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商报记者从警方的通告上获
悉袁8月 31日袁 海口市秀英区海秀
镇水头村发生一起刑事案件袁 该案
犯罪嫌疑人潘宗文在逃遥

9月 4日下午袁 商报记者来到
案发地秀英区海秀镇水头村遥 据水
头村一知情人介绍袁 潘宗文是广西
人袁租住在水头村一区 111号袁与被
害人是老乡袁同住一个院子遥至于当
天因何事何仇袁 要下狠手将老乡杀
死袁其中的原因袁没有人清楚遥 据传
闻袁 当天潘宗文和被害人在一起还
喝了酒袁 互相还吵架袁 最后还动了
刀遥到底是不是这样袁还需警方进一
步调查遥
为了了解真想袁 商报记者 9月

4日傍晚来到潘宗文租住的破旧的
瓦房处袁 一排房子看上去确实很破
旧袁院子也显得异常安静遥记者注意
到袁 在犯罪嫌疑人潘宗文租住的房
门已上锁袁在其隔壁袁就是被害人的
房子袁俩人的房子只是一墙之隔遥

水头村的村民对记者说袁 潘宗
文平时就是在村里打一些散工袁没
有什么固定工作遥 再加上潘宗文平
时少言寡语袁很少与村民沟通袁所以
村民对他并不是很了解遥
水头村一协警称袁事发后袁他们

从村委会的监控录像看出袁 当天 16
时 30分袁潘宗文独自一人从村里走
了出去袁此后袁便是警方发的悬赏通
告袁他们才知道潘宗文摊上大事了遥
据警方通报袁潘宗文袁男袁壮族袁

55岁袁 身高约 168 厘米袁 体态较
瘦袁逃跑时着蓝白格子长袖衬衣袁
黑色长裤袁蓝色拖鞋遥 潘宗文的身
份证号码院452224196406062514袁户
籍地址院 广西壮族自治区来宾市象
州县寺村镇横桥村民委上横桥村
14-3号遥
市民朋友袁 如果你有潘宗文的

行踪袁请及时联系王警官袁他的电话
18976739667袁18789599667遥
联系电话院0898-31656110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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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报全媒体讯渊椰网/海拔手机端
记者 李兴民 通讯员 罗干冤9月 3日
17时许袁乐东县抱由镇红水村一艘渔
船在昌化江中打鱼时翻船袁 导致渔船
沉底袁 2人被困在江中孤岛无法上岸袁
另有 2人不知去向遥
据了解袁 当时 5人乘坐铁制渔船

下水打鱼袁由于水流过急袁导致翻船袁
落水后其中 1人游上岸袁2人被急流冲
至下游的孤岛袁还有 2人不知去向遥
乐东县消防救援大队在接到报警

后遥 17时 53分袁乐东消防救援人员到
达现场袁2名渔民在渔船翻船后被水流
冲至下游一处孤岛袁 距离岸边约 20
米遥 救援人员在岸边利用救生抛投器
将救援浮力背心和防护头盔送至名被
困人员手中袁 穿好防护装备后将 2人
拉上岸遥 20时许袁被困人员被安全救援
上岸袁并移交给现场 120救治遥 对另外
2名不知去向的渔民正在持续搜救中遥

渔船作业时翻船
2人被困2人失踪
乐东消防紧急救援

商报全媒体讯渊椰网/海拔手机端
记者 魏铭纬 冤 9月 3日袁国际旅游岛
商报记者从海南省希望工程圆梦行动
2019脱贫攻坚公益计划最后一批助
学金发放仪式上获悉袁 一个多月共筹
集捐款 2268万元人民币袁资助贫困大
学生 4458人遥
据悉袁其中袁常年支持希望工程圆

梦行动的 11 家基金尧10 家爱心单位
渊人士冤年度捐款 790.5 万元袁资助学
生 1402名遥全省各级共青团组织广泛
动员社会力量支持希望工程圆梦行动
脱贫攻坚公益计划 袁 共募集捐款
1477.5万元袁资助学生 3056名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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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报全媒体讯 2019年 9月 3
日袁 海南华侨中学观澜湖学校高尔
夫实验班开班仪式在观澜湖侨中
多功能教室举行遥观澜湖执行董事
李佳琦尧云高创始人兼实验班负责
人张曜晖尧实验班学科负责人李昂尧
实验班主教练 Sean一起亮相仪式
现场袁 跟孩子们共同见证这一开心
时刻遥

海南侨中观澜湖学校全日制高
尔夫实验班涵盖小学至高中共 12
个年级袁 在国内率先将高尔夫教育
融入全日制基础教育袁 致力于培养
野学优冶+野体优冶的双优人才遥 报名
入读实验班的学生不仅来自海南省
内袁还有很多来自国内其他省份袁以
及部分野海归冶学子遥 实验班学生所
具备的野双优冶特点袁将有助于他们

未来进入国内外高校继续深造曰部
分体育成绩特别优异的学生袁 亦将
走上高尔夫职业道路遥 实验班依托
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海口观澜湖高尔
夫球场进行专业课训练袁 十个球场
的训练选择使得实验班训练条件达
到国际一流水平遥

海南华侨中学观澜湖学校是海
南省重点中学野海南华侨中学冶与观
澜湖集团携手创建的一所包括幼儿
园尧小学尧初中尧高中在内的全日制
学校袁更是一所具有现代化尧国际化
特色的优质民办学校遥 学校现有幼
儿园至高中在校学生 1600余人袁二
期校园 4.4万平方米正在建设袁届
时在校学生将达到近 4000人遥 此
前袁观澜湖学校在野学优+体优冶特
色教育方面已初见成效遥 高尔夫球

项目中袁1名学生成功入选高尔夫
国家队袁2名学生入选高尔夫海南
省队袁 多名学生在国内外青少年赛
事中获得冠军遥

在开班仪式上袁 实验班学科负
责人李昂介绍了实验班的教学体系
和课程安排袁 主教练肖恩也跟孩子
们分享了他的高尔夫经历和此刻开
班心情袁 并且大声用中文喊出 野加
油浴加油冶给孩子们鼓劲遥 实验班负
责人张曜晖跟大家公布了实验班未
来的发展规划袁 他表示实验班只是
观澜湖与云高在高尔夫教育体系上
踏出的第一步袁 未来的发展规划将
会更加精彩遥

据悉袁 实验班学生将在量身定
制的课程体系中袁 让学业与特长得
到完美结合袁 并在顶级的师资和教

练资源支持下袁 保证优异的学科成
绩的同时袁 参与国内外青少年高尔夫
赛事袁 最终在学科成绩与特长发展
两个方面取得野双优冶遥 孩子们不仅
会获得一项陪伴终身的兴趣爱好袁
更能凭借扎实的学业成绩和出众的
专业特长敲开世界顶级学府的大
门袁或像冯珊珊尧李昊桐等中国高尔
夫好手一样冲击职业高坛的巅峰遥

海南侨中观澜湖学校全日制高尔夫实验班正式开课 海南希望工程圆梦行动

资助4458名
贫困大学生

2019年来全省查处
“闯红灯”10万余起

商报全媒体讯(椰
网/海拔手机端记者
王辉 摄影报道) 9月 4
日 17时袁 海口交通执
法人员巡逻高铁东站
路段驱赶拉客电摩时袁
查处到一辆涉嫌非法
营运电动车袁遭到暴力
抗法袁该司机用车锁头
袭击交通执法人员袁行
凶后逃跑袁目前执法人
员在医院包扎袁已经报
警遥希望行凶的非法营
运电动自行车司机主
动到公安部门自首遥

一摩的司机暴力抗法
用车锁袭击执法人员

商报全媒体讯 渊椰网/海拔手机端记者
柯育超冤红灯停尧绿灯行袁是最基本的交通法
规袁可是袁在日常的道路通行中袁就是有人漠
视交通法规袁为了一己之便袁肆意闯红灯袁抢
黄灯袁有的野吃冶了罚单袁有的引发了野飞来横
祸冶遥 据省公安厅交警总队统计袁2019年来袁
全省共查处机动车闯红灯违法行为 87994
起袁 非机动车闯红灯违法行为 14982起曰警
示劝导行人闯红灯违法行为 1万余起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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琼海警方发布悬赏通告

看到这 3人快报警
最高奖励 5万元

商报全媒体讯渊椰网/海拔手
机端记者 王春棠冤海南省公安厅
联合琼海市公安局在侦办琼海
市杨昌武尧杨昌运等人涉黑社会
性质组织案工作中袁 经侦查查
明袁欧兴运尧高方牧尧杨克权有重
大作案嫌疑遥
犯罪嫌疑人欧兴运袁男袁绰号

野黑仔尧 么黑运冶袁1984年 2月 13
日出生袁汉族袁户籍所在地院琼海
市长坡镇福头村委会高塘村 23
号曰 高方牧袁 男袁 绰号院野么牧冶袁
1982年 3月 25日出生袁 汉族袁户
籍所在地院 琼海市长坡镇福头村
委会良上村 11号;杨克权袁男袁绰
号院野么州冶袁1991年 10月 30日出

生袁户籍所在地院琼海市潭门镇旧
县村委会富港街 101-071号遥

为尽快将犯罪嫌疑人欧兴
运尧高方牧尧杨克权抓捕归案袁消
除社会隐患袁 公安机关敦促在逃
犯罪嫌疑人主动投案自首袁 争取
宽大处理遥 希望广大人民群众积
极举报或提供有价值线索袁 向公
安机关提供有效线索并协助抓获
1人或者直接抓获 1人的袁公安机
关将视情给予最高 5万元人民币
奖励(期限自发布之日起 3个月)袁
并对举报人信息严格保密遥
举报电话院王警官 13617550970

0898-62896287
0898-62896399

银杨克权银欧兴运银高方牧

海口警方公开悬赏五万捉拿在逃犯罪嫌疑人潘宗文

喝酒起争执？他下狠手杀死老乡
商报全媒体讯渊椰网/海拔手机端记者 李兴民 实习记

者 陈文圣 摄影报道冤 9月 3日袁海口市公安局发布悬赏通
告袁 对提供犯罪嫌疑人潘宗文相关重要线索的举报人尧缉
捕有功的单位或个人袁警方将给予人民币 5万元奖励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