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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国都市报12月18日讯（记者
何慧蓉通讯员胡坤坤）担任安徽、海
南、江西3家投资保险公司法人代表
的李某玲是不少公司的“财神婆”，
她先后以每月5%-9%的高额利率将
超过6亿元的款项借给多家公司。这
些钱，都是她以支付较高月利率从他
人手中吸收到的，她从中赚取利息
差。而海口的陈某微（女，现年40
岁）则在海南吸收了4.7亿余元存款
交给李某玲。12月17日，海口中院
对李某玲、陈某微非法吸收公众存
款一案进行宣判，李某玲获刑 9

年，陈某微获刑4年，两人均被判
处罚金。

李某玲，女，现年51岁，原系
芜湖市鸿凌投资担保有限公司、星子
县恒大中小企业信用担保有限公司、
海南鸿凌投资担保有限公司法定代表
人。为了谋取非法利益，2009年初
至2012年2月间，李某玲在安徽省
芜湖市、六安市等地以2%-6%不等
的高额月利率向芦某、李某、冉某
伟、孙某申、林某峰、唐某伟等人及
通过陈某微向海南省海口市的梁某
龙、梅某娇等人非法吸收款项共计

6.69亿余元。其中，冉某伟共给李某
玲汇款9867万元，尚有2千多万未
归还。

吸收来的钱，李某玲以5%-9%
的高额月利率出借给安徽新兴电缆公
司、替克斯阀门公司等企业，从中赚
取利息差价。2011年8月开始，李
某玲以高额月利率向陈某微非法吸收
存款，用于偿还之前所欠的本金及利
息。陈某微遂以3%-3.6%的月利率
在海南省海口市从梁某龙、梅某娇等
人处非法吸收款项共计4.7亿余元，
再以5.4%的高额月利率转借给李某

玲，从中赚取利息差价。
海口中院认为，被告人李某玲、

陈某微违反国家金融管理法规，为谋
取个人利益，以企业资金周转、代理
公司注册验资等为由，许以高额利息
回报，并承诺在一定期限内还本付息
的方法非法向社会不特定的公众吸收
存款或变相吸收存款，其中，李某玲
非法吸收资金达 669144230 亿元，
陈某微非法吸收资金达475109990
元；二被告人不具备吸收公众存款的
资格，却面向社会不特定的多人非法
吸收资金，数额巨大，已严重扰乱金

融管理秩序，对社会危害严重，这与
借款对象特定的民间借贷行为具有本
质区别，其所谓的借款行为符合非法
吸收公众存款罪的“非法性、公开
性、利诱性和社会性”四个特征，该
行为已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应
依法予以惩处。

17日，海口中院以非法吸收公
众存款罪判处李某玲有期徒刑9年，
并处罚金40万元；判处陈某微有期
徒刑4年，并处罚金25万元。宣判
后，被告人李某玲表示要上诉，陈某
微考虑是否上诉。

非法吸收公众存款逾6亿
担保公司女老板被判9年 海南“帮手”给她筹款被判4年

南国都市报12月 18日讯（南
国都市报报道组）2013年年底，中
办、国办印发通知明确“要把各级党
政机关建成无烟机关”。通知下发
已近一年时间。18日上午，记者在
海口市农机安全监理所外勤组办公
室内看到，有三名工作人员上班时
间聚集在一起。边聊天边抽烟，整
个办公室内“烟雾缭绕”。记者随后
将情况向该所一负责人反映，该负
责人称，目前他们还未正式接到禁
止在办公室内抽烟的相关文件，下
一步将在单位内加强宣传，禁止在
办公室内抽烟。

18日上午11点，南国都市报记
者在海口市农机安全监理所外勤组
办公室内看到，里面坐着几名身着
便装的男子，其中三名男子在一边
聊天一边“吞云吐雾”，有说有笑，整
个办公室内“烟雾缭绕”。记者留意
到，该办公室的办公桌上，还放有一
个烟灰缸，里面放有抽完后的烟头。

“不是有规定不能在办公室内
抽烟吗？”记者上前询问，其中一名
短发的年轻男子听完后笑了起来，
而另一名年纪稍长的男子则称：“有
这回事吗？”

对于工作人员在办公室内抽烟

的情况，该所相关负责人王宽怀介
绍，抽烟虽是个人喜好，但他们曾强
调过不要在办公室内抽烟。

记者询问道：中办、国办早在去
年年底下发了《通知》，难道你们没
有接到相关文件吗？

“此前从报纸上我们知道不能
在办公室内抽烟，但目前我们还没
有正式收到上级部门的相关文件。”
王宽怀称，因此没有当作正式的话
题来说，也没有具体实施。他表示，
如果有正式文件下来的话，将会积
极传达给单位职工，同时下一步也
将在单位会议上进行强调，加强宣

传，禁止在办公室内抽烟。
针对单位工作人员在办公室抽

烟的现象。市民庄女士认为，机关
单位的办公场所是面向群众服务
的，把办公室搞得烟雾缭绕的，不利
于营造清新的公共环境，影响了政
府和公务人员的形象。她表示，公
务人员要带头在公共场所禁烟。

市民张先生称，政府部门在“禁
烟”问题上应加强自律，畅通公众的
监督渠道，以利于更好地发挥公众
的监督作用，同时应出台相关惩罚
措施来规范行为，勿让“禁烟令”成
一纸空文。

海口农机监理所一办公室成“吸烟室”

3工作人员上班抽烟聊天

南国都市报12月18日讯（记
者吴雅菁）海南首届“万宁智慧城
市·文化艺术季”18日在万宁兴隆
开幕，为期三个月的活动期间，将
围绕海南黄花梨、海捞瓷、海南黎
锦、万宁花卉、清代宫廷服饰、万宁
城市摄影大赛等主题，开展22项
丰富精彩的活动。

本次活动从2014年12月18
日起至2015年 2月 28日止，每
周展现一个主题艺术活动，该活
动以开创性强，多层次、多角度
等特点反应了当下时代主题，率
先展示建设“万宁智慧城市”文

化特色，营造全社会关注传统中
华文化、艺术珍品的良好氛围。

该活动内容丰富多彩，将围
绕海南黄花梨、海捞瓷、兴隆咖
啡、海南黎锦、翡翠玉石、万宁
花卉、清代宫廷服饰、万宁城市
摄影大赛、海南民间收藏协会艺
术周等主题活动，以艺术周的形
式展开。

万宁书法之乡书画展活动期
间，将邀请海南百余位优秀书画
家参展。另外，“海南民间鉴宝大
会”“艺术品拍卖活动”也随即开
展。

圣旨真迹 您见过吗？
12月18日，在三亚天涯海角，圣旨博物馆300多幅圣旨真迹与游客

见面。据了解，这是收藏家吕乃涛先生花了十多年心血不遗余力地征集
流散在民间的文物。馆中不仅陈列着珍贵的圣旨，还珍藏着宝贵的科举
资料。有各级科举考试的试题、试卷，还有考生作弊使用的丝织夹带
等。南国都市报记者汪承贤摄

万宁智慧城市文化艺术季开幕

22场活动精彩上演

激情“熄火”太快
周先生今年31岁，潇洒帅气，

有一个漂亮的妻子，事业做得风生水
起，在同龄人当中，他算得上成功人
士，可是他却常常说自己是一个外强
中干的男人。

原来，周先生一直忙于事业，喝
酒、应酬多了，休息时间却少了，身
体也亮起了红灯。刚刚30岁出头的
他就遭遇了早泄的困扰，碍于面子，
周先生没有到医院接受正规检查和治
疗，也从未向别人谈及，包括最亲密
的亲人。可是妻子能够感觉得到，她
发现老公对夫妻生活的要求越来越少
了，而且在夫妻生活过程中，还经常

“熄火”过快，让两个人都有种“跌
落”的感觉。然而周先生每次都说自

己太累了，不敢承认自己“不行了”。
面对妻子正常的生理需求，周先

生只能找别的办法，多次背着妻子服
用伟哥和其他壮阳的药物，虽然满足
了一时的欲望，但是周先生担心长期
用药会有副作用，便减少服用，同时
夫妻生活的次数也减少了，周先生反
复的变化，让妻子产生怀疑，两个人
的感情更是发生了变化，周先生自己
也很苦恼，一向缺乏浪漫细胞的周先
生，开始买花、买礼物讨好妻子，甚
至在结婚纪念日还精心准备了烛光晚
餐，然而令周先生没想到的是，在这
个浪漫的结婚纪念日，妻子却决绝地
提出了离婚，理由竟是周先生一直不
愿提及的“早泄”。

为了挽救家庭和婚姻，他一面努
力安抚失落的妻子，一面积极打听治

疗早泄的医院。终于，皇天不负苦心
人，在一次聚会上得知很多男性患者
的早泄都是在海南中医药研究所附属
琼岛医院治愈的。于是，周先生很快
预约了专家号，并积极配合医生，在
一段疗程后，已经完全康复了。现
在，最少都能坚挺十分钟以上。

男性功能渐受关注
海南中医药研究所附属琼岛医院

男科医生指出，近年来，人们追求优
质生活的要求越来越高，据民政部门
统计，因为男性功能“不行”而提出
离婚的案例越来越多，女性敢于追求
自己的“性”福，同时，也表明男性
功能健康越来越受到关注。

临床上，像周先生一样的患者还
有很多，他们明知道自己患有早泄却

不想承认疾病的存在，拖延治疗、讳
疾忌医。殊不知早泄不仅仅危害自己
的身心健康，更直接影响夫妻生活质
量和夫妻感情，而且精神压力越大对
疾病影响越大，产生恶幸循环，最终
导致婚姻破裂。

显微阴茎背神经阻断术
医院专家组表示，早泄让男性朋

友无颜面对伴侣，早泄剥夺了他们的
男性尊严。 “显微阴茎背神经阻断
术”仅需在阴茎背部冠状沟皮肤上做
微小切口，剥离筋膜暴露放射状分布
的阴茎背神经，除中心部神经分支
外，根据阴茎神经分布多少，决定切
除远端神经的根数，以部分降低其敏
感度，从而延长射精时间。高倍微创
显微阴茎神经微控术结合中西药物融

合调理来治疗早泄，拟补了传统早泄
技术的不足和缺陷，具有创伤小、愈
合快、见效快等一系列的优势。

三亚港华商业广场
投入使用

南国都市报12月18日讯（记者
利声富）三亚港华商业广场18日正式
投入使用，居住在三亚市港门村社区
居委会、商品街社区居委会的居民再
也不用为此烦恼了。

港门村社区居委会、商品街社区
居委会是三亚较为繁华地区之一。
平时，居住在这一区域的本地居民及
外来人员约有13万人；冬季，随着候
鸟老人的到来，住在这一区域的人员
达15万人左右。但这一带却没有一
个商场，居民购买各种日常生活用
品，要么就近到邻街小商店，要么跑
到三亚河另一边的商场、超市。

为落实三亚市商业网点规划实施
意见，有关部门拆除原港华农贸市场
后，在原址建起一家集农贸超市、商场、
特色餐饮、KTV、电影院等为一体的综
合性商业广场——港华商业广场。

清货网海南发展计划提速
提供千个就业岗位

南国都市报12月18日讯（记者
纪燕玲实习生刘少珠）又一电商看好
海南。记者从今天举行的2014清货
网创业英雄博鳌论坛大会获悉，配
合海南省政府“千乡万村工程”，全
岛将开设309家清货网线下店，同
时可培育一批创业者，并创造1000
个以上就业岗位。

据了解，通过清货网平台构建
海南专网，帮助海南的生产商、销
售商、物流商通过网络平台实现与
客户或消费者无缝对接。

据悉，清货网成立三年半时
间，已经成为广东省乃至全国知名
高科企业。

不够“坚挺”，他的爱情遭遇“泰坦尼克”
琼岛医院荣获2014年海口市十佳人民满意医院，为“快男”搭建健康通道

【温馨提示】
为了您的身体健康，发现身

体有不适时，请及时到正规医院
进行诊治，以免耽误治疗。如果
您还有其他疑问，可以在线咨询
海南中医药研究所附属琼岛医院
的专家或者随时拨打男人健康热
线 ： 66860999， QQ：
708989999 网 站 ：http：//
www.0898nk。 com 让专家
为您解答。地址：海口市龙华区
海秀中路103号凤凰新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