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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吊罗山林业局局长李华 省国营东兴农场原场长蔡川展

扎好制度的笼子

反庸懒散奢贪

涉嫌受贿犯罪被公诉

南国都市报 12 月 13 日讯（记者 王
忠新）13 日，记者从海南省人民检察院
获悉，海南省吊罗山林业局局长李华
（正处级） 涉嫌受贿犯罪一案，日前已
由海口市人民检察院向法院提起公诉。
检察机关在审查起诉阶段，依法告
知了被告人李华享有的诉讼权利，并讯

问了被告人李华，听取了其委托的辩护
人的意见。
海口市检察院指控，被告人李华利
用担任海南省吊罗山林业局局长的职务
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非法收受他人
财物，依法应当以受贿罪追究其刑事责
任。

又讯（记者 王忠新）13 日，记者从海
南省人民检察院获悉，日前，海南省国
营东兴农场原场长蔡川展 （正处级） 涉
嫌受贿犯罪一案，日前已由临高县人民
检察院向法院提起公诉。
检察机关在审查起诉阶段，依法告
知了被告人蔡川展享有的诉讼权利，并

讯问了被告人蔡川展，听取了其委托的
辩护人的意见。
临高县检察院指控，被告人蔡川展
利用担任海南省国营东兴农场场长的职
务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非法收受他
人财物，依法应当以受贿罪追究其刑事
责任。

中华见义勇为基金会来琼检查安居工程并慰问见义勇为英雄

我省为见义勇为英雄开通绿色购房通道
南国都市报 12 月 13 日讯（记者 王燕珍）12 月 7 日
至 11 日，中华见义勇为基金会领导来琼检查见义勇为英
雄安居工程项目落实情况，并慰问全国见义勇为先进人
物代表及其家属。中华见义勇为基金会对海南见义勇
为英雄安居工程项目落实情况给予充分肯定。
8 日上午，中华见义勇为基金会前往海航集团，同海
南省慈航公益基金会、海航集团进行安居工程项目合作
洽谈。
中华见义勇为基金会常务副理事长李顺桃一行，先
后到达海口、文昌、万宁、保亭、五指山和三亚市，走访验
收了受助的见义勇为英模安居工程项目入住情况。
10 日上午，考察团一行前往保亭新星农场，看望省
见义勇为先进分子赵建光。赵建光因救人导致大脑严
重瘫痪并引起肢体伤残，生活极其困难，省见义勇为基

金会拨付给赵建光危房改造资金 4 万元，目前房屋改造
已完成。
11 日下午，李顺桃一行前往三亚市见义勇为先进分
子陈乐家中慰问。安居工程启动后，三亚市见义勇为工
作机构积极协调有关部门，将购房受益者纳入经济适用
房计划，优先抽号，享受较低价格购房。陈乐得到受助
资金 8 万元，按揭付款购买了一套经济适用房，目前已装
修入住。
在得知三亚另一位受益者方晓龙因未抽到经济适
用房房号，短时间内落实不了安居工程时，李顺桃深表
关切。据悉，三亚市综治办已协调政府相关部门，尽快
为方晓龙开通绿色通道，解决其住房问题。
我省“海航·见义勇为英雄安居工程项目”受助资金
共 155 万元，
受益者共 25 人，
分布在 13 个市县。

琼海表彰见义勇为先进群体和个人

志愿者救援队员救起 6 名落水群众
南国都市报 12 月 13 日讯（记者 杨琼文）近日琼海
市委市政府发文，号召全市干部群众向黄奋、黄笠、
黄柏霖、林宏财、林树轩和王睿睿等人学习，并授予
黄奋、黄笠、黄柏霖、林宏财、林树轩等人 2015 年度
“见义勇为先进群体”称号，奖励 5 万元，授予王睿睿
“琼海市见义勇为积极分子”荣誉称号，奖励 5000 元。
2015 年 7 月 8 日 16 时许，来自浙江杭州的李平
（女，60 多岁）、李春 （女，60 多岁） 两位老人和 4 名
琼海籍女孩，在博鳌鳌庄海域踏浪玩水时被海浪的暗
流卷到深水处。她们六个人惊慌失措，跌倒在水里时
东倒西歪、你扶我拉乱抱一气，海水将要淹没她们，
情况十分危急。正在远处巡视的黄奋、黄笠、黄柏
霖、林宏财等 4 名志愿者救援队员听到她们的呼救声

后，迅速赶来施救，村民林树轩也参与营救，在众人
齐心协力帮助下，6 名落水群众最终获救。
2015 年 10 月 1 日凌晨 2 时许，保亭社保局干部王
睿睿等人在琼海市嘉积镇新春湾三街李灏的夜宵点吃
宵夜时，三位二十岁左右的小青年在李灏的夜宵点买
肉串打包走后，不一会又返回来，对夜宵店主李灏说
有两串螺肉臭了，随后便掀桌子、砸东西。王睿睿看
到此情况便站出来制止，对三个小青年说：“你们不要
这样，有什么话好好说。”没想到遭到三个小青年的持
尖刀攻击，王睿睿的左肩、右手臂被尖刀刺伤、面部
摔伤。后经其他在场群众上前阻拦，三个小青年见情
况不妙便骑摩托车逃跑，王睿睿被同行的朋友送去医
院治疗。

美兰区百日大会战完成投资 38.6 亿元

136 条小街小巷完工
南国都市报 12 月 13 日讯（记者
纪燕玲 实习生符海艳 通讯员梁崇
平）记者今天从美兰区获悉，截至
12 月 10 日，美兰区百日大会战已
经完成投资 38.62 亿元，占百日会
战投资任务的 178.9%。
据了解，美兰区列入全省“百
日大会战”新开工的项目共有 28
个，会战期间的投资任务是
215866.94 万 元 。 截 至 12 月 10
日，百日大会战项目累计完成投资
额 38.62 亿元，占会战投资任务的
178.90%。其中，社会投资累计完
成投资 6.63 亿元，占会战投资任务
的 276.44%。省重点投资项目累计
完成投资 14.09 亿元，占会战投资
任务的 110.81%；招商项目累计完
成投资 0.64 亿元，占会战投资任务
的 128.66%；政府投资项目累计完
成投资额 17.25 亿元，占会战投资
任务的 267.19%。
美兰区重点办负责人介绍，截
至 12 月 10 日，在 28 个百日大会战
项目中，省政府办公区周边区域景
观提升工程、新埠岛三联亮脚港护
岸道路整治工程、区疾控中心购置
医疗设备项目、4 个饮水工程、6 条农
村道路建设项目、数字城管项目、37
个项目中小学校基础设施建设及配
套项目已经全部完工；今年美兰区
小街小巷市政基础设施改造项目共
改造 265 条道路，已完工 136 条，129

条正在施工中；三江社区、人民路新
利社区和美丽沙社区办公场所建设
项目已竣工。其中，人民街道美丽
沙社区办公场所由美兰区政府联手
美丽沙项目业主共同打造，由美丽
沙项目业主无偿提供 500 平方米办
公室，美兰区政府负责投资进行软
件提升工程，项目即将投入使用，社
会效益即将凸显。
“通过完善规章制度为投资项
目百日大会战的顺利推进提供机制
保障。”美兰区委书记孟励说，为
了稳妥推进百日大会战任务，美兰
区按照“六个一”责任制度，对全
区 28 个百日会战项目全面铺开收集
梳理分管领导、责任单位、节点计
划倒排工期表和联系人信息，为项
目提供服务。建立每日一跟踪，每
周三报送报表和简报的制度，及时
分析和汇总各项目开工和投资进展
情况。加强对“百日大会战”的专
项督查，重点对各项目开工和推进
情况进行督查。以 12 月 30 日为最
后完成期限，实行倒计时制，围绕
倒计时进度目标，精心组织，科学
安排，确保“百日大会战”的顺利
推进。制定了“美兰区投资项目百
日 大 会 战 工 作 的 奖 惩 考 核 办 法 ”，
以量化指标方法对项目责任单位和
项目属地镇街道进行考核评价，通
过加压驱动，营造比学赶超的投资
建设氛围。

海南省第五届道德模范

道德模范之见义勇为模范卜大军：江里救起 2 名溺水孩子
2012 年 8 月 4 日，卜大军和亲戚朋友在
澄迈县昆仑农场附近的南渡江边游玩。当
时，一阵急促的呼救声令卜大军心头一紧，
循着呼救声的方向，他看到几名男孩在离自
己约 30 米远的南渡江一处水边手足无措，水
里还有孩子在拼命挣扎。
“赶紧找竹竿来拉人。”卜大军一边喊着
一边飞奔过去，毫不犹豫地纵身跳入水中，

将还在水面挣扎的一个孩子迅速推向竹竿，
又一头扎进水底寻找另一个溺水孩子。搜寻
未果，他浮出水面换了一口气，再次潜入水
底，又摸索了几分钟，终于将失去知觉的溺
水者托出水面。
当时溺水孩子全身瘫软，没有呼吸。卜
大军不顾身体疲惫，利用岗位练兵中学到的
急救知识，对孩子实施急救。他先检查孩子

的口鼻有没有淤泥堵塞，想用人工呼吸救
人，但由于现场都是碎石，没办法进行。于
是，卜大军用膝盖托住溺水者的肚子，令其
头部朝下，按压排出肚子里的积水。
经过一番努力，溺水的孩子逐渐有了呼
吸，生命体征恢复。看到溺水者已无大碍，
卜大军安排同行的几个孩子照顾好溺水者，
并告诫他们以后不要随便玩水，之后就离开

了。
溺水学生的家长四处打听救命恩人的信
息，辗转了解到儿子的救命恩人是省海口监
狱的民警卜大军，随即打电话致谢。在通话
中，卜大军说得最多的是：
“ 这是我们人民警
察应该做的，
不必感谢。
”
近日，卜大军获评为第五届海南省道德
模范之见义勇为模范。

道德模范之助人为乐模范王明奎：赴美为学子争助学金
离休不离岗的老干部王明奎，是身边人
公认的热心肠。近日，他获评为第五届海南
省道德模范之助人为乐模范。
1991 年，已经离休的王明奎本应赋闲在
家，但“闲不住”的他，却又先后担任海南省王
佐研究会会员、美国科技教育协会援华资助
乡村贫困生项目海南代理等职务，热心推动
文化公益事业，曾多次荣获优秀共产党员、助
人为乐模范、老干部先进个人、关心下一代先

进工作者等荣誉称号。
王明奎有一儿一女在美国留学，儿子在
美国某软件公司担任工程师。今年已经 85
岁的王明奎迄今只去过美国两次。然而，第
一次去不是为了看望儿子，而是为了给临高
乡村困难学生谈回一个美国教育资助项目。
原来，1998 年，王明奎的儿子从美国回来
探亲，无意中和父亲谈起美国科技协会有一
个能够扶持乡村困难学生的基金项目，王明

奎听后激动不已。他想，如果能争取到这样
的项目扶持，家乡的许多贫困青少年学生就
可以继续完成他们的学业了。在这样的信念
支持下，他不顾自己年老体弱，毅然前往美
国。经过努力，他的坚持最后得到了美国科
技协会的认同，1999 年开始，海外教育基金每
年划拨 3-8 万元不等的经费在临高开展救助
贫 困 生 活 动 。 刚 开 始 ，受 救 助 的 多 是 小 学
生。后来，随着国家推行九年义务教育，教育

□南国都市报记者 孙学新

□南国都市报记者 孙学新

基金也开始扶持高中至大学的优秀贫困生，
每年共提供资金约 8 万元，每年帮助 40 多
人。至今，海外教育基金共赞助了临高县 83
所学校，捐赠了 13 万多册书籍。
作为一名老党员，王明奎不仅关心下一
代成长，也十分热心做离退休老干部的贴心
人。2012 年，临高筹建老年大学，王明奎主
动与一些离退休老干部交谈，劝他们到老年
大学学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