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

"""""

, - . / 0 1 2 3

三亚新闻
4567

!

8 9 6:

!

;<= ,:

!

>?@

"#$$

A

%

B

&$

C DEF

A8
./G#HIJKL

'(()(**&&

三亚家庭旅馆大多缺逃生自救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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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今天从三亚市相关部门
了解到! 目前三亚市有家庭旅馆 !""多家!

客房 #万多间!但其中仅有 $%&家家庭旅馆
办理消防行政许可" 近日!三亚市政府已经
召开专题会议!拟在全市开展多部门联合整
治行动"

三亚市消防支队负责人接受记者采访
时说!家庭旅馆作为政府鼓励和扶植的旅游
行业有效补充及辅助手段!长期以来没有明
确家庭旅馆行政监管部门!也未设定一定的
准入标准!导致三亚市无照无证的家庭旅馆
层出不穷!带来了许多新的消防安全管理课
题!滋生了许多先天性火灾隐患!成为影响
三亚市火灾形势稳定的隐忧之一"

据有关部门调查! 在三亚家庭旅馆中!

大部分不能满足安全出口要求"附设在 !层
及以上单元式住宅楼内!具有两个安全出口
的家庭旅馆!都是利用打通单元间隔墙达到
安全出口数量要求的"如三亚河西区某家庭
旅馆业主!将一幢 '单元地上 %层的单元式
住宅楼第 '层单元间隔墙全部打通!改建成
拥有 '"多间客房的家庭旅馆! 整幢建筑由
居住建筑改变为综合楼!不能满足改建后人
员疏散#消防设施配置等要求"

此外!一些家庭旅馆的大量存在导致建
筑变性问题突出" 由于家庭旅馆投入少#成
本低#管理方便的特点!三亚市大东海#三亚
湾一带的住宅建筑内设置了多家家庭旅馆!

如三亚湾某小区内设立了近 (" 家家庭旅
馆!大量家庭旅馆设立使住宅建筑的主体发
生了改变!带来了安全出口不足#设施设置

不到位#建筑火灾危险性变大#火灾荷载增
多等突出问题"

管理混乱和从业人员消防素质偏低!也
是家庭旅馆业火灾隐患严重的一个重要原
因"消防部门经过调查发现!许多小型旅馆自
身消防安全制度不健全! 未制定应急疏散预
案!加之住宿的旅客素质参差不齐!违章使用
电器#倒床吸烟现象严重!诱发火灾发生的可
能性大$从业人员消防常识匮乏!有些人员甚
至不知道火警电话!不会使用灭火器"

根据三亚消防部门调查情况表明!三亚
的家庭旅馆! 普遍缺乏人员逃生自救设施"

除极少部分配置简易防烟面罩外!绝大部分
家庭旅馆!尤其是单出口家庭旅馆的人员逃
生自救设施基本为零!一旦发生火灾!后果
难以想象"

同时!据调查显示!在三亚湾海坡居委
会等城郊结合部和吉阳#凤凰等村镇的家庭
旅馆!还存在违法抢建#以私宅名义改建家
庭旅馆的违法现象"

为进一步加强家庭旅馆的日常管理!消
弭消防安全隐患" )月 (&日!三亚市委常委#

常务副市长吴岩峻代表三亚市政府组织了全
市各相关职能部门#两区六镇负责人!召开了
家庭旅馆消防安全监督整治工作协调会"

近期三亚市政府组织公安#消防#综合执
法#工商#旅游等多部门!联合对三亚全市的家
庭旅馆进行排查!对消防安全不合格的旅馆一
律进行停业整顿!对在违章建筑内设立的家庭
旅馆将一律进行拆除!进一步修订和完善三亚
市家庭旅馆行业建设标准!确实从源头上做好
家庭旅馆的消防安全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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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在崛起中的海棠湾国家海岸即将拥有一
台量身打造的大型音乐演艺节目" 今天上
午! 万达集团和海棠湾工委在海棠湾希尔
顿逸林酒店召开新闻发布会! 宣布海棠湾
首个文化项目%海棠&秀'将于 *月在海棠
湾大剧院开始驻场演出"

%海棠&秀'以海南民族文化为依托!讲
述一个关于海棠湾由来的古今穿越故事"

%海棠&秀'巧妙地将音乐剧的歌曲#音乐表
现手段与当今世界最流行的制作秀相融合!

创新性地提出(音乐制作秀)的节目形式!为
观众打造出美轮美奂的观演体验"

来自美国#英国#加拿大#西班牙等 +

个国家和地区的艺术家组成了 %海棠&秀'

的国际顶尖的创作团队"其中!主创成员包
括曾获美国艾美奖的导演盖尔&爱德华兹
和获得托尼奖的杂技指导罗伯特&泰尼等"

(中国创意#国际创作#海棠湾上演!

%海棠&秀' 将成为值得期待的海南旅游度

假文化项目" )国际创作团队负责人介绍!

为了向世界完美传达海棠之声! 创作团队
曾深入海棠湾的田间地头进行采风! 记录
最原生态的文化元素! 再用国际化的制作
手法进行包装制作"

万达集团负责人表示! 即将落成的海
棠湾大剧院就是专门为%海棠&秀'量身建
造的"它首次引入了(环境剧场)概念!用 $'

台投影仪打造出的 (&,度环抱剧场效果!

让观众一进入剧院就仿佛通过时光穿梭机
回到了远古的海岛时代"

为了把这台演艺节目更好地推向市
场!携程旅行网#万达集团和希尔顿国际酒
店集团签署协议!将以(酒店-秀)为主体的
新产品形式吸引游客"

携程旅行网市场传播部高级总监陆琰
说!目前!携程网每年为三亚带来 !,万余
名中高端游客"携程网非常看好(酒店-秀)

的新产品形式! 将向中外游客大力推介海
棠湾这个新兴的度假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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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力资源管理
仅仅是人力资源部门的工作么* )在近日举
行的旅游企业高管论坛上! 三亚 #(,多名
旅游界精英汇聚一堂! 探讨和学习非人力
资源部门如何(管人)"

(刚招的新员工没过多久就+开溜,!以
往我们只知道追着人力资源部门再要人" )

来自三亚各景区#酒店的客房#餐饮#后勤
等部门高管坦言! 非人力资源部门往往忽
视了如何科学地管人#用人"

三亚市旅游协会人力资源与培训委员
会负责人表示!旅游企业的人力资源管理并

不仅仅是人力资源部门的工作"非人力资源
部门作为人力资源的最终(用户)!越来越多
地承担了人力资源管理的执行功能"

目前!旅游企业非人力资源部门对员
工的优缺点及爱好不够了解!对人力资源
政策及流程不够关心!经常私定不成文的
用人(土政策)!缺乏良好的用人规划等!

也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招工难等问题"

三亚市旅游协会负责人说! 非人力资
源部门如何管好人# 用好人是三亚旅游企
业面临的新课题!协会将定期开展培训!提
高旅游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的专业化水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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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心感谢我的公司和可爱的
同事们!是他们帮我圆了这个住房梦" )在
日前鸿洲置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举行的
(为卓兰芝献爱心)捐款仪式上!卓兰芝女
士热泪盈眶"

卓兰芝自两岁患上小儿麻痹症!落
下了左腿瘸跛的毛病" 五年前!她离异
后独自抚养着 #! 岁的女儿" 在三亚这
个美丽的海滨城市!卓兰芝一直没有自
己的房子!只是寄居在父母家" 在她和
女儿不到 #, 平米的房间里! 简陋的衣
柜里挂着零星几件衣裤!一张不到一米
长的桌子上摆放着几本高中课本和一
个已经(罢工)的闹钟!破旧木床上的被
褥叠得有棱有角!枕头旁边是陪伴女儿
长大的玩偶小熊!小熊的耳朵已经快要
掉下来了"

据了解!去年 !月!卓兰芝通过了三亚
经济适用房的申请资格审核! 并摇中了一
套" 这对于一直渴望拥有自己房子的卓女
士是一个好消息! 可是这套经济适用房首
付需要付清 &万元! 家境贫困的卓女士实
在拿不出这笔钱"

之后!每到休息的时候!她就会坐上 *

路公交车!到位于荔枝沟的(同心家园)去

看一看" 虽然经济适用房还在建设中!她
依旧不辞辛苦地跑来跑去!在工地的尘土
中总能出现她有些瘸拐的身影" (我是不
甘心的!我一直问自己难道就要这样放弃
自己的梦想吗" 我四处辗转借钱也无法支
付首付的三分之一!我一度绝望了" )卓兰
芝感叹"

当得知卓兰芝的困难后! 海南鸿洲置
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决定为她圆了这个期
盼已久的住房梦" 在公司为她举办的捐款
仪式上!所有同事排成长队为卓兰芝捐款"

公司综合办公室主任李雪琴说! 公司决定
从工会无偿划拨给她 (万元资金! 并提前
支付她两年的工资!(同事们提议为她举办
一次捐款仪式! 以帮助她筹集第一笔房款
费用!鼓励她不要轻易放弃梦想" )

(,,*年 +月!卓兰芝被聘为海南鸿洲
置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保洁员" 工作中
的她一直卖力肯干#热心助人" 同事王小
姐说!卓阿姨由于自身残疾的原因!工作
时间比较特殊! 但是她每天晚上 #, 时多
还在坚守岗位!从不偷懒!这让同事们给
予她非常多的是尊敬" (只要大家有困难!

卓阿姨总是尽自己能力去帮助我们!这次
我们也想帮助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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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记者今天从三亚市人民检察
院了解到! 该院通过推荐经验丰富且法学
理论深厚的检察官担任学校专职法制副校
长等举措!定期对在校学生进行法制教育!

切实加强青少年犯罪预防工作"

近日! 该院专职委员宁少敏在琼州学
院为 !,,多名大学生举办了一场生动的法

制讲座!讲座以座谈的形式举行"

针对目前社会关注的西安音乐学院大
学生药家鑫故意杀人一案!检察官从犯罪构
成的四个要件对故意杀人罪和交通肇事罪
进行分析!针对盗窃#抢劫#故意伤害#故意
杀人#毒品犯罪等犯罪的特点深入进行犯罪
心理剖析!同时现场解答大学生生活中遇到
的民事#刑事#行政等方面的法律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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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白气球高低映衬!#%,,张(思源)笑
脸扑面而来!',,个孩子济济一堂" 今天
上午!省博物馆!(康芝杯)同在蓝天下&海
南关注贫困地区儿童健康成长摄影大赛
颁奖现场!俨然成为孩子们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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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前! 一张表现儿童求知渴望的
(大眼睛女孩)的摄影作品!成了中国希望
工程标志性的图片"

多年来!这张(大眼睛)女孩的照片震
撼了无数人的心!纷纷慷慨解囊" 在今天
活动现场!图片拍摄者#中国摄影家协会
副秘书长#著名摄影家解海龙坦言自己又
看到了依稀熟悉的大眼睛"

#),多幅照片! 有小学生! 也有中职
生!但他们同是海南贫困山区走出来的孩
子!镜头记录了他们从拼音识字到掌握一
门谋生本领的过程"

解海龙说!镜头具有强大的记录功能!

记录今天告诉未来!社会需要记录!用一幅
幅纪实图片承载时空的转变! 用镜头见证
了社会万变!这些终将成为珍贵的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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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影展的镜头对准的是海南贫困
地区的儿童! 他们大多是深山里的孩子!

可人们从镜头中读到的更多是城里娃的
教育环境"

据了解!海南在全国首创异地扶贫教
育模式!数以万计贫困山区的孩子走进城
市!从接受九年义务教育那一天起!他们
就享受着与城市孩子一样的优质教育资
源" 摄影师用镜头记录了孩子们从(小小
木船划到思源学校)! 再到走进职业学校
的成长历程!给人以强烈的心灵触动"

不仅如此!海南还在全国率先实行义
务教育(两免一补)政策!教育部原部长周
济曾多次在公开场合对海南这一率先举
措表示感谢"

解海龙说!一个孩子!意味着今后的
一个家庭#一个希望"读好书的孩子!将来
会成为国家的栋梁之材! 家庭就会幸福!

社会就会和睦!国家必将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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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这样一幅照片躲在影展的角落!影
像记录了一个盲童在老师的带领下触摸
火山岩的时刻! 图片中女盲童的面容平
静!嘴角带着微笑!而她身后的女教师则
神情专注!试图用自己的内心力量去感染
盲童!共同体会美好生活"

有位观展者在这张照片前驻足良久"

他告诉记者!这幅照片有一种穿越时空的
感人力量!真想去看看这位盲童现在的样
子! 这幅照片同样给人留下想象空间!或
许图片中小女孩已经亭亭玉立"

%苦练(舞功)的孩子'#%黎村小号手'#

%球场女将'--生气勃勃的孩子们!在画
面中自信地告诉我们!他们的幸福生活!刚
刚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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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格如花笑脸
感恩美好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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