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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点!三亚夏日百货前广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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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三亚
&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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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电 !记者郭景水"今
天上午

!

时许!三亚市河西区儋州社区!

""

岁
的特困党员杨亚女家里暖意融融" 省委常委#

三亚市委书记江泽林一行带着大米# 食用油#

慰问金!来到杨亚女的家中表示春节的问候"

杨亚女上有
#$

多岁的母亲! 下有已经
%&

岁的残疾儿子!家中主要靠丈夫每月
'$$

元的退休金度日"社区的负责人获悉她家的
情况后!今年先后为杨亚女的母亲和残疾儿
子办理了城市低保!每人每月可以领到

($$

元生活费"

江泽林在了解了杨亚女的家中情况后表
示! 以后三亚市各部门在帮助困难群众和下
岗工人时!要着重做好社保的便捷及时发放!

在有条件的情况下要解决困难家庭的就业难
题!坚持发放社保和帮助就业$两条腿%走路!

千方百计地解决他们的实际困难"

当天上午!江泽林一行还上门慰问了三亚
市食品厂下岗工人张希顺#河西区朝阳社区五
保户倪明妹!带去了大米#食用油#慰问金"

河南一资深记者新年愿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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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三亚
&

月
""

日电 !记者郭景水"$歌
里唱的是冬季到台北来看雨!我现在的愿望是
过年到三亚买套房" %今天晚间!河南一家报社
的资深记者韩先生给本报记者打来电话!表达
了自己的新年愿望"

韩先生是两天前到北京出差的时候!在
飞机上看到海南日报报业集团将要在春节
期间举办

($$!

年海南&三亚春季国际房展
汇的消息! 辗转获得本报记者的电话后!马
上打了过来询问相关情况" 经本报记者介

绍!韩先生得知海南本地多家有实力的房地
产企业都将在房展汇亮相!马上调整了春节
的时间安排!决定到三亚来过年"

长年生活在北方地区! 韩先生对椰风海
韵的海南气候很是向往" $今天中午!我在郑
州和几个要好的朋友说起要到三亚过年选
房的安排!他们都是一副很羡慕的神情" %韩
先生激动地说'其中两个还跃跃欲试地要和
我一起到三亚过年看房展!看上合适的房子
也计划出手购一套"

三亚兰海集团进场布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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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三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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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

日电 !记者郭景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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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海南&三亚春季国际房展汇今天进入
第二天的布展" 除了已经安置好形象展示牌
的富力湾!三亚兰海集团今天下午也进场布
置!展示兰海&美丽新海岸的英姿"

据介绍!从
($$&

年正式进入三亚市场!

兰海集团一直致力于三亚高端房地产的开
发" 从兰海花园一期#兰海花园二期#兰海花
园三期(蓝色海岸)#兰海花园四期(蓝波湾)

到滨河城市花园!兰海房地产项目一直以三
亚湾优美的一线海景和设计高档的住房吸
引着消费者"

在前四期项目销售良好的基础上 !兰
海集团正在全力打造兰海花园第五期项
目***兰海&美丽新海岸" 据介绍!美丽新海
岸项目绿化率超过

%)!

! 建筑密度只有
($!

!是三亚湾为数不多的低密度一线海景
项目"

今天下午
"

时许! 兰海&美丽新海岸的
形象展示牌立在了房展的现场!吸引了不少
来往游客的关注" 公司工作人员介绍说!兰
海&美丽新海岸项目倍受欢迎! 第二组团住
房已经发售!希望通过参加这次房展吸引更
多关注和定购"

今天下午" 三亚凤凰国际机场停机坪
上"

一架刚刚从欧洲飞来的崭新大型客
机吸引众多游客和市民的目光"

$这是目前世界上最长的客机!也是执
飞海南航线中最大的飞机" %工作人员刚介
绍完! 大家都迫不及待地摸一下这个 $大
鸟 %" 这是海航集团引进的第二架空客
*+%$,"$$

型客机!长
-%.--

米!客座位达
(//

个" 虽然它的载客量并不是最多的!但
是机身长度却无可比拟!堪称$空中巨鹰%"

刚上小学一年级的金格格高兴地说'$从
来没有在飞机上好好看过三亚!再过一会儿!

就可以和叔叔阿姨们一起坐大飞机了+ %

下午
)

时许! 在海航集团的邀请下!

三亚老干部代表#环卫工人代表#中小学
师生以及部队官兵代表等

&&$

多名特殊
游客乘$巨鹰%飞向蓝天!成为这架崭新飞
机的第一批乘客"

一转眼的功夫! 美丽的三亚尽收眼
底" 机长介绍说'$现在的高度是一千多
米! 从这个高度看三亚! 感觉会很不一
样" %乘客们纷纷涌向机舱两侧!想看看从
千米高空看三亚到底是什么样子"

从机窗往外看!三亚湾就像一块碧玉
嵌在三亚城区的怀抱中" 几艘快艇飞驰在

水面上!激起条条白浪" 朵朵白云形态万
千地飘在眼前! 映在蓝天与碧海之间!让
人感觉如置身天堂"

$看+这里是鹿回头+ %$那边是举办世
姐赛的美丽之冠!真漂亮+ %$下面是三亚
河!还有几艘小船呢+ %三亚市委的老干部
们都非常激动'$我们在三亚生活几十年
了!从来没有从这个高度!这么全面地看
过三亚" 三亚太美丽了+ 太壮观了+ %

$巨鹰%从三亚湾海边升空!飞过西岛#

天涯海角!飞向
&$/

米海上观音!又从南山
寺上空回转飞向三亚城区"飞行中!无论大
人与孩子! 都目不转睛地注视着窗外的一
切!谁都不想错过眼前这难得一见的美景"

凤凰机场负责人说!三亚的发展离不
开各界市民的支持!这次特殊的空中观光
正是给三亚市民的特殊新年礼物!让三亚
的主人好好欣赏一下家乡的美景"

半个多小时的空中观光结束了!市民
们却都有些意犹未尽" 各界市民代表纷纷
感叹'$每天生活在这座城市!竟然没有意
识到三亚是如此的壮观与美丽" %小学生
们也激动地说'$第一次坐飞机!我们就见
识了家乡的美丽!我们大家都应该保护三
亚美丽的大海#青山和河流!守护我们的
家园" % "本报三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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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员贾远平" 记者今天从三亚市社保局
获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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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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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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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已按规定办理
退休 (职 )手续的企业人员 !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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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

月
&

日起! 退休人员每人每月增加
/$

元
养老金! 退职人员每人每月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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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退
职生活费"

海航集团送给 &&$多名三亚市民的特殊新年礼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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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张谯星 通讯员 于磊

飞机上拍摄的三亚市区' 本报记者 程范淦 摄

空乘人员热情接待搭乘飞机体验的小

朋友' 本报记者 程范淦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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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亚推行餐饮服务标准
本报三亚

&

月
""

日电!记者王红卫"

不会说或者不说普遍话的人! 有可能不能
在餐饮企业谋职" 三亚质量技术监督局日
前正式推行三亚地方标准 ,餐饮企业服务
质量规范-!以进一步提高三亚餐饮企业的
整体服务管理水平! 增强餐饮企业的市场
竞争力"

这是三亚继出租车行业服务标准后出
台的第二个旅游行业地方标准" 三亚质量
技术监督局标准化科科长阮敬辉介绍说!

该标准规定了餐饮企业(主要是中餐企业)

提供的服务应具备的基本原则# 服务人员
要求#就餐服务要求#送客服务#餐饮企业
员工服务基本礼貌用语方面的要求"

该标准规定餐饮企业在服务中应使
用普通话服务!并视消费对象提供相应的
接待语言服务. 餐饮企业员工应着装统
一#服装整洁!佩戴胸卡.鼓励有条件的企
业为具备外语#手语接待技能的员工佩戴
特殊胸卡"

三亚快乐运输公司

5678 !""9:

本报讯 !记者王红卫"日前!三亚快乐
运输公司与海南爱心基金会签订捐赠协
议! 向海南爱心基金会捐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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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原始
资金"

目前
-$

万元已到账! 余下的
+$

万元
将于

($$!

年
0

月支付"该款主要用于基金
会的开办费用和资助

%

个因交通事故伤亡
而造成生活困难的家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