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

#

&' !!"#$ %

&'())"今天!由世界卫生组织发起"

卫生部组织实施的#中国初级创伤救治$海
南培训项目在海口市 !"#急救中心启动%

据了解! 伴随着中国经济快速发展!交
通事故及其他灾难的死亡率逐渐增加!全国
每年接近 !#万人死于车祸& 要减少严重交
通事故和灾难的重大人员伤亡!必须使受害
人保持情况稳定并及时处理& 但是!目前我
国针对创伤救治程序'方法和创伤患者管理
还没有系统的培训!许多医务工作者!尤其
是基层工作者缺乏正确抢救和治疗的知识&

(中国初级创伤救治$是在世界卫生组

织倡议下! 卫生部委托医院管理研究所与
世界初级创伤救治委员会' 香港嘉道理慈
善基金会共同合作开办的国际培训项目&

该项目在海南的实施将分阶段进行& 今天
启动的第一阶段培训为期 $天! 参加培训
的人员主要是位于海口地区的三甲医院相
关医务人员&此后!该项目将逐步向我省各
市县)区*医院推进%

本次培训邀请的国内专家将重点对初
级创伤救治的关键环节传授规范化' 标准
化的操作技能! 以提高我省医务工作者在
以后创伤救治中的成功率! 降低重大灾害
和意外事故的病死率和伤残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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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我们工作上的失误!也是我们在管理
方面的失职!我们真诚地向王先生道歉% $

今天!海口(鼎品鲜$涮肉坊常务副总经理
刘明壮说%

!"月 !日!本报一篇题为(酒水单上标
价 %&#元! 埋单时却收 !'(#元!+鼎品鲜,

涮肉坊暗度陈仓坑+涮,顾客$的文章!引起
了海口(鼎品鲜$涮肉坊有关负责人的高度
关注%当天上午!他们看到海南日报的报道
后!马上对此事进行了自查!正在外省出差
的总经理也在第一时间飞回海口% 刘明壮
说-(这个错误完全是因为内部工作失误造

成的%以前一瓶五粮液进货价为 )*#元时!

酒水单上的标价是 %&#元! 但当该酒的进
货价上涨为 !#'#元时!有的包厢酒水单改
为 !'(#元!有的包厢酒水单上的价格没有
改!最终犯下这样的错误% $

刘明壮说! 海口市龙华区工商局看到
报道后来到该酒楼调查情况%"日!海口(鼎
品鲜$ 涮肉坊向海口市龙华区工商局做了
书面事实情况报告! 并向海口市龙华区工
商局出示了五粮液酒的相关资料和进货的
价格单据%

刘明壮说-(我们要引以为戒!加强内部
管理与监督!以防类似事件再度发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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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湾猴岛变得越来越靓丽了!而且
更有内涵'品味了$!宁夏来的游客汪清泉
再一次游览了该景区后!不禁发出了这样
的感慨% 今年 ! 月份!他曾经与友人游览
过猴岛!这一回特地把老婆和儿子也都带
了过来%

汪清泉说!坐在高空的缆车上!往下一
看! 家渔排粉红色的屋顶点缀大海.而到
了夜幕降临后!印着(南湾猴岛 家风情$的
大红灯笼开始点亮!将整个港湾照个灯火辉
煌!好一派(海上蜃楼$的海街景象%

南湾猴岛生态旅游景区董事长代国夫
说!!#多年来! 景区始终坚持走生态化'环
保型发展道路!大力挖掘猕猴童趣文化和独
有的 家渔排等风情!特别是处理好景区建
设与文化的关系!将文化注入旅游'让文化
大放异彩!使猴岛获得了超常规发展!年接
待游客从不足 ' 万人上升到如今每年的
!##多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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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了解!早在 !%&#年代!南湾猴岛就作
为一个景区对外开放! 并且在初期深受欢
迎!一度和(天涯海角$'(东郊椰林$'(东山
岭$这些景区齐名!是海南最早开发的景区
之一%

但是到 !%%#年代中期! 来猴岛的游客
越来越少! 景区开始陷入举步维艰的局面!

并且慢慢淡出了大众的视野% 代国夫是在
!%%( 年来到南湾猴岛考察和建设跨海索
道% !%%%年 %月 !&日!猴岛景区索道建成
并重新开业运营!但是!经营状况并未立即
好转%

代国夫说!猴岛开发必须注重人与自然
和谐!注重打造差异性等%于是!(三人$思路
涌现了出来% 南湾猴岛猴子是(主人$!游客
是(客人$!旅游开发者是(仆人和管家$%

他们对猴岛自然保护区进行严格的区
域划分! 把 !#+"平方公里的保护区分作了
两块!一大块是猕猴的卧室!另一小块是游
客能进入的客厅也就是景区%两块区域面积
相差十分悬殊! 游客限定在一个 &#亩地的
范围内!其他都给猕猴做卧室% 猴子们白天
在客厅接待客人!晚上回卧室休息!客人不
经这些被称为主人的猴子的允许!不能擅自
进入主人卧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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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年起!南湾猴岛景区每年的游
客接待量呈现高速度上升! 去年超过 !##

万人.猴岛景区并且以每亩土地贡献 !#万
元的税收!这为地方经济做出了贡献%

代国夫说!这都是在发展中不停地积极
探索的结果!南湾猴岛从一开始的构思和定
位就是走差异化道路%南湾猴岛景区距离三
亚只有 (#公里! 景区的建设者们积极融入
三亚大旅游圈中.但是!要融入这个大圈子
中是要有条件的%

代国夫说!那是要做三亚大旅游圈子中
独特的产品!通过产品的特殊补充三亚大旅
游圈的旅游产品的不足! 丰富旅游内容!和
三亚旅游圈形成一个合力%猴岛与三亚其他
景区的关系不是竞争的关系!而是相互促进
的关系%

南湾猴岛还有一个突出特点是它拥有
资源的综合性% 代国夫坦言!猴岛不光有猴
子!而且还有港湾!有 家渔民等!这些因素
如果单独与其他旅游景区相比!不具有竞争
力!在海南也不足为奇!但是!把这些资源综
合起来!猴岛的优势就呈现出来了%

南湾港湾居住着 '##多户 家渔民!是
游客'特别是国外游客很渴望了解的文化基
础%被称为(海上吉卜赛人$的 家人在港湾
生活了 '##多年%

汪清泉说! 家渔排不仅可以让人品
尝到新鲜的贝类'螺类'虾类'鱼类'蟹类等
海鲜!而且可以体验原汁原味的 家文化!

可近距离了解渔民的生活起居! 特别是
家美食文化% 家海鲜做法不是蒸! 就是
煮!因为这样不仅能很好地保持营养!还能

保持原汁原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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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湾猴岛在经历几年的高速发展后!面
临着新的挑战% 代国夫认为!&#亩大的南湾
猴岛现在每年的游客接待量超过 !##万人!

已经处于饱和状态%

南湾猴岛的建设必须立足于盘活现有
资源!分流游客!减轻猕猴保护的压力% 于
是!猴岛在二期建设中提出了(一片一态一
核一村$的思路% (一片$就是打造 家文化
体验(片$区.(一态$是指沙滩的开发维持
(原生态$.(一核$ 指的是猕猴保护 (核心
区$.(一村$指的是把岛上的(南湾村$建设
成一个(渔家文化博览园$%

据了解!南湾猴岛的 家文化将分为两
个区域来打造! 一是充分利用南湾现有的
'##多户渔排人家资源!将其打造成海上风
情小镇%

南湾猴岛拥有三块沙滩% 目前!计划 !

号沙滩用于开发建设马尔代夫式的水上度
假村!游客从房间中即可下海畅游!此外还
将建设海滨浴场'香蕉船'摩托艇'宿营帐篷
等休闲娱乐项目."号沙滩主要用于海上极
限运动项目的开发!包括冲浪'帆船等.$号
沙滩则着重于度假酒店开发!利用猴岛附近
的白排岛!发展科普潜水'休闲观光渔业'观
鸟等旅游项目等%

猴岛对南湾村的改造!将尽可能让利于
村民!利用南湾猴岛已有的几百年历史的
家渔排特色!通过五彩渔排' 家渔灯'廊桥
观鱼'开贝取珠'南湾漫步'埠舟唱晚等旅游
活动!推出南湾港湾 家风情游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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琼州学堂 "#!#/"#!!年度表彰大会暨0琼州
学堂报告选)第二辑*1首发式在海口举行%

为了更好地彰显社会科学的生命力!

助推学习型党组织建设! 服务我省经济社
会发展! 去年 %月省社科联发函征求各地
各单位对创办(琼州学堂$的意见% 在各市
县积极回应下!琼州学堂应运而生%

创办 !年两个月的时间里! 琼州学堂
在全省各地举办了 **场讲座!讲座内容涉
及海南国际旅游岛建设'全国(两会$精神'

媒体应对与危机管理' 儒家思想' 低碳经
济'养生之道'文化产业'海岛保护'民俗文
化'现代农业等多个方面%琼州学堂为市县
干部群众阐述了海南国际旅游岛建设的理
论与实践问题! 讲解了市县发展面临的形

势和战略思路! 解读了党的重大决定和决
策部署! 传授了丰富的社科理论和文化知
识!被称为值得信赖的(流动课堂$%

为了让更多读者分享琼州学堂专家学
者的智慧!省社科联将今年 *月/&月学堂
专题讲座内容汇编成0琼州学堂报告选)第
二辑*1一书% 该书内容涉及海南国际旅游
岛建设新态势与新对策'(十二五$ 发展新
机遇与重大部署'文明礼仪'民族民俗资源
开发'乡村旅游起步与发展'琼崖地方革命
史等多个方面内容%

当天的活动中! 省社科联对琼州学堂
"#!#/"#!!年度工作中涌现出来的优秀集
体'先进个人进行了表彰!并向我省的市县
代表'省内部分图书馆捐赠了0琼州学堂报
告选)第二辑*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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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日凌晨!香
港著名购物热区旺角花园街发生火灾!"*

岁的海南琼海女孩陈仙仙不幸遇难% !"月
"日!香港琼海同乡会会长莫海涛带领部分
旅港琼海乡亲向陈仙仙家属表示慰问!并
发动乡亲捐款 $万元港币%

两个月前! 陈仙仙从琼海赴港探望在
香港定居的母亲!不幸遇上旺角火灾%得知
陈仙仙遇难一事! 香港琼海同乡会发动旅
港琼海乡亲伸出援手! 紧急筹集第一批捐

款 $万元港币! 并派员协助处理有关善后
事宜%莫海涛表示!将在旺角香港琼海同乡
会设立捐款箱! 发动乡亲捐款为旺角火灾
灾民提供援助%

香港琼海同乡会成立于 "##"年!目前
已发展琼海籍会员 $###多人% 多年来!香
港琼海同乡会关心家乡经济建设及慈善事
业%去年海南遭遇特大洪涝灾害!香港琼海
同乡会乡亲慷慨解囊!为家乡琼海捐款 "##

多万元港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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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工厂上班时受了工伤!当时与单位签
订了工伤赔偿协议!但一直没有执行!我该
怎么办2 $#我舅舅是残疾人!家中生活很困
难!该怎么办理低保2 $33今天上午!海口
市明珠广场!尽管天气有些阴冷!但前来咨
询法律问题的群众依然络绎不绝%

今天是第 !! 个全国法制宣传日!同
时!今年又是(六五$普法规划的启动之年!

围绕(弘扬法治!崇尚文明$的主题!海口市
"#!!年(!"4*$法制宣传日法律宣传活动在
明珠广场如期登场%

一大早!海口市中院'市检察院'市公安
局'市工商局等 !)家行政执法部门!以及 $

家法律服务机构就来到明珠广场!在这里设
立法制宣传点%展板'宣传册'宣传袋33每
一件宣传品! 各单位都是经过精心准备!通
过这些宣传品!法律不再深奥难懂!成为让
老百姓可以理解并懂得运用的知识%

全省开展文明大行动! 交通问题深受
老百姓关注% 在海口市公安局交警支队的
咨询台前!人头攒动!该支队派出多位民警
为市民详细讲解文明出行提示' 安全行车
须知等%在现场展示的 "#块文明出行展板
前! 围满了群众! 他们全神贯注地驻足阅
览!颇受震撼% 民警也抓住时机!结合展板

上的事故案例! 向在场群众讲解交通陋习
带来的危害%

�' !6"<=

*今天!省统计局'国
家统计局海南调查总队'海口市统计局在海
口明珠广场举行法制宣传日活动!向市民宣
传统计法制知识%

在宣传咨询点前面! 不少市民聚集在
咨询点前! 向统计工作人员咨询相关统计
法制方面知识% 我省统计部门工作人员向
过往群众和前来咨询的市民发放了新修订
的0统计法1'0大力推进依法统计 保障(四
大工程$建设1等宣传册和宣传单!向市民
认真仔细地讲解了0统计法1的各项法规制
度!并对市民的咨询做了详细解答!使广大
市民对0统计法1有了进一步的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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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
天!海南电网共在各市县出动 !&部流动普
法宣传车! 并在主要街道和乡镇繁华地段
悬挂宣传条幅 )#多条!向群众发放0海南
省电力建设与保护条例1 等宣传资料 !万
多份% 记者今天在海口明珠广场活动现场
看到! 海南电网摆出的展板引来许多市民
驻足观看!其中今年 &月起施行'填补我省
在电力保护综合性管理方面的法律空白的
0海南省电力建设与保护条例1由于与民生
息息相关!引来市民阵阵热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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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家火患旅馆藏身货运市场
!"#$

!"

%

#

&' !6"D-

3&'EF GHI" 一个占地 (万多平方
米的大型货运市场! 暗藏着 $#家存在严重
火灾隐患的小旅馆. 一家拥有 "#余间客房
的场所! 仅有一个 '#厘米左右的幽暗楼梯
出入33就是这样一批存在着重重隐患的
旅馆!竟成了来自五湖四海的货运司机们的
憩息地%

为了确保安全!日前!海口消防秀英大
队联合秀英公安分局治安大队及当地派出
所! 依法对这 $#家存在火灾隐患的家庭旅
馆进行查封!并召开现场协调会督促指导整
改!确保隐患消除%

>?@A�BCDEFGH

位于海口市丘海大道的海口南北通货
运市场占地面积 (万多平方米!拥有全国各

地货运公司 "##多家!是我省目前瓜果菜运
输代理市场中规模最大的大型货运市场%每
天! 来来往往的司机和运输车辆非常多!许
多由私宅改造的小旅馆和招待所应运而生%

走进货运市场!乍一看!四周的楼房上
全都是密密麻麻的物流公司招牌!不仔细询
问!是无法发现这里有旅馆和招待所的%

(这里一楼一般都是物流公司或仓库!

而二楼以上绝大部分是小旅馆和招待所% $

据秀英消防大队执法人员介绍%顺着执法人
员指着的方向!记者看到一栋楼房的二楼窗
户上写着(住宿$两个字% 随后!记者跟着执
法人员的脚步前行! 通过一个仅有 '#厘米
宽的幽暗楼梯走上二楼!果然别有洞天% 一
间间面积仅有十几平方米的客房紧密分布
在七拐八拐的楼道两侧! 楼上楼下 "#余间
客房% (这么多客房!只设置一个楼梯!一旦
发生火情!后果肯定不堪设想%$消防执法人

员担忧地说道%

经过深入检查! 执法人员发现有的旅馆
主人在旅馆的楼梯间用木材搭建了简易厨
房!用煤气罐生火做饭!浓烟就这样开始弥漫
在旅馆的通道上%除此之外!在这些旅馆里面!

还可以看到烧过的蜂窝煤和纸张的灰烬.楼
道拐角处!堆放着纸箱和塑料品等可燃物.店
门口'走廊上!密如织网的电线随意穿过%

IJGH ÒKLM

在一家旅馆的二楼!一名来自新疆的司
机躺在一间面积仅 )平方米左右的小房间
的床上% 据该名司机介绍!他每次来都由老
板安排住在这里的旅馆!但是从没有考虑过
消防安全方面的问题%当记者向其询问会不
会担心发生火灾时!该名司机一脸茫然%

经过执法人员检查发现!该场所内一个

灭火器都没有!唯一的一个出入的楼梯上方
还有一块凸出来的地方!正常走路经过此地
时都要把头低一下!避免撞到脑袋% 一旦发
生火情!后果可想而知%

(像这样存在严重火灾隐患的家庭旅馆
一共有 $#家%$消防执法人员表示!对此!秀
英大队依法对其进行查封%

查封是手段!消除隐患是根本% !"月 "

日下午!为了彻底消除火灾隐患!海口消防
秀英大队'秀英公安分局治安大队'当地派
出所召集 $#名业主召开现场协调会! 要求
限期整改火灾隐患%

会上! 秀英大队要求全体业主提高认
识'统一思想!责任明确'认真整改!积极开
展消防安全检查'自查工作!全力消除火灾
隐患!并将结合实际!组织广大业主学习消
防安全知识'掌握逃生自救基本常识!坚决
遏制重特大火灾事故发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