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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隔3年，擎天柱再度激战银
幕，好莱坞大片《变形金刚4：绝迹
重生》的放映成为全球变形金刚迷的
盛事。7月5日，为期两天的安利纽
崔莱“变形金刚·蛋白质优享吧”主
题活动将在海口名门广场盛大启幕。
这个周末不要宅了，带孩子来抢先体
验“变形金刚”的活力与乐趣吧！

变形金刚·蛋白质优享吧
视觉、味觉、触觉全方位体验

据纽崔莱品牌相关负责人介绍，
作为中国蛋白粉品类市场份额第一的
纽崔莱多种植物蛋白粉很荣幸成为电
影《变形金刚4：绝迹重生》的合作
伙伴。纽崔莱蛋白粉作为保健类食
品，从2011年起就以“蛋白质加一
勺，向活力说早安”为口号推广优蛋

白早餐。据纽崔莱营养讲师介绍，由
于人体每日所需能量的30%左右来
自早餐，与之相应，早餐应提供人体
每日所需蛋白质约30%的量。对于
习惯汤粉+鸡蛋、包子+豆浆、或面
包+牛奶当早餐的人来说，早餐摄入
蛋白质含量往往达不到相应水平。因
此一份合格的营养早餐，应该谨遵

“食物四要素”（谷类能量，蛋白营
养，果蔬精华，豆浆或牛奶的水分与
钙质）的要求，注意对“蛋白营养”
类食物进行适当搭配，例如对蛋类、
豆类或少量的肉、禽或鱼类等进行合
理搭配。同时，由于清淡的食物更符
合早上人体生理状况的需求，某些含
脂肪、胆固醇较高且难消化的食物，
如肉类等不适宜过多出现于早餐中。
所以，要获取早餐的优质蛋白质，可

考虑从蛋类、豆类，或富含大豆分离
蛋白的营养保健食品中进行补充。

7月5月起，“变形金刚·蛋白质
优享吧”主题活动正式登陆海口，与
广大市民零距离互动，以丰富多彩的

“视、尝、触全方位体验”的现场活
动，全面展示健康美妙早生活。本次
活动现场分为“汽车人告诉你”、“活
力机械舞”及“我的优享吧”三大区
域：“汽车人告诉你”带来时下最酷
的机器语体验，实现奇妙的人机对
话；“活力机械舞”区域邀市民共赏
活力舞姿；“我的优享吧”为市民创
造与变形金刚3D活力合照的契机。
精彩互动体验后，安利纽崔莱多种植
物蛋白粉特别提供定制的优蛋白夏日
冰沙特饮，给市民活力满分。

市民凭《变形金刚4》电影票
可领取纪念品

作为一个有童年的中国儿童，每
个人心中都有《变形金刚》情结，因
此海口“变形金刚·蛋白质优享吧”
给参加活动的市民特设了“凭《变
4》 电影票领取纪念品”的活动环
节。凡看过《变形金刚4》的观众，
持该影片的门票，在7月5日及6日
的10：30至21：00期间，前往海口
蓝天路31号名门广场一楼中庭“变
形金刚·蛋白质优享吧”现场，即可
领取一份精美纪念品。

参与“竞晒”有机会免费看
《变形金刚4》大片

“变形金刚·蛋白质优享吧”活

动有关负责人表示，市民可选择7月
5日至6日每天10：30至21：00期
间，前往海口名门广场一楼中庭的纽
崔莱变形金刚主题“蛋白质优享吧”
活动区，晒一张与变形金刚立牌或活
动易拉宝合影，转发给指定官方微博
及好友，即可参加现场抽奖，有机会
免费获得《变形金刚4》电影票2张。

海口“变形金刚·蛋白质优享
吧”活动提示

安利海南分公司于7月5日、6
日（周六、周日）10时至21时，在
海口市蓝天路31号名门广场一楼中
庭开展“变形金刚·蛋白质优享吧”
活动，集合多款高科技游戏，还有现
场抽奖，有机会获得免费《变4》电
影票，欢迎市民共同参与。

这个周末不要宅了纽崔莱邀你玩转变形金刚

南国都市报7月3日讯（记者胡
诚勇 实习生陈小韵）车间设备爆炸，
4死多伤，7月1日发生在海口慧谷
药业药厂的爆炸事故受各方关注。7
月3日，南国都市报记者从慧谷药业
药厂获悉，此次爆炸事故致死的4名
遇难者中，已有3名遇难者遗体运回
家乡，入土为安。另外，此次事故
后，海口食药监等有关部门排查了海
口全市上百家药厂。

爬回现场、背出女友的
伤者已经出院

据慧谷药业药厂厂长邢某介绍，

事发当时，他也正在药厂的办公楼内
办公，隔壁车间突然传出一声巨响
后，他立刻意识到出事了，于是立即
和其他同事一起冲过去查看。发现事
态严重后，他们立即拨打110、120
救援，同时第一时间组织人员抢救。

“大家有的拿灭火器，有的帮忙
冲进去救人，但最后还是有四个孩子
没了。”说到四名遇难的员工，邢某
一度泣不成声。

邢某说，事发至今，厂方一直按
照政府的要求，积极做好死者家属的
安抚及赔偿工作。截至目前，已有三
名遇难员工的遗体运回老家安葬，最
后一名遇难员工的遗体预计7月4日

也会运回去，入土为安。
邢某还谈到，四名遇难员工中，

定安籍陈某、陵水籍崔某某两人的善
后赔偿工作已经协商处理完毕；两名
临高籍遇难员工中，有一名的赔偿金
额已经基本达成共识，只待签定善后
赔偿协议，另一名由于老家习俗等问
题，目前相关工作还在接洽当中。关
于具体赔偿的金额，邢某表示目前还
无法透露。

另外，记者还从海口市第三人民
医院了解到，事故中负伤爬回现场、
背出女友的伤者符某某目前已经伤愈
出院，现在仍住在该院的几名伤者伤
势都比较稳定，一名情况较重的伤者

也正在逐渐恢复中。

一使用类似设备的药厂
被责令停产

针对此次爆炸事故，海口市安
监局局长林明表示，事发后，省市
安监部门很快介入，并聘请了4位
专家参与此次事故调查，后期还会
根据调查情况和需要，加大专家力
量。截至目前，事故具体调查结果
还没有最终认定，还需要再作进一
步调查分析。按规定，此次事故调
查时间为60日，如果调查比较困难
的话，时间可以适当延长，如果调

查情况顺利，时间要短些。“我们会
将按照规定，做好调查工作，如果
有新的进展，也会及时向社会公
布。”林明表示。

记者还了解到，此次爆炸事故
发生后，海口市食药监部门也组织
力量，对海口全市的上百家医药企
业进行安全生产大排查。通过排
查，现已发现有一家药厂使用与慧
谷药业药厂类似的工艺和设备，这
家药厂现已经被责令暂时停产。对
于其它未使用类似工艺和设备的，
也会排查消防、用电等其它方面的
安全隐患，督促药品生产企业做好
安全生产工作。

背出女友的伤者已经出院
海口排查全市100多家制药厂，一企业被责令停产

新闻追踪 《海口慧谷药业药厂爆炸》追踪

由于学校要求使用网上银行交
学费，没有网银账号的三亚理工职
业学院两名大三学生小畅和小峰只
好托同学小枫帮忙，由小枫使用自
己的网银账号交学费，并分别将
13000元和8000元给了小枫。可没
想到临近毕业时，小畅和小峰却被
学校告知，由于拖欠学费从而无法
按时领取毕业证书。小畅和小峰认
为，小枫带着他们的学费离开了，
同时对于学校要求使用网银交学费
的举措表示质疑。校方表示，具体
情况需要公安机关调查核实。

没有网银难交学费
热心同学出手相助

每年的9月份，是全国各大高校
的开学日。2013年9月25日，三亚
理工职业学院正式开学，大三学生
小畅和小峰准时到校，但是这一切
都必须建立在按时缴纳最后一年学
费的基础之上。

校方要求必须使用网上银行缴
纳学费，可是小畅和小峰却没有网
银账号。怀揣着学费无法缴纳，令
他们十分苦恼。这时，同学小枫出
现了，表示自己有网银账号，可以
帮助他们交学费。小畅和小峰听后
十分高兴，相继来到校内一台ATM
机处，给小枫转账学费。据小峰介
绍，他向小枫转了8000元学费。小
畅则表示，他的转账时间在2013年
的10月6日，向小枫转去了13000

元。“学费是10000元，当时小枫能
够帮忙，我很高兴，于是按他的要
求借给他3000元。”小畅说道。

把钱交给了小枫，小枫随后会
把钱通过网银交给学校，小畅和小
峰这样认为，心中一块大石头也似
乎落了地。开学一个星期之后，大
三学生们开始离校实习，小畅、小
峰和小枫三人也相继离开了学校。

临近毕业没有证书
原来学费还没交

6月，是大学的毕业季，小畅和
小峰按要求暂停实习回到学校，开
始期待印有自己名字的毕业证书。
可随后发生的一切却让小畅和小峰
始料未及，印有自己名字的毕业证
书没有等来，倒是等来了印有自己
名字的拖欠学费通知单。

“6月1日学校下发了拖欠学费的
通知单，上面有我的名字，这才知
道小枫没有帮我交学费。”小畅表
示，拖欠学费不能领取毕业证书，
直到将学费缴清才可以，可是作为
一名普通学生，当时身上并没有多
余的钱用来补交学费，更不好意思
开口向家里要钱。思来想去，小畅
和小峰决定于6月9日一同前往小枫
家要个说法。

据小峰介绍，小枫的家位于琼
中县某农场，找到之后，小枫不在
家，家里只有小枫的父母。“当时小
枫的爸妈表示，儿子大了由不得父

母，目前也联系不上，估计和别人到
省外打工了。”小峰告诉记者，对方表
示家里经济条件也比较紧张，只能等
待找到小枫后，让小枫每个月还一
点。“真没想到三年的同学感情，最后
落得这样的下场。”小峰说道。

学费一天不交，毕业证书就一天
领不到手，由于担心家里责骂，小畅
开始另想办法。小畅是定安人，目前
在三亚一家工地上班，为了凑足学
费，他找了所有可以联系到的朋友，
一共借了五六个朋友的钱，才勉强把
学费凑齐。“身上没有钱，费了很多周
折，找了许多朋友终于凑齐了10000
元。还钱很困难，只好把期限定在年
底，每天省吃俭用。”小畅说道，凭借
着朋友借的钱，他把毕业证书领了回
来，但是小峰却没有这么幸运。

小峰是福建人，目前在海口实
习，由于凑不到学费，他的毕业证
书一直没能领取。

事情发生后，小畅和小峰曾经
与三亚市公安局荔枝沟派出所取得
过联系，但是考虑到同学感情，并
未正式报案。他们的辅导员黄老师
表示知道这件事情，这两位同学也
向院里反映过，称小枫一个人欠了
他们两个人的钱，但是具体情况还
无法下结论，需要公安机关进行调
查核实。

目前，小峰已经决定，找一个
时间约上小畅，一起到三亚市公安
局荔枝沟派出所正式报案。

（南国都市报记者贺立樊）

南国都市报7月3日讯（记者
陈新）记者今天从海南省妇幼保健
院（海南省儿童医院）与重庆医科大

学附属儿童医院技术指导合作医院
揭牌仪式上了解到，海南省儿童医
院预计2015年建成并投入使用。

托同学帮忙交学费同学却携款消失
校方表示需要公安机关核实当事学生因拖欠学费无法毕业

我省首家海上乐园落户乐东

省儿童医院将于明年建成

南国都市报7月3日讯（记
者 利声富）米老鼠、童话城堡、
七个小矮人与白雪公主……7月
10日，海南首家迪士尼主题沙雕
乐园将在乐东龙沐湾温德姆至尊

豪廷大酒店前的沙滩上开幕。暑
假期间，迪士尼主题沙雕乐园内
用沙雕艺术展示出与众不同的迪
斯尼，伴随家长与孩子们度过一
个美妙的暑期。

南国都市报7月3
日讯（记者王燕珍通讯
员陈曦）海口铁路公安
处万宁高铁站派出所接
到“报警”：2名“暴
恐分子”持刀在火车站
广场南头砍杀群众。万
宁所闻警即动，按照

“反恐”预案，迅速启
动“一分钟处置”机
制，在52秒内赶赴现
场将“暴恐分子”制
服。原来这是该所正在
开展实战联合演练。

万宁铁警
实战演练

演练现场。
南国都市记者 王燕珍 通讯员陈曦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