲上去# 妙龄女子的举动引
来不少围观群众& 现场有好心人
拨打报警电话后# 城西派出所民
警闻讯赶来将该女子拉到人行道
上& 面对交警的劝说# 该女子在
多次企图挣脱民警的控制要跑回
机动车道上& 接下来民警用了一
个多小时对该女子进行耐心的劝

说# 才终于让她的情绪渐渐稳定
下来&

随后#该女子告诉记者#她叫
小玲!化名"#今年%(岁#来自湖南
人# 去年和谈了0年的男友来海南
务工#就在两人即将谈婚论嫁时遭
到男方变心& 小玲坦言在当天下午
两人吃了$散伙饭%之后一时有点
想不开#$虽然还是心里面觉得很
难过#但是保证不会再最这样的傻
事了%#小玲平静地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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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在海南房产销售一片低迷之际#

由广东粤泰集团与海南白马控股共
同打造的高端楼盘海南天鹅湾迎来
开盘#开盘当日热销)亿元#据了解#

该项目位于司马坡片区南渡江江畔#

拥有私人游艇码头'豪华酒店等多重
奢侈配套& 据业内人士介绍#白马天
鹅湾的开盘不仅仅是对整个海南房
地产档次和规模的提升#也将带动了
海口整个江东板块的开发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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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0日#海口龙华区检
察院召开%&++年度述职述廉大会#该
院党组书记'检察长林静在会上给全体
干警上了一堂生动的勤政廉政可&

据了解#林静分别从职业道德行
为'履行执行力和后勤保证吃住行等
三个方面阐述了依法履职'公正廉洁
的必要性和重要性#高度概括了新年
第一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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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以来#海口市将家
庭旅馆消防安全整治列入重点# 美兰
区大致坡镇)家家庭旅馆因存在多处
火灾隐患被处罚&

据了解# 为进一步加强家庭旅馆
消防安全管理#%&++年# 海口消防'各
公安派出所和乡镇街道组成联合排查
小组# 对全市%)个乡镇街道的家庭旅
馆消防安全开展$地毯式%排摸& 经检
查# 乡镇的家庭旅馆普遍存在消防设
施标识化未落实#旅馆安全出口'疏散
指示标志及应急照明灯具设置不符合
要求等问题&在检查过程中#大致坡的
美兰宾馆' 明波宾馆和万详宾馆因存
在火灾隐患#分别被消防部门处予+万
元')万元和+万元的处罚&

随着返乡人员的增多#乡镇家庭客
流也将随之增加#海口消防部门将针对
各地区情况形成初步的整改方案#制定
出台相应整改措施#督促和指导各家庭
旅馆开展消防安全隐患整改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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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琼海消防支队对
琼海嘉积一家名为$0.%的宾馆未经
消防安全检查擅自投入营业的违法
行为#依法做出责令停产停业#并处
罚款)万元的处罚&

琼海嘉积0.宾馆位于琼海市嘉
积镇德海东路# 建筑面积+$&&平方
米#共,层#第一层是大厅#%至,层是
客房& 近日#琼海消防支队消防监督
员对辖区开展春节前 $清剿火患%战
役专项检查时#发现该场所未经公安
消防机构安全检查便擅自营业#违反
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相关规
定& 对此#琼海消防支队依法对琼海
嘉积该宾馆做出责令停产停业#并处
罚款)万元的处罚# 同时要求该场所
对存在问题进行彻底整改#争取早日
恢复正常营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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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日下午#海口
市城管支队由支队长刘慧义带队#组
织0/名公务员和中队以上干部到海
口监狱#参观海南省暨海口市反腐倡
廉警示教育基地&

海口监狱作为海南省暨海口市
反腐倡廉警示教育基地已经正式启
用& 该基地有两个大的展厅#展厅共
分我省直属单位'各市县领导职务犯
罪案例等等共六个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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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员 BCD

"%&+%年+月0日#海南
省检察机关%&++年新录用干部岗前
培训班在政法职业学院班开班& 此
次培训为期十天#其中0天为军训'0

天为检察业务培训# 参加培训班的
学员共++(人&

据了解# 此次培训班除邀请了
政法学院的教官外# 还选派了资深
检察官为学员做军训和检察业务培
训& 这是新录干警岗前的一次充电#

也是新录人员熟悉检察工作最便捷
的途径#为顺利通过试用期的考察#

早日加入检察队伍提供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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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进一步推进党风
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的深入开展#

增强干警特别是领导干部廉洁自律意
识和拒腐防变能力# 营造廉洁从政的
良好氛围#%&+%年+月0日下午#海口中
级人民法院组织$&余名干警前往反腐
倡廉警示教育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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