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商报讯 渊记者 王辉 冤 5月 7日袁
海口市首个青少年校外心理辅导网
站要要要海口市美兰区校外心理辅导健
康网正式开通袁 作为海口市美兰区未
成年人校外心理健康辅导站的线上延
展平台遥
据介绍袁 该网站免费向全区广大

未成年人及家长开放袁提供心理咨询尧
个体和家庭心理辅导尧 普及宣传心理
健康知识等各项服务遥 有需求的孩子
和家长可登陆海口市美兰区校外心理
辅导健康网 渊http://www.hkwb.net/
zhuanti/node_22720.htm冤进行在线咨
询袁 也可拨打咨询 渊预约冤 热线院
66262051袁 或加入美兰区校外心理辅
导站QQ群渊523684317冤进行咨询遥

乐果是内吸性有机
磷杀虫尧杀螨剂遥 杀虫范
围广袁对害虫和螨类有强
烈的触杀和一定的胃毒
作用遥在昆虫体内能氧化
成活性更高的氧乐果袁其
作用机制是抑制昆虫体
内的乙酰胆碱脂酶袁阻碍

神经传导而导致死亡遥
适用范围院适用于

防治多种作物上的刺
吸式口器害虫 袁 如蚜
虫尧叶蝉尧粉虱尧潜叶性
害虫及某些蚧类有良
好的防治效果袁对螨也
有一定的防效遥

商报讯渊记者 吴静 通讯员 张秀
辉 摄影报道冤 5月 7日袁海口龙华警
方破获一起公共场所故意裸露身体
案件袁 依法对涉事司机韦某 渊男袁37
岁袁汉族袁广西都安瑶族自治县人袁已
婚冤予以行政拘留 10日的处罚遥
经查袁2016年 3月 30日袁 韦某

开始从事滴滴快车出行业务遥 5月 1
日 10时许袁 韦某接到公司派单袁驾
车到海口市城西路城西小学接送 4
名女乘客遥 途中袁韦某发现副驾驶座

上的女乘客身着短裙比较暴露袁便
控制不了自己袁在车上实施手淫遥 副
驾驶座上的女乘客杨某发现韦某下
流行为后袁用手机拍下遥 5月 4日 16
时许袁 杨某到海口市公安局龙华分
局城西派出所报案遥 接到报案后袁城
西派出所立即对该案进行调查遥 先
后查验了相关视频资料袁 走访了滴
滴快车公司尧 受害人杨某及案发时
车上其余乘客遥 此后袁在滴滴快车公
司的积极配合下袁 联系上涉案司机

韦某袁规劝韦某及时到派出所投案遥
5月 7日 21时许袁 在办案民警反复
思想教育下袁 韦某主动到城西派出
所投案遥 据韦某交代袁 自己有手淫
史袁且心理成瘾袁即使婚后也未能恢
复正常遥

根据 叶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
理处罚法曳第四十四条规定袁韦某在
公共场所故意裸露身体袁情节恶劣袁
行为流氓下流袁 龙华警方依法对其
处以行政拘留 10日处罚遥

海口南北水果市场现大量“毒”潮柑
已封存 9912斤 琼山区食品药品稽查大队已立案调查

06岛事/重点 2016. 5. 9 星期一 责编/李明明 美编/蔡小霞

商报讯 渊实习记者 张萌 通讯员
翁菖海 张运瀛冤 4月 30日上午 10时
45分袁海口市森林公安局新海林区派
出所民警根据群众举报袁 在对位于秀
英区天佑大酒店后的林地实行突击巡
查时袁 发现违法嫌疑人黄某映雇请的
挖掘机和卡车在挖沙取土袁 民警当场
责令停止违法行为袁 并将挖掘机和卡
车进行暂扣遥
经了解和现场调查取证袁 黄某映

在事先未办理相关林业手续的情况
下袁 擅自雇车在两块总面积约为 1.61
亩的林地内毁林挖沙袁共毁坏胸径为
4cm-10cm不等袁蓄积量为 0.289立方
米 , 价值为 144.5 元的 20 株木麻黄
树遥 海口市森林公安局新海林区派出
所依法对该当事人黄某映作出处罚袁
处以毁坏林木价值 144.5元 5倍的计
722.5元人民币的罚款袁并责令补种毁
坏株数 2倍树木即 40株的林业行政
处罚决定遥

无证毁林挖沙
男子被罚种树

海口美兰开通校外心理辅导网

未成年人及家长
获免费心理辅导

记者随后找到了合作社承包人王龙
强遥 据王龙强介绍袁这个合作社是 2008年
创办的袁 土地是向四更镇日新村委会租
的袁 面积大约有 30多亩袁 租金每年 2000
元渊两个生产队袁每一个生产队 1000元冤袁
年限 20年遥

对于村民的担忧袁王龙强说袁合作社
不可能荒废袁之前养猪最高峰时养了几百
头猪袁但由于管理不到位袁加之养殖技术
问题袁猪陆续都死掉了袁野上个月就死了 10

多头冶袁现在还剩下 9头猪袁但是还会继续
买猪仔养殖遥
关于补贴一事袁 王龙强告诉记者袁并

不是每年都有补贴的遥 自合作社开办以
来袁一共拿到过 2次补贴袁其中 2011年拿
了 8万元补贴袁2012年拿到了 16万元补
贴遥 野虽然拿了补贴袁 但自创办合作社以
来袁我亏了很多钱袁这个却没人知道遥 冶王
龙强说袁野不可能不养的袁我会继续坚持养
下去遥 冶

农村合作社承包 30亩地 只养几头猪？
东方村民质疑合作社浪费土地尧骗政府补贴 承包人院合作社不会荒废

村民们所反映的合作社位于东方市
四更镇日新村袁村子附近一块茂密的木麻
黄树林下袁就是该合作社袁全名为野东方市
四更镇腾龙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冶遥6日上
午袁国际旅游岛商报记者来到该养殖场实
地走访袁在该合作社门口还挂着野墩头母
猪保种基地冶尧野四更乳猪养殖场冶 两块招
牌遥
走进四周用砖头围起来的合作社袁记

者看到在大门的右边是两间低矮的工人
宿舍袁再往里是两行养猪圈棚袁两行大约
有 20个栏袁但无一头猪在圈里遥 记者喊了
好几声袁却无人应答袁只有一个单独猪圈

里养了 3头猪遥
该村村民说院野这个合作社给我们生

产队每年的租金才 1000元袁 而且当时好
多村民都反对袁 但最终地还是被租出去
了遥 冶日新村一位村民向记者抱怨说院野这
么大一块地承包出去袁如今却只养了几头
猪袁不仅是一种浪费土地袁也让我们感到
担忧袁合作社真正的目的是为了拿政府补
贴遥 冶
村民赵生告诉记者袁这个合作社是由

四更镇畜牧站站长王龙强开办的遥 为何如
今这里仅养了几头猪袁究竟合作社发生了
什么钥

民村 这么大一块地 只养了几头猪

海口龙华警方破获一公共场所故意裸露身体案件

“自慰门”涉事司机被行拘 10日

法国农业部近日宣
布袁 出于消费者健康风
险的考虑袁 在颁布禁用
杀虫剂乐果的法令之
后袁 该国将禁止进口使
用该种农药的樱桃遥

今年 2月袁 法国健
康和卫生机构已经撤销
了乐果的登记许可袁并
自那时起就在欧盟范围
内寻求禁用遥

法国呼吁欧盟禁用乐果

银 涉事司机韦某到派出所投案 银 韦某接受警方讯问

银 东方市四更镇腾龙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

银 合作社内的养猪场

商报讯渊记者 徐明锋 王辉冤 昨日袁国际旅游
岛商报记者从海口市琼山食药监局获悉袁5月 4
日,南北水果批发市场一摊位柑橘使用农药野乐果冶且超

标袁封存该批快检阳性柑橘 9912斤遥目前袁琼山区食品药品稽
查大队已立案调查遥
据介绍袁5月 4日袁海口市琼山区南北食药监管所渊下称南

北所冤在巡查并抽检中袁发现南北水果批发市场 A区 15号批
发摊位经营的广东潮柑农药残留快速检测显阳性遥 南北所立
即知会南北水果批发市场开办者袁追溯来源曰同时袁南北所在
琼山区食品药品稽查大队的指导下以每公斤 1元的风险资金
封存该批快检阳性柑橘 9912斤(每箱 40斤袁共 240多箱)袁并
监督抽样遥

5月 6日经实验室确定袁该批次柑橘使用
农药野乐果冶且超标袁目前琼山区食品药品稽
查大队已立案调查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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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报讯 渊驻东方记者 吴平 摄影报道冤 在东方市四更镇日
新村有一个农村合作社用水泥砖野围冶了约 30亩地袁却只养了
几头猪袁这一情况引起多数村民的不满遥 村民向国际旅游岛商
报新闻热线举报此事遥 村民说袁这个合作社低价承包村里的土
地袁本不应就这样浪费土地遥 野我们担心袁名为养猪袁真正的目的
是为了政府补贴遥 冶

事当 亏了很多钱 土地不会荒废人

商报讯渊记者 吴静冤5月 8日袁五
指山市通报了海南省第二卫校 5月 7
日晚伤人事件相关情况遥 2016年 5月
7日晚 8时左右袁 一男子庄某某混入
海南省第二卫生学校袁对该校一名二
年级女学生杨某某行凶遥 事发后袁学
校值班教师及保安人员立即将受伤
女学生杨某某救出袁并同到场民警将
行凶男子庄某某抓获遥 据介绍袁受伤
女学生杨某某经现场抢救无效身亡遥
行凶男子庄某某已被公安机关刑事
拘留遥 经初步了解袁案件系感情纠纷
引发袁正在进一步侦办当中遥
事件发生后袁 学校通知了女学生

家属袁做好善后工作袁并随即安排心
理教师对目击学生进行心理辅导袁同
时袁加强安保巡查力度遥 目前袁学校教
学秩序已恢复正常遥

男子捅伤省第二卫校一女生

伤者不治身亡
嫌犯被刑拘

http://www.hkwb.ne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