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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国都市报7月4日讯（记者
姚传伟）“对孩子过分宠爱，反而
不利于他们的成长，参加你们举
办的活动是非常好的选择。”周六
上午，黄女士与好姐妹李女士从
琼海赶到海口，来本报给孩子报
名，并对本报举办的军事拓展夏
令营活动赞不绝口。

家长：
过分宠爱不利孩子成长

4日上午，黄女士和姐妹李女
士特地结伴从琼海赶到本报，给
孩子报名参加本报联合海口军拓
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举办的军事拓
展夏令营活动。

“孩子天天嚷着要参加呢！”
黄女士笑着告诉记者，她与姐妹
李女士的孩子今年都是11岁，在
看到 《南国都市报》 的报道后，
孩子去年就想参加这个活动了，

但考虑到年龄因素，她们一直到
今年才给孩子报名。

黄女士和李女士都是老师，
对于孩子的教育，他们深知过分
宠爱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李女
士告诉记者，自己嫂子的孩子是
在去年参加南国举办的军事拓展
夏令营活动的，现在不管是自理
能力，还是学习主动性和在待人
接物上，都有了非常大的提升。

“想让孩子更加全面地成长，
身边实实在在的例子告诉我们，
选择南国都市报社举办的军事拓
展夏令营活动绝对不会错。”黄女
士笑着说。

除了黄女士和李女士，还有
大批家长在周六上午赶到本报给
孩子“抢位”，本报工作人员小江
和小郭一直忙到中午1点左右才吃
上饭。“虽然牺牲了周末的休息时
间，但能让更多孩子报上名，值

了！”小江和小郭乐呵呵地说。
哪怕有时忙到连喝水、上厕

所的时间都没有，小江和小郭脸
上仍笑容满满、热情服务，让前
来报名的家长深受感动，对两位
姑娘的工作态度称赞有加。

火爆：
家长周末“抢位”热度不减

可以说，本报工作人员的热
情服务和家长们的积极参与共同
造就了当下火爆的报名节奏。虽
然后四期还有“空位”，但名额很
快将被抢完，记者提醒家长赶紧
来给娃“抢位”。

据介绍，军事拓展夏令营是
通过军事化组织、管理体制，以
少年儿童乐于接受的户外运动形
式为主的体验式教育活动。营地
将设立在海南驻军某部训练基
地，现役军人将成为小营员的军

事教官，专业的拓展培训师将成
为小营员的拓展培训教官。

该活动是专为 7-15 岁少年
儿童量身定做的军事体验式教
育活动。其内容渗透解放军文
化和体验式教育理念，采用军
事化管理流程、参与互动等体
验式教育手段。通过实践，让孩
子3天规范叠被、洗衣、洗漱、用
餐、个人卫生、文明礼貌等行为
习惯；5天学会单兵行、走、站、
坐、蹲等基本队列动作要领及自
动武器分解组合；6天开心交流，
聆听心理辅导，学会团队协作，
感受自信坚强；7天走进大自然，
体验行军、探险、野炊等别样生
活乐趣；9天学会各种自救自护
（战地救护），提高自我生存能
力；10天交给家长一个健康快乐
勇敢自信、礼貌上进、学会感恩
的孩子。

“孩子天天嚷着
要参加你们的活动”

三亚市两级法院开
通运行全国法院执行网
络查控系统——
被执行人财产
不再难查找

南国都市报7月4日讯（记者
贺立樊通讯员张路）近日，在海南
省高级人民法院的统一布署下，三
亚市两级法院开通全国法院执行
网络查控系统，可以在全国范围内
对被执行人财产信息进行查询和
控制。目前该系统各项功能在逐
步完善中，三亚市两级法院仅开通
了查询功能。截至6月底，三亚市
两级法院通过该系统对191件执行
案件201名被执行人的银行账户信
息进行了查询，接受银行反馈账户
存款金额共计191万元。

对被执行人财产的调查、控制
一直是执行工作的重点、难点。针对
这一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建设了全
国法院执行网络查控系统，横向与
20家全国性商业银行专线连接，纵
向与全国四级法院互通，可在全国
范围内对被执行人财产进行查询和
控制。这是法院执行工作借助互联
网、利用大数据的一大举措，可以有
效破解法院执行工作中被执行人
难寻、执行财产难找的两大难题。

海航集团党委
成立大会顺利召开

南国都市报7月4日讯（记者
姚传伟 通讯员 尤梦瑜）记者了解
到，1日，中共海航集团有限公司委
员会（以下简称“海航集团党委”）
成立大会于海口顺利召开。据悉，
自1993年海航成立第一个党支部
以来，现已发展成为下辖290余个
党组织，拥有8800余名党员的大型
企业党委。此次海航集团党委的成
立标志着集团党建工作正式进入新
的发展阶段，全面助力海航集团事
业的不断拓展。

南国都市报7月4日讯（记者
林方岱文/图）6月30日中午12时
30分许，三亚市荔枝沟路段发生
一起交通事故，一名骑电动车的
女子在机动车道上被一辆大货车
撞击身亡，事故发生后，大货车司
机并未停留，径直离开现场。目
前，肇事车主符某已被三亚交警
抓获，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当
中。三亚交警提醒，荔枝沟路段
是三亚市交通事故高发区，电动
车、摩托车一旦发生交通事故，往
往涉及人员死亡。

6月30日中午12时30分许，
三亚交警接到报警：位于荔枝沟
路市仔村路口发生一起交通事
故，一名女子倒在路边，身旁还躺
着一辆电动车。三亚市交警支队
事故处理大队重案中队王警官介
绍，当民警赶到现场时，发现一名
女子倒在机动车道上，已经死亡，
尸体被好心群众用雨衣盖上，而
现场并未发现肇事车辆。

通过监控及走访，三亚交警
锁定了肇事车辆为一辆重型自卸
货车（十二轮卡），涉事司机符某
事发当日中午驾车从三亚市荔枝
沟路往落笔洞路方向行驶，途径
事发路口时，车头刮碰到了同向
行驶的张某的电动车，导致张某
肩部以上被碾压。

7月2日中午，办案人员将涉
事司机符某抓获，据符某的口供
所述，事发当日他确实驾车经过
事发路段，但驾车期间没有意识
到撞到了人，对车祸一事不知
情。目前，肇事司机符某已被警
方控制，事故责任和原因有待进
一步调查中。

刚刚收到新信用卡
连遇2骗子冒充客服

儋州一男子
被骗5千多元

南国都市报7月4日讯（记
者 王燕珍）刚成为VIP，就接到
确认信用卡额度电话，儋州一男
子信以为真，核对个人信息，信
用卡反被消费了5千多元，赖先
生这才恍然大悟，这“客服”竟
然是骗子。

赖先生是儋州人，他在那大
镇做点小生意。赖先生告诉记
者，3年前他就办过光大银行的
信用卡，用于提货时刷卡付款，
不久前他的信用卡升级成了
VIP，刚收到卡。“这张信用卡还
没确认提高额度，我也正在等待
确认。”赖先生说，所以当他接
到一名自称是银行客服的女子电
话称确认他的信用卡提额情况
时，他就相信了。

“那女子的声音和平时我听
到的客服的声音特别像，而且十
分专业。”赖先生说，按照对方
的指示，他报给对方自己卡号的
后四位，随即对方称已给他手机
发了验证码，让他核对。赖先生
看了一眼该验证码，下意识念了
出来给对方。

“没想到所有程序弄好之后，
我的手机就收到了消费提醒，卡
被刷了5824元。”赖先生说，这时
候他才恍然大悟自己遇到了骗
子，当即向辖区解放派出所报案。

赖先生说，自己的手机经常
收到银行的提醒称“任何人向您
索要手机动态密码、支付密码均
为诈骗，切勿泄露”，他虽然平
时也很警惕，可当天正和朋友吃
饭喝酒，接到电话后一时放松，
他就被骗了。“幸好我两张卡的
信用卡额度只剩不到6千元，不
然损失惨重。”

赖先生说，更可恶的是，被
骗的当天下午，他又接到一名谎
称是银行客服的女骗子的电话，
这让他十分气愤。

周末报名持
续火热,琼海妈
妈结伴来“抢位”

报名小贴
报 名 电 话 ： 66810173、

66810226
报名时间：周六、周日上午 9：

00-11：30，下午3：00-5：00。周一
至周五正常上班时间均可报名。

报名地点：如有家长想现场了解
军事拓展夏令营活动具体事宜，可前
往海口市金盘路30号海南日报社大
楼7楼708室，本报工作人员会在那
里为您解疑答惑。

夏令营时间安排：7月8日-7月
17日（第一期），7月18日-7月27日
（第二期），7月28日-8月6日（第三
期），8月7日-8月16日（第四期），8
月17日-8月26日（第五期）。

训练营地：海南驻军某部训练基
地。

三亚荔枝沟路道路存安全隐患引市民吐槽

事发路段

骑电动车女子
殒命大卡车轮下

司机被
捕后却称
不知撞人

据了解，早在今年年初，在三亚
公布的2015年城市管理年工作内
容中，已将荔枝沟路改造列入其中，
此前，有关部门称三亚将在今年内
取消该路全路段中间绿化隔离带。

三亚市政府相关部门工作人
员介绍，荔枝沟路2008年修建时，
附近居民还不是很多，这几年，随
着附近居民的增多，荔枝沟路交通
压力越来越大，中间绿化带过宽，

绿化树过密，严重影响了交通安
全。记者还从三亚住建部门获悉，
荔枝沟路的改造工作将尽快进行。

“荔枝沟路段是三亚市交通事
故高发区，而且电动车、摩托车一
旦发生事故，往往涉及人员死
亡。”三亚交警部门相关负责人提
醒，希望广大车主在行驶过程中不
要图快，在人流密集的区域开慢一
点，让一让，生命安全永远为上。

记者走访 荔枝沟路设计存隐患 周边市民吐槽
由于荔枝沟路发生车祸致人死

亡事故时有发生，曾有三亚网友戏
称这段路为“死亡之路”。南国都市
报记者走访事发地发现，荔枝沟路
为双向四车道路段，同向机动车道
宽7米，设置有约2米宽的非机动车
道。车辆往来密集，大量电动车、机
动车停放在人行道、非机动车道上，
而机动车道上随处可见电动车、轿
车和重型货车交杂行驶的场景。

周边市民和路过车主也向记
者提及了荔枝沟路存在道路设计
隐患。首先，道路中间的绿化带将

近4米宽，很容易遮挡过路车主的
视线。其次，隔离带两旁的隔离铁
丝网多处遭到破坏，一些摩托车、
电动车主为图方便，也从这些缺口
处进行拐弯、调头。家住附近的黄
先生提到，电动车、行人突然从绿
化带缺口中窜出来，即使急刹车也
很难避免事故发生。

还有不少市民认为，虽然交通
事故与不遵守交规有莫大关系，但
政府职能部门不能以此脱责，应改
造与管理并用，早日改善荔枝沟路
段的交通秩序。

部门回应 将取消中间绿化隔离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