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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们心中都有一个美好的梦想!!!一幅
温馨洋溢的画卷" 在国际六一儿童节到来之
际#$三亚市中日儿童书画交流展% 于 !月 "

日至 #日#在三亚碧海蓝天美术馆展出"

此次展览共展出百余幅中日小朋友的
作品#来自海南华侨中学三亚学校 $%多个
小朋友现场作画庆祝自己的节日"

现场作画结束后# 孩子们还把自己
的画作和购买的节日礼物送给三亚市孤
儿院的小朋友# 并和孤儿院的小朋友们
一起画画!()"!"*+,-./#

#共
庆佳节"

本次展览由三亚市委宣传部主办&三
亚艺龙书画培训中心承办& 海南华侨中学
三亚学校&三亚达芬奇画室协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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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三亚市综合行政执法局&凤凰镇政府
等多部门对凤凰镇西瓜村违法建筑实施第
二轮强制拆除"

据悉#自 &月 '$日多部门对西瓜村违
法建筑实施第一轮打击后# 数万平米的违
法建筑轰然倒下" 面对执法部门严厉的打
击# 一些违建者开始对各自建造的违法建
筑进行自拆"

据三亚市综合行政执法局负责人介绍#

在西瓜村第二轮打击违法建筑行动中#慑于
三亚市委& 市政府打击违建的坚强决心#本
次共有 (位违建业主#申请自行拆除加高违
建#预计拆除面积达 )%%%多平方米"

在今天执法部门强拆的 $栋违法建筑
中#其中单体最大的一栋高 *+层#建筑总
面积达 ",(-万平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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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今天从三亚市交通运输局了解到#为
方便参加高考学生出行# 三亚利行巴士有
限公司&三亚东民巴士有限公司等 ""家公
交公司专门抽调 $)辆公交车#分别在三亚
市一中等 .个接送点免费接送参加高考的
学生"

据悉#三亚市今年共有 (!/%多名学生
参加高考"在 !月 -日至 .日高考期间#考
生可以在三亚市一中&市二中&市四中&市
民族中学&瑞和宾馆&八一中学&鲁迅中学&

南亚学校&农垦三亚高级中学 .个接送点#

免费乘坐高考学生接送专用车辆到达三亚
市一中&实验中学两个考点"

今天#记者从相关公交车公司了解到#

目前# 他们已经对参与接送考生的车辆做
好保养工作#确保车辆行驶安全#并做到责
任到位&人员到位&措施到位&各种保障到
位等"

此外# 在 !月 "%日会考期间#""家公
交公司还抽调 &0辆公交车#在上述 .个接
送点免费接送学生参加会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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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本报'三亚家庭旅馆大多缺逃生自救
设施(一文#集中报道了三亚家庭旅馆存在
的证件不全&无证无照经营&火灾治安隐患
突出等众多问题" 今天#在$三亚市委书记
大接访%活动中#这一问题引起三亚市委副
书记& 市长王勇的高度重视# 现场责成旅
游&工商&消防&公安等部门#组成联合调查
组#并尽快形成整治方案#规范三亚家庭旅
馆业的发展"

在今天的接访中# 家住三亚昌达海景
花园小区的业主代表刘先生反映# 该小区
1栋三单元内有 !% 余家未经注册登记非
法经营的家庭旅馆#造成小区内管理混乱#

部分经营者为了给家庭旅馆做宣传# 未经
审批在小区的楼梯和阳台护栏上安装各种
招牌# 曾经发生过被台风刮下来险些砸到
人的危险事件# 严重威胁到了业主们的生
活环境和身心健康"

对于家庭旅馆审批把关不严导致大量

低端家庭旅馆隐患突出# 以及未经审批泛
滥成灾的黑旅馆存在的各种问题# 王勇严
厉批评了相关单位和相关责任人#并表示)

对于家庭旅馆存在的问题#三亚市委&市政
府近期内将做全面调查摸底和整治"

王勇要求#由三亚市旅游委牵头#多部
门联动#对三亚家庭旅馆存在的问题#拿出
解决方案#对无照经营或过期非法经营的家
庭旅馆#坚决进行依法取缔"同时#还要做好
家庭旅馆安全检查# 及时排除安全隐患#并
及时修订和完善相关制度条文#从源头上严
把审批关#规范旅馆业的发展"

据悉# 目前三亚市至少存在着家庭旅
馆 $%%家# 仅有 *)-家办理了消防行政许
可#其余大多数家庭旅馆#都不同程度存在
着各种安全隐患# 而且这一数字仅仅是检
查中发现的# 还有很大数量暗藏在小区或
者乡镇的家庭旅馆#数目更是让人惊心#治
安&卫生&消防等一系列隐患十分突出#让
人担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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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12 "今天#南方航空公司开
通了三亚经停重庆至乌鲁木齐的直飞航班"

上午 )点 0%分钟# 在三亚凤凰机场#

南航举行三亚中转重庆至乌鲁木齐直飞航
班首航仪式" 首航仪式结束后#.点 0%分
钟# 第一批游客 !%多人搭乘空客 1(0%飞
机开始空中旅行"**点 0%分钟#抵达重庆"

稍作休整半个小时#飞机再次从重庆起飞#

于下午 $点 %&分钟到达乌鲁木齐地窝堡
机场"

从今天的首航行程来看# 三亚!!!重
庆!!!乌鲁木齐直飞航线的总飞行时间在
!个小时左右#飞行距离为 &0%%公里#是目
前国内直飞航线中跨度最大& 飞行时间最
长的航班之一"

据了解#南航在重庆设为中转站后#不
仅方便了三亚往新疆的游客# 而且也便利
了往西藏&云南等西南省区的游客#他们也
同样享受了$一票到底%的便利"

据悉# 三亚!!!重庆!!!乌鲁木齐的
航班今后每天将开通往返一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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垃圾处理费收取过高
本报记者 34

三亚原定于 0%*%年 &月 *日起征收城
镇生活垃圾处理费#因收费的技术问题延至
今年 (月 *日开征" 而后#三亚各宾馆酒店
纷纷通过协会&政府&媒体等多种途径表达
不满# 认为每立方米用水收取 %,.0元的垃
圾处理费过高" 为此#三亚的价格制定部门
与旅游协会双方各执一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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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强生活垃圾处
理设施运营管理的通知(中明确$自 0%%.年
*0月 *日起# 全省城镇和经济开发区都应
开征生活垃圾处理费#原则上居民户按户收
取# 非居民户以生活垃圾产生量按月计收"

海口市&三亚市&洋浦开发区#居民生活垃圾
处理费标准为一个月 -元2户# 非居民户按
*&&元2吨收取" %

以此为据#又在参考了其他城市的做法
后#三亚决定将城镇生活垃圾处理费实行按
量收费与定额收费相结合#主要采取生活垃
圾处理费与水费合并收取的方式"

按社会经济活动的特点和一般规律#三
亚根据生活垃圾生产源将处理费征收分为居
民&商业*含宾旅馆业+&餐饮业&机关团体*含

医疗机构+&建筑业*含工业+&集贸市场&学校
*含幼儿园&敬老院&福利院+&其他八大类"

据介绍# 三亚的参照系数是一天 *)%

升2人# 户均 $,&人# 额定标准一个月 -元2

户"算下来#居民每使用 *立方米水#折算收
取 %,0.元生活垃圾处理费"

设有食堂的学校&幼儿园每使用 *立方
米水#折算收取 %,((元生活垃圾处理费,商
业中# 设有餐馆的宾旅馆每使用 *立方米
水#折算收取 %,.0元生活垃圾处理费" 最贵
的为集贸市场# 每立方米水收垃圾费 *,$%

元, 其次是餐饮业# 每立方米水收垃圾费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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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非居民户采用 $水消费量折算系
数法%收取生活垃圾处理费#不得不对$水
消费量折算系数%进行说明" 据介绍#水消
费量折算系数是指每消费 *立方米水在社
会经济活动过程中所产生的生活垃圾量的
比率"

物价部门解释#三亚非居民用水户单位
用水量的生活垃圾产生量的核定#是充分利
用了社会现有资源#主要以中山市和海口市

核定的数据# 并参照 0%%)年第一次全国污
染源普查数据#计算 *立方米水生活垃圾产
生量#按省政府规定三亚市非居民户生活垃
圾处理费标准 *&&元2吨# 计算相对应各类
别非居民用水户每消费 *立方米水生活垃
圾处理费征收标准"

此外# 三亚又对自收自运生活垃圾进入
垃圾处理场的单位# 规定垃圾处理费按每吨
)%元收取, 自收生活垃圾而由环卫作业部门
代运处理的单位#垃圾处理费标准按每吨 *%%

元收取" 如个别使用自来水较少#而实际垃圾
产生量又很多#与水合并所收取的生活垃圾处
理费# 与其所产生垃圾量按额定标准 *每吨
*&&元+应收取的生活垃圾处理费相差较大的
单位*如鸿港集贸市场+#在自身不能自收自运
的情况下#可采取自收代运的收费方式"

x5deyz{t'

看似万无一失# 有理有据的垃圾处理
收费方案在执行伊始便受到宾馆酒店业的
强烈反对" 三亚大东海的湘投银泰度假酒
店有关负责人发现# 每月 (千元的垃圾费
突增至 *,-万元#在人工&用品&食物等原材
料飞涨的今天# 此项费用无疑再次加重了

企业的负担"

该酒店工程部负责人质疑# 酒店用水
包括生活用水&花木用水&泳池用水和空调
用水" 除了生活用水会产生垃圾外#其他用
水怎能与垃圾产生联系- 由此#该负责人对
$水消费量折算系数法%中$折算%一词表示
疑惑"

恰在本月下旬#'海口市城市生活垃圾
处理费征收使用管理实施办法(出台#海口
市将从今年 -月 *日起#正式采用水消费系
数法征收城市生活垃圾处理费#收费对象分
为五组#酒店含在经营服务组中#收费标准
为 %,&*元2吨水"

因为 *吨水的体积为 *立方米#参照对
比#三亚酒店业垃圾收费标准比海口超出了
)%3"

在一片质疑声中#亚龙湾各酒店暂缓交
纳垃圾处理费"但三亚湾&大东海&市区等规
范交纳水费的酒店已经被三亚中法供水有
限公司直接扣款" $连商量的余地都没有" %

酒店经营者们反映"

$我们还会要继续争取" %三亚市旅游协
会秘书长谢祥项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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