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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国都市报12月18日讯（记者
王燕珍特约记者周平虎） 12月18
日至20日，省交警总队根据公安部统
一部署，在我省开展为期3天的统一
整治行动，集中严查高速公路违法占
道行驶、违法停车、占用应急车道、禁
行车辆（拖拉机、非机动车、行人）上高
速等4类野蛮驾驶行为。18日，全省共
出动1100人次警力，设置16个检查
点，派出13个巡逻执法小分队。上午，
全省共查处违法停车122起、大货车
占道行驶98起、占用应急车道行驶
21起、禁行车辆（非机动车、行人）上
高速 54起、货车超高超限超载 152
起、涉牌涉证22起。

18日上午，省交警总队总队长
陈鸿飞等人分别带领五个工作组在全
省各地督导集中整治行动。记者在海
屯高速公路海口入口处看到，设点执
勤民警正对过往车辆进行检查。

据执勤民警介绍，他们在执法时
接到反映在海屯高速往海口方向三公
里路段违法停放了15辆大货车，更
奇怪的是，看到有大货车停放在检查

点不远的地方，越来越多的大货车也
在此停车。民警现场了解到，违停的
大货车车主极有可能提前知道前方设
检查点，为躲避检查才违法停放在应
急车道。随后，民警对大货车司机做
出记6分、罚款200元的处罚。

据介绍，今年以来，高速公路事
故呈多发态势，而大货车占道行驶、

高速公路违法停车等违法行为不仅严
重影响交通秩序、道路畅通，也是引
发追尾交通事故的重要原因。

省交警总队有关负责人表示，整
治中，各地交警将采取网上巡逻和网
下现场查处、固定检查和巡逻检查相
结合方式，实施 24 小时不间断执
法。

大客车停斜斜 过路人心慌慌

南国都市报12月18日讯（记
者王天宇）“讨薪讨了近一年时
间，5万多元装修尾款依旧没着
落，如果年前还拿不到钱，真是
没法回家过年了。”近日，代表
10多名农民工讨薪的华先生向南
国都市报反映称，他们去年11月
份在海口承接一室内装修项目，
装修一处400多平方米的网吧，
完工后的网吧如今已营业近一
年，可网吧方面一直拒付尾款。

施工方：装修尾款被拖欠

华先生是江西人，2013年
11月份经熟人介绍与海口市美兰
区南联路一网吧签订装饰工程施
工合同，对一处413平方米的房
屋进行装修改造，双方约定以每
平方米750元的价钱进行装修，
总装修款为309000元，工程工
期为35天。“施工过程中网吧老
板要求增加装修房屋的铝合金
窗、修复原房顶的渗水点等五项
合同以外的工程。”华先生说，
装修在 2014 年 1月 20日完工。
和老板口头约定的额外款项共计
43399 元，总款项达到 352399
元 ， 而 该 网 吧 先 后 只 支 付
300000元装修款后便拒绝支付
尾款。剩余 5 万多元至今没着
落。华先生说，为了找网吧老板
要钱，他不知找了多少次，可网
吧方面一直都不肯支付，如今给
其负责人打电话都不接了。

网吧：扣的是质量保证金

18日上午，记者陪同华先生

来到了网吧，对于拖欠装修尾款
一事，该网吧店长吴先生介绍，
总公司扣的是质量保证金，因为
店内装修的不尽如人意，几处墙
壁还存在漏水情况，后来叫施工
方来处理，施工方也一直没有
来，没办法他们请了其他的维修
工。随后，吴先生还带着记者查
看了墙壁渗水的区域。吴先生告
诉记者，签订合同时的具体细节
他并不知道，是由总公司负责人
签订的。18日下午，记者多次拨
打当时和华先生签订装修合同时
一林姓负责人电话，但电话一直
处于无法接通状态。

劳动部门：协商不成可起诉

对于吴店长的说法，华先生
并不认同，他说，该房屋本来就
是旧房改造，如今又过了近一年
时间，期间还经历了两次台风，
难免会出现渗水的情况，此外，
在签订合同时，合同上没有注明
质量保证金一事，只是口头约定
对其装修房屋进行1年的质量保
证。“即使是扣质量保证金，也
不能扣这么多吧。”华先生说。

对此，华先生当日来到海口
市美兰区劳动保障监察大队，一
谢姓监察员了解情况后表示，质
量保证金是双方协议后确定的，
如合同中没有明确是不能扣的。
该监察员建议，双方进行协商，
如协商不下来华先生可向法院提
起诉讼。此外，如对方提出装修
质量不合格应由质检部门进行检
测后出示书面材料确定。

随着社会的发展和人们对健康及美丽的追求，特别是韩式男性生

殖整形技术的引进，人体私处整形也在不断“深入”。2014中日韩男性

生殖整形高峰论坛”专家、海南现代男科医院住院部主任王东生教授

表示，生殖整形就是对男性外生殖器先天畸形以及后天缺损进行修复

重建，以达到恢复男性正常生理功能与美观外形的目的。近年来，该

院不断引进韩国高端生殖整形技术，在高端生殖整形技术上进行了前

瞻性研究和临床实践，良好的生殖整形术能从心理和生理两个方面帮

助男性恢复健康。

热议一：男性“私处”整形有
何用？

答案一：优化两性生活、提
高生活质量

“我的生殖器太短了，结婚
几年来夫妻生活越来越少，再加
上一直没孩子，我在妻子面前都
抬不起头，怎么才能改变这种情
况？”王东生教授介绍，男性朋友
在医生面前诉说类似苦恼大有
人在。

王教授认为，生殖器异常的
男性接受生殖整形的三大有利
因素：1.增强男性朋友的生理功

能和自信心。因为生殖异常不
仅影响正常的夫妻生活和繁育
后代，也给男性自己的心理生理
上面带来很大的负面影响；2.提
前预防了生殖感染。比如包皮
过长和包茎，由于包皮脂腺的分
泌物不能及时排出，加上清洗不
彻底，自身患病不说，妻子患上
感染的几率也会增加。3.减少病
变恶化的几率。据调查，男性在
接受生殖整形后能明显降低生
殖器官恶性病变的可能性。

热议二：哪些男性需“私处”
整形？

答案二：包皮过长、阳痿/早

泄、阴茎弯曲/短小等

王教授表示，有很多情况下

需要男性生殖整形的，除去比较

容易注意到的包皮包茎需要整

形治疗外，生殖系器官畸形，包

括隐睾、精索静脉曲张、前列腺

精囊腺先天畸形等疾病；器官发

育异常，主要包括包括下面尿道

下裂、阴茎弯曲畸形、生殖器官

短小几种请况，都应该进行生殖

整形。

另外，临床解剖发现，正常

情况下阴茎背神经的分枝应该

是2-4根，而早泄患者的阴茎背

神经可以达到8-13根。通过整

形手术——选择性阴茎背神经

阻断术可达到一次性治愈早泄

的目的。另外，血管性静脉阳

痿，通过阴茎背深静脉包埋术+

脚静脉捆扎术，可让男性性功能

失而复得。

热议三：天气寒冷，会影响

手术吗？

答案三：冬季是进行男性生

殖整形手术较合适的季节

近日来海南气温下降，天气

寒冷。对于有“男言之隐”——

生殖器畸形的朋友来说，利用当

下季节开展生殖整形手术最合

适宜，一是由于冬季天冷，细菌

没有适宜的繁殖环境，术后感染

的可能性降低；二是海南地区冬

季不会出现极端低温天气，为手

术后的早日恢复提供了很好的

外部条件，再是是冬季是男性养

生的最佳时间，正好能给术后的

你补补。

王教授提醒，想要进行手术

的男性朋友：不要有过多的思想

包袱，在接受手术前与医生认真

沟通，选择正规专科医院进行手

术和专业护理，千万不要选择小

诊所或非正规医疗机构。

●2014中日韩男性生殖整
形高峰论坛病例征集范围

12 月 26-28 日，“2014 中
日韩男性生殖整形高峰论坛”
将在海南现代男科医院隆重召
开。现正面向社会征集阳痿、
早泄、包皮过长、包茎、阴茎弯
曲、阴茎扭转、阴茎折断、阴茎
发育不良、阴茎畸形、缺损、阴
茎短小、尿道下裂、隐睾症等病
例。论坛会议期间生殖整形检
查、性功能障碍辅助治疗、生殖
整形手术患者可享受8折优惠，
免专家特殊会诊费。

优惠时间：12月20日—28日
咨询电话：66671111
地址：海口市龙昆南路43

号海南现代男科医院
更多的论坛资讯登录http:

//www.xdnk.com 或 QQ：
800019012在线咨询。

（琼）医广［2014］第11-10-01号

论坛专家答疑：男性为何要做生殖器整形术？
明日，到海南现代男科医院做生殖整形检查、性功能障碍辅助治疗、生殖整形手术8折优惠，疑难病例征集中，预约热线：66671111

网吧已营业近一年
5万多装修尾款没着落

拿他人驾照办理交通违法扣分

一男子被拘10天
南国都市报12月18日讯（记者王

燕珍）拿他人丢失的驾驶证和身份证，
收费帮人跑腿办理交通违法记分，男
子王某某被交警查获，行政拘留10日。

18日，记者从省交警总队了解
到，近日该队违法处理大厅接到市民
谢先生反映，他的身份证和驾驶证遗
失，但发现驾驶证被记分。违法处理
大厅负责人立即核查办理档案，经
查，该驾驶证是被一王姓男子通过委
托办理方式接受记分。该负责人报
案，辖区派出所对王姓男子进行调查。

王某某交待，别人拿着谢先生的证
件，支付他一笔费用，委托他办理记分。

交警表示,严厉打击非法中介代扣分
行为，欢迎举报。同时提醒驾驶人不要提
供驾驶证为他人代扣分，个人信息可能会
被非法利用,而一旦发现会被依法处理。

南国都市报
“年末讨薪行动”

海南交警整治高速公路野蛮驾驶行为

15辆大货车应急车道当“停车场”

通通记6分罚200元

12月16日，海口海甸岛海达路
的一条小巷子里，停放着一排大客
车。这些大客车一边轮子放在路边
坎子上，坎子约20厘米高，整辆车

向路中间倾斜，过往市民担心，如果
遇到大风，这些倾斜的车辆会倒下
来。

南国都市报记者陈卫东摄

南国都市报12月17日讯（记
者纪燕玲 实习生刘少珠 通讯员
韩依彤）记者今天从龙华区获
悉，该区投入资金 12.78 万元，
为农村独生子女家庭、农村纯二
女户，计生特殊家庭和村级计生
专干购买计划生育保险，险种包

括意外伤害险和重大疾病险等。
据了解，其中，农村独生子

女家庭413户，每户200元；农
村纯二女户90户，每户200元；
计生特殊家庭42户71人，每人
200元；村级计生专干65人，每
人200元。

龙华区政府为农村计生家庭买保险

交警正在现场执勤。南国都市报记者王燕珍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