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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通讯员$%&

"在!"日召开的#$!!年
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上#由华中科
技大学# 海马汽车等公司参与协作的
$大批量混流生产工艺过程优化平台及
其在汽车等行业的应用% 项目获得
%$!!年度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据了解#海马汽车承担多项国家
级科研项目# 特别是在新能源领域#

担了多项$国家&'(项目%#其中#普力
马纯电动汽车入选$十一五国家重大
科技成果展%&截至目前#海马汽车累
计申请国内专利)*+件#其中,&,件已
获准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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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时"个多月的$春光我爱海南(
文明大行动公益广告创意大赛%评选
活动,.日在海口落下帷幕& %(日#一
等奖作品)爱护我们的家园'作者王
陈臻高兴地领到,++++元奖金&

此次大赛以$兴文明之风#建文
明之岛%为创作主题#由海南日报报业
集团联手文昌市春光食品有限公司
举办&经评选#王陈臻创作的系列作品
)爱护我们的家园' 被评为一等奖#奖
金,++++元& 二等奖为)遵纪守法#拒
绝酒驾'*)文明交流#和谐沟通'系列#

作者分别是邓传毅*王昌海#奖金各
.+++元& 三等奖为)公共场所#请勿吸
烟'*)你离文明有多远'等#作者分别
是陈厚*陈宇等#奖金各%+++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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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员 *+, 实习生 -..

"%月
%+日# 中国首部地面沉降防治规划获
得国务院批复# 此举意味着全国范围
内的地面沉降防治已经提上议程&

)%+,,年/%$%$年全国地面沉降防治规
划'指出#目前全国遭受地面沉降灾害
的城市超过.$个# 这个数据引起了各
方关注&我省的情况如何呢+记者从省
国土资源厅了解到# 目前我省还没有
监测到明显地面沉降现象&

A]^_`abcdef

华北平原在下降* 长江三角洲在

下降*汾渭盆地在下降#这是我国目前
地面沉降的三大重点片区& 地面沉降#

是普通人很难察觉的现象# 是一种地
质灾害#又称为地面下沉或地陷& 它是
在人类工程经济活动影响下# 由于地
下松散地层固结压缩# 导致地壳表面
标高降低的一种局部的下降运动& 悄
无声息的沉降带来的危害却很大,土
地资源被破坏#地表建筑物被破坏#防
洪能力下降* 城市给水供气管道因沉
降变形破坏--)%$,,年/%$%$年全国
地面沉降防治规划'指出#目前全国遭
受地面沉降灾害的城市超过.$个#分
布于北京*天津*河北*山西*内蒙古等

%$个省区市&

据了解#过度抽取地下水#是造
成地面沉降的一个主要人为原因& 根
据%$,$年 )海南省地质环境公报'显
示#截止%$,$年#海南省地下水环境
监测共设有("个监测点#其中国家级
监测点,,个#省级监测点%(个& 总体
上 # 全省的地下水水位呈基本稳
定...下降趋势/ 省国土资源厅地质
环境与矿产资源储量处调研员黄茂
菖介绍#$目前为止# 水位虽然下降#

但并没有引起地面沉降现象#地下水
如果合理的开采# 因其有补给能力#

不会引起沉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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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了解到#上个世纪末#由于
海口市城市建设迅速扩展#加上地下
水的开发利用一度缺乏统一管理#非
法开采地下水的情况比较严重#从而
导致第二层承压地下水形成中心降
落漏斗&

据海口市水务局有关负责人介
绍# 私自开采地下水有不少危害#此
举不仅盗取了国家的水资源#而且还
容易形成地下水点状污染#导致地下
水遭污染& 为保护地下水资源#促进
城市供水建设#从%$$(年起#海口市

决定对城市公共供水管网覆盖范围
内的自备水源井实施逐步*有计划地
封闭# 并再也没有批复过开挖地下
井& %$$(年至%$$.年封闭了,$.口井#

%$$0年分三批封闭市区内的水源井
".口&

据了解#自#$$(年开始#海口不允
许新打井#如果私自开打地下水井#根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和)海南经
济特区水条例' 等# 将对开采者进行
#.'万元的处罚#并封闭机井& 如果市
民发现有人私自打井# 可以拨打海口
市政府服务热线$,#(".%反映#水务部
门将对其进行查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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晨曦的街道上就已出现他的身
影 #烈日当头的晌午他还在道面上排
查# 夜半的主街区常见他带队设卡
--一年('.天#没有节假日#不分春
夏秋冬#不管刮风下雨&

$小偷贼胆#步行街里伸手作案0

跟踪伏击#飞鹰队员神兵天降& %这句
话在海口府城地区市民口中广为流
传#也是冯晖的生活写照& 从警,"年
以来#冯晖尽职尽责#被当地老百姓
称为$群众的保护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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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冯晖任海口市琼山分局
飞鹰大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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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队长#一上
任#冯晖就忙得分不开身了& 上任之
初冯晖就针对辖区内治安案件频发
的特点#制定出"条防范措施&对治安
频发路段* 路口每#小时进行巡查一
次#昼夜不歇#在进入辖区的,$个主
要路口实施$护城河%工程#定时段*

定人员设卡检查过往可疑人员和车
辆#还在群众中找到了不少$线人%#

为破案提供帮助&要求飞鹰大队做到
市区(分钟到达案发现场* 乡镇半个
小时参与处置&

#$$&年,$月#(日下午"时# 有一
伙带有黑社会性质的犯罪嫌疑人#

经常在勋亭路一带持刀恶意抢劫*

伤害* 恐吓在校学生& 冯晖带领队
员明确分工# 乔装打扮走访了解*

取证# 搜集有利线索和证据# 很快
锁定了这一作案团伙& 之后# 在大
队领导的统一部署下# 于次日凌晨#

时许# 将涉案的,,名犯罪嫌疑人全
部抓获归案& 从接案到告破# 他们
仅用了'个小时&

#$,,年国庆节期间# 正值海口
遭受 $尼格% 台风的影响# 当获悉
涉嫌故意伤害案潜逃#(年的犯罪分
子彭某即将潜回海口的消息后# 冯
晖主动请缨# 亲自参加蹲守# 与队
员们在狂风暴雨中蹲守在彭某家门
口& 终于在,$月"日上午,$时许# 将
正要进门的彭某一举抓获# 此时冯
晖已经连续三天三夜没睡觉# 眼里
布满血丝# 身上的衣服早已湿透了&

犯罪分子彭某一归案# 说的第一句
话就是 $被冯晖抓住我心服口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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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口忠介路是琼山区最繁华的
商贸区#店铺多人流量大#因此这里
也成为小偷的聚集地##$$&年平均一
天有(至.起扒窃案件发生#针对这一
情况# 冯晖精心组织队员通过化妆#

装扮成摊主*清洁工*摩的司机对该
路的小偷进行#"小时监控#做到小偷
一出手就抓捕&

$由于打击严# 当地的小偷也不
得不1转型2了3 %冯晖笑着说#他们专
门成立了打击小偷小摸的小组#去年
,$月底到今年春节就抓了($多名小
偷& 经过努力#现在在海口府城城东
市场等多个市场和公交站的扒手基
本销声匿迹了& 更令冯晖高兴的是#

好多小偷被抓后受到教育#也怕了飞
鹰队员#转行干起正当工作#有的开
摩的拉客#还有的摆摊卖清补凉&

记者了解到#在冯晖与飞鹰大队
的辛苦努力下#海口市琼山区$两抢%

案件由#$$0年日均#$多起下降到
#$,,年的日均$1"起&"年来#冯晖率领
飞鹰大队共抓获各类违法犯罪嫌疑
人.)%+人#其中破获$两抢%案件%.'

宗0破获盗窃案件%.(宗0破获现行命
案)%起#缴获枪支).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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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大+)是队里的大家长#连队员
家属都是全力支持的& %中队长刘少营
说#平时都以数字代号称呼彼此#虽然
他比冯晖年长#和大家一样都称冯晖是
大家长#每当有案件发生#冯晖总是第
一个在现场指挥# 危险时冲在前头#而
在队员出去执行任务时#他总是第一个
提醒要注意安全&

因为工作的危险性#队员们受伤
的机率很高#&+2的队员在抓捕疑犯
时受过伤#'人曾骨折&队员小许甚至
在执行任务时脚被撞成粉碎性骨折#

在家躺了(年#今年春节后刚刚上班&

在小许受伤时#冯晖每个月都嘱咐刘
少营记得将每月几百元的补助送到
小许手中& $钱不多#但是冯大说要让
队员知道我们都记着他#他的血没有
白流& %刘少营说&

为让队员$追得上*打得赢%#冯
晖规定队员每周一次集中训练&尤其
是一些年长的队员#冯晖更要$逼%着
他们每天跑步锻炼& 老队员刘少营
说,$我们知道冯大的苦心#因为大家
工作危险性大# 如果不坚持锻炼#年
纪越大体力跟不上#与歹徒搏斗越容
易受伤&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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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海南师范大学教育系学
生杨雪娇因家里生活较困难#萌发了
退学的念头#冯晖在居民家走访得知
到这一情况后#立即帮杨雪娇找了份
家教的工作# 并多次和学校协调#帮
助杨雪娇在金鹏公寓学生管理处找
了份勤工俭学工作#还经常用自己的
工资对其进行资助& 在他的关心和帮
助下#杨雪娇不但完成了学业#现在
还还找到一份较为满意的工作&

从警)"年来#冯晖自愿捐助家庭
困难的队员及五保户共计人民币%万
多元0做好人好事(++余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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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 海口府城地区的治安形
势逐渐稳定#这中间少不了冯晖和飞鹰
大队的努力#可冯晖忙里忙外的#常常
顾不上自己的家人&有一次冯晖在出任
务时接到妻子电话让他去接女儿#他只
好拜托同事陈明旭帮忙&在车上#&岁的
小女孩乐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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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禁抱怨,$叔叔#我
都好几天没看到爸爸了& %陈明旭一问
才知道# 冯晖每天忙到半夜才回家#而
一早孩子没起床爸爸已出门&

队员们悄悄告诉记者#偶然一次#

他听到冯大打电话# 因为工作分不开
身# 让家人送生病的老父亲去看病#如
果硬要说冯大的缺点# 那就是不顾家
了& 队员小高说#如果让他用几个词介
绍冯大#那就是$低调做人#高调做事#

尽心尽职#全力以赴#追求圆满%&

虽然如此# 能在飞鹰大队工作#

冯晖还是很开心#他还特意买了一个
陶瓷飞鹰放在办公桌上#$我就喜欢
做警察%#这是他口中常说的一句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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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从海口市文化市场综合执法
支队了解到#海口文化部门连日来正
在开展校园周边文化环境整治行动#

截止%(日#已根据线索查处了)&家违
规接纳未成年人的网吧#这些违规网
吧全部将被停业整顿(+天&

据介绍#灵山中学附近的$海口
悠游电脑中心%*海南华侨中学附近的
$海口东联网络联盟网吧%及海口市府
城镇的$海口新潮丰网吧%严重违规#

予以曝光&按照规定#这)&家违规网吧
将被处以停业整顿(+天的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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