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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海口12月15日讯 （记者李
关平 通讯员钟坚）12月15日零时20
分左右，河南长垣县蒲东街道皇冠
KTV发生火灾，造成多人伤亡。我省
各级公安消防部门今起结合今冬明春
火灾防控工作，将采取地毯式排查方
式，加大火灾隐患的排查力度。

公安消防部门将联合有关职能部

门对KTV、宾馆饭店、商场市场、公共
娱乐等人员密集场所；“三合一”、“多合
一”场所和劳动密集型企业；高层及地
下建筑；易燃易爆单位和粮库等场所；
制衣、制鞋、制冷加工等企业单位；度假

“候鸟”人群聚集家庭旅馆和旅游景区
景点等场所进行排查整治。

此次联合排查整治，公安消防部门

采取地毯式排查方式，切实做到全覆
盖、无盲区、不间断，确保不漏一处隐
患，不留一个死角。对排查过程中发现
的火灾隐患，能够当场整改的责令当场
整改；无法当场整改的，责令限期整改，
依法采取临时查封、责令“三停”等强制
措施，并落实专人跟进，确保隐患整改
到位。

我省地毯式排查火灾隐患
本报嘉积12月15日电（记者蔡倩）

近日，琼海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查处
了该市两个无证生产义齿（假牙）的私人
加工点，并对其分别处以6万元、5万元
的罚款。

据了解，11月19日，琼海市食药监
局执法人员在巡查中得知，在琼海嘉积
镇有一私人加工点，张某加工假牙对外
销售，随后执法人员到现场暗访核实情
况，发现该加工点未取得《医疗器械生产
企业许可证》而违法从事加工定制义齿，
还有一批用于生产违法医疗器械的零配
件、原材料及工具设备。在琼海市公安

局嘉积派出所的协助下，执法人员取证
后对制造假牙的设备查封扣押。

11月20日，省食药监局专项检查
组和琼海市食药监局执法人员，在塔洋
镇发现一家疑似无证加工义齿黑作坊。
执法人员立即联系琼海市公安局塔洋派
出所及市公安局治安大队联合行动，现
场发现这家加工点老板覃某在未取得
《医疗器械生产企业许可证》的情况下违
法生产、加工定制式义齿。

12月12日，琼海市食药监局按照
最高限，对制造假牙的张某处以5万元
罚款，覃某处以6万元罚款。

无证生产加工假牙

琼海两黑作坊被罚11万元

本报石碌12月15日电（记者黄能 通讯员
麦兆堂）近日，昌江法院开庭审理一宗交通事故
纠纷案，昌江黎族自治县一男子驾车时未按规定
安全让行，致人死亡，被判处有期徒刑6个月。

据了解，2014年7月4日晚上9时，被告人
罗某某驾驶超载有石灰石的重型自卸货车，由
昌江华润水泥厂方向往太坡方向行驶，邬某某
乘坐在副驾驶室。当车行驶至昌江工业大道与
昌江华润水泥厂路口交叉路段时，遇到杨某某
驾驶半挂牵引车牵引载有水泥熟料的超载半挂
车往叉河方向行驶，由于被告人罗某某驾车未
按规定安全让行，致使两车发生碰撞，邬某某被
抛至车下，接着被重型自卸货车碾压，邬某某当
场死亡，两车受到不同程度损坏。交通事故发
生后，被告人罗某某主动报警，并在现场等候公
安民警。经昌江公安局交警大队认定，罗某某
负事故的主要责任，杨某某负事故的次要责任，
邬某某无责任。

法院审理认为，被告人罗某某违反交通运输
管理法规，超载运行，且未按照操作规范安全让
行，造成一人死亡的道路交通事故，其行为已构
成交通肇事罪。考虑到被告人有自首情节，并获
得被害人家属谅解，遂做出如上判决。

驾车未按规定让行致人死亡

昌江一男子获刑6个月

本报讯（记者洪宝光 通讯员程玲玲）五指山
市一男子和妻子发生争吵，并将妻子打死，今年
12月12日，海南一中院对该案进行一审宣判，以
故意伤害罪判处被告人王某德有期徒刑6年；以
非法持有枪支罪，判处被告人王某德有期徒刑1
年。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6年。扣押在
案的火药枪一支，予以没收。

今年3月9日上午，王某德与妻子胡某兰到
亲戚家喝丧酒，后来王某德先行返回家中。下午
4点左右，胡某兰回家后，因为儿子入学生活费的
问题与王某德发生争吵。王某德朝胡某兰右眼打
了一拳，胡某兰被打后抓挠王某德的右手臂，王某
德甩开胡某兰的手，又朝胡某兰后脑部打了一拳，
胡某兰当场倒地昏迷。后来王某德与他人将胡某
兰送到五指山市番阳镇卫生所抢救，胡某兰在被
送往卫生所的途中死亡。

事发后，王某德在亲属陪同下到五指山市公安局
番阳镇派出所投案。因王某德涉嫌犯故意伤害罪，今
年3月9日晚上7点左右，五指山市公安局侦查人员
到其家中勘查现场，并在现场缴获了一把火药枪。

海南一中院以故意伤害罪判处被告人王某德
有期徒刑6年；以非法持有枪支罪，判处被告人王
某德有期徒刑1年。该案宣判后，被告人王某德
表示服判，不提出上诉。

因家庭琐事起争执
丈夫拳打妻子致死
五指山一男子获刑6年

12月10日，临高县东英镇扶提西村一户农民正在收获蒜苗。
据介绍，去年该村种蒜面积300亩，种蒜高收益带动了今年全村种蒜。全村56

户农民为种蒜成立了合作社，抱团发家致富。截至目前，该村种蒜面积已扩展到1000
亩，年人均纯收入达6000元。 本报记者 苏晓杰 通讯员 陈家良 符智博 摄

抱团种蒜
发家致富

本报海口12月 15日讯 （记者陈
怡 通讯员邢斌）记者近日从海南省地
税局获悉，经过省区两级地税局的共同
努力，海南地税局成功处理一起非居民
特许权使用费涉税案子，征收入库非居
民企业所得税997万元，实现非居民税
收管理新的突破和成效。

某公司自2012年10月起，先后与
加拿大、美国、列支敦士登、德国等国的
公司签订设备采购合同和咨询服务合
同，在对外付汇时，对于咨询服务合同

款项，该公司认为该咨询服务款项属于
非居民企业境外劳务所得，根据企业所
得税法的有关规定，中国没有征税权，
应不予征税。

由于该事项涉税金额巨大，主管地
税局积极主动与省地税局沟通，寻求政
策上的支持。对此，省区两级地税局通
力合作，经过与企业的两轮约谈和多次
沟通，耗时3个多月，最终，税企双方达
成共识，税款得以顺利入库，切实维护
了我国的税收权益。

省地税局成功处理一起非居民特许权使用费案子

997万元非居民企业所得税入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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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届国际冲浪城市论坛日前举办

万宁打造中国冲浪小镇
自2010年首届中国海南万宁国际冲浪赛事的成功举办至今，万宁日月湾得到了来自世界各地的冲浪选手和爱好者的认可，在世界冲浪

的版图上，成为后起之秀。在逐渐成长为全球冲浪运动重镇后，如何进一步以冲浪带动旅游等相关产业发展，成为万宁市需要解决的问题。
12月7日，作为海南万宁国际冲浪节活动之一——首届国际冲浪城市论坛在万宁召开，来自世界各地著名冲浪城市的政府代表、行业专

家、相关协会机构代表等齐聚一堂，讨论冲浪运动的推广、冲浪旅游目的地的开发等议题，业界专家们畅所欲言，纷纷介绍经验，并提出建议。

冲浪小镇
已在筹划之中

冲浪产业到底价值几何？澳大利亚黄金海
岸政府委派代表、全球冲浪城市论坛委员会主
席John Nielsen作了解答：世界冲浪爱好者已
经超过3500万人，并且仍以每年15%的速度增
长，近几年全球由冲浪产业带来的经济收入在
470亿美元至1300多亿美元之间。“这是一个非
常巨大并有潜力的产业，万宁市作为新兴的世
界冲浪胜地，将大有可为。”John说，世界各地
中产阶层的崛起为冲浪运动和产业提供了新的
发展机遇，可以说这个行业蕴藏着巨大的价值。

“我对中国冲浪运动和冲浪产业的发展很
有信心，未来万宁一定会成为冲浪行业的领军
地之一。”John表示，中国有着绵长的海岸线，
是全球最大的冲浪设备制造国，具有发展推广
冲浪运动和旅游的自然条件和市场基础，到
2023年，中国将有500万的冲浪者，中国有潜力
成为世界的冲浪大国，而纵观中国可冲浪的地
点，海南万宁近几年的发展令人刮目相看，这里
有美景、有文化、有人才，这令人信心十足。“如
果万宁把冲浪产业做好，让未来大批的冲浪爱
好者足不出国就可以体验到冲浪的刺激，我想
他们绝对很乐意接受。”John说。

对于万宁冲浪运动的未来，吴明阳表示，万
宁将按照“世界冲浪胜地,中国冲浪之都”的目
标，集中展示海洋文化、沙滩文化、水上运动文
化、时尚旅游文化，以万宁国际冲浪节这一节庆
旅游为媒介，融文化、论坛、经贸、体育等板块活
动于一体，大力发展旅游和休闲文化产业，使万
宁成为海南省面向国际开放和展示形象的重要
窗口。同时，万宁将整合其他冲浪胜地如新加
坡、菲律宾及印度尼西亚等地的冲浪文化资源，
从亚洲冲浪文化交流推进提升至国际冲浪文化
交流，推动万宁发展成为亚洲最大的冲浪用品
展示和交易中心，进而成为制造中心，大力拓展
冲浪产业链，发展冲浪相关产业，使万宁逐渐发
展成为亚洲最大的冲浪城。

“万宁目前正在筹划建设日月湾冲浪小镇，
让游客更好地体验冲浪、享受冲浪。”吴明阳透
露，这将是中国唯一的冲浪小镇，没有高楼大
厦，没有太多汽车，体现环保和绿色，充分展现
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存，而这个小镇，也将会在若
干年后名声鹊起。

（文/晁悠 陈循静）

台湾台东县的旅游数据令人眼前一
亮：2014年，旅游观光人数超过200万
人次，其中冲浪旅游旅客每年平均以5
万人的数量在增加。来自台湾的业界代
表唐咏谊介绍说，冲浪运动最早起源于
国外，这个行业在国外已经发展得很成
熟，冲浪运动在台湾有50年的历史，而
真正起步是20年前。其中以台东的冲
浪产业发展最好，接连举办国际赛事，而
宜兰、垦丁等地的冲浪活动也得到快速
的发展。截至目前，仅台东的冲浪学校
及培训机构就达到了100多家，并带动

饭店、酒店、旅游景点的收入增长。
“在台湾，几乎所有的运动类比赛都

会把冲浪包装进去，比如热球嘉年华、马
拉松比赛等。”唐咏谊说，在冲浪比赛期
间，当地也会不遗余力推广特色农产品，
依靠赛事影响力，积极做好各类营销。
在她看来，整体包装和推广不仅能促进
赛事的成功，还能带动当地相关产业的
发展。“充分利用各种平台，把冲浪与旅
游开发融合起来。”唐咏谊说。

提到海南，唐咏谊对万宁日月湾的
冲浪条件赞叹不已。在台东，大部分还

都是岩石，而日月湾不仅有温和的气候，
还有美丽的沙滩。“当我5年前第一次来
万宁时，就感觉万宁以后的冲浪运动发
展前景较好，因为这个地方简直就是为
冲浪而生。”唐咏谊说。

对于如何促进万宁冲浪运动的发
展，唐咏谊建议：“冲浪运动需相应抓紧
发展冲浪教育，让人们认识冲浪、爱上冲
浪，并积极参与到冲浪运动中，依靠人的
传播力，带动更多的人。民众的基础很
重要，带动力量非常大。”

由于冲浪运动天然的时尚感与年轻

感，冲浪运动在台湾年轻人当中特别流
行。“冲浪成为流行文化，离不开冲浪教育
和传播的影响力。”唐咏谊说，台湾积极推
广冲浪运动，抓住年轻人易接受、传播快的
特点，邀请知名选手走进校园，进行参观交
流，将本土冲浪选手打造成明星，利用明星
效应带动大家的兴趣。同时，开办冲浪学
校，将冲浪与教育、观光结合在一起，做好
冲浪产业的整体包装，可以在举办赛事期
间，宣传当地农产品及旅游资源，并将冲
浪产业发展到水域体育运动产业，增加如
潜水、海钓、划龙舟等水上运动项目。

冲浪文化培育
仍待加强

万宁日月湾，在山岭环抱下呈现出半
月的形状，这里白沙细腻，水温适宜，常年
有浪。年平均温度在２４—２８摄氏度的
海水，加上年平均１—２米的浪高，以及频
繁、绵长而有力的波浪，使得日月湾成为一
处难得的世界冲浪胜地。

而国际性冲浪赛事与万宁的“联姻”，就
不得不提ASP（世界职业冲浪协会）全球媒
体总监Stephen Robertson，他是最重要
的“红娘”之一。5年前，第一次来到万宁日
月湾考察，Stephen就觉得自己找对了。“日
月湾的资源得天独厚，完全有条件举办国际
赛事。”Stephen说，日月湾的海浪蔚蓝有
力，悠长的海岸线上有洁白细软的沙滩，保
持了大自然最原始的美，不仅如此，附近神
州半岛还有多家五星级酒店，硬件也非常
棒。在经过更仔细的考量后，Stephen团队
一致认为日月湾拥有不可多得的冲浪条件。

目前，海南万宁国际冲浪节已连续成
功举办了四届，其中国际性冲浪赛事更是
吸引了众多的国内外媒体。Stephen介绍
说，ASP在每届赛事期间都通过电视实时
播报，并邀请路透社、纽约时报等媒体参与
报道，向世界传递来自海南万宁的冲浪信
息。“很多很棒的相片和视频通过各种媒介
传播到世界各地。与此同时，报道当中还
附带有介绍万宁以及海南旅游的信息，让
许多人了解到，这里不仅有精彩的冲浪赛
事，还有更多可以欣赏和体验的美景与活
动。”Stephen表示，只有不断利用媒体传
播，才能让万宁广为人知。

万宁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吴明阳在
会上表示，万宁依托日月湾得天独厚的冲
浪条件，举办一系列国际性冲浪赛事，推动
了冲浪产业在中国的起步发展，传播了万
宁城市形象，确立了万宁“中国冲浪之都、
世界冲浪胜地”的城市品牌，有力地推动了
旅游业的发展。吴明阳坦承，目前冲浪运
动尚属于小众化运动，仍需要大力培养海
南本地冲浪选手，举办本地冲浪赛事，加强
冲浪文化培育；其次，冲浪运动还没有成为
游客的关注点，使参与者规模较小，冲浪旅
游有待发展，冲浪产业仍待培育。

冲浪旅游产业大有可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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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三亚12月15日电（记者黄媛
艳）网友“歌手王芳”在微博上吐槽在鹿
城购买的水果被调包，三亚市相关部门
获悉后快速反应，及时与其取得联系，
获得网友点赞。

12月14日19时37分，王芳在自己
的微博“歌手王芳”上发布博文吐槽，微
博中写道：“我的肺要气炸了！刚从三
亚飞回来，成箱买回来的水果打开一看
是这个，要知道我买的是芒果和释迦
呀，居然全是木瓜！”

12月14日深夜获悉王芳的遭遇后，

省委常委、三亚市委书记张琦高度重视，
第一时间指示三亚市委宣传部、三亚市
政府新闻办、三亚市工商局等部门及时
与王芳取得联系，表达三亚维护消费者
合法权益的决心，并要求相关部门密切
配合，依法严惩违法违规经营行为。

“您好，我市对于您反映的三亚买
成箱水果，打开后芒果、释迦变木瓜一
事高度重视，我们将组织相关部门展开
调查，情况查实后，我们将依法对违规
商户严肃处理，同时按规定赔偿，为了
利于核查，麻烦您将当时详细情况告知

我们，谢谢您提出的监督与批评。”今天
上午8时34分，三亚市政府新闻办与王
芳私信沟通。随后，三亚市工商局工作
人员也迅速与王芳取得联系，邀请其配
合调查查处违规商家。

今天14时04分，看到三亚市的相
关留言后，王芳随即发布微博，点赞三
亚铁腕治旅的态度。她在微博中写道：

“今天上课没上微博，打开一看，感动得
要死。我没有找任何相关部门，仅仅只
在微博上调侃了一下，但是真的很让我
意外，@三亚市政府新闻办 @新浪海

南 @梦游海之南 以及三亚市工商局的
@好Nizi 找到我，很认真的让我告诉他
们情况。这才是我们要的政府和部门，
我很感动，谢谢你们，好海南！”

今天18时51分，王芳再次发表微
博赞赏三亚的处事态度，她写道：“海南
应该是认真的。没有哪个地方傻到愿
意自己成为一个很糟糕的旅游景点，赞
一个”；18时59分，王芳感动之余，开始
回忆与三亚的缘分，称“我几乎每年去
一次三亚，这次感觉比较真切。话说，
我的歌曲《天边边的小渔村》还是专门

为海南三亚创作的呢。”
王芳与三亚相关部门的互动引发网

友高度关注，网友“爱Kitty的妞儿”认为，
“必须点赞，三亚的态度和决心让人感觉
很温暖，美好的三亚，需要市民和游客一起
构建，整治旅游市场，也应常抓不懈”……

由于王芳在购物时未向商家索取
相关票据信息，且未保留任何交易证
据，给案件的及时查处带来困难。目
前，三亚市工商局已与王芳取得联系，
仔细了解交易详情，并连夜开会商讨调
查方案。

网友微博吐槽三亚购买水果被调包

三亚急回应 网友喜点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