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保
亭

筹建54个停车场，超过1万个停车位，

部分已陆续投入使用

机场巴士拥有2条线路30辆车
凤凰机场至大东海（途经三亚湾）专线
凤凰机场至亚龙湾（高速直达）专线

开通2条火车站直通巴士
三亚火车站至君澜酒店（途经三亚湾）
三亚火车站至大东海（直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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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三亚2月 1日电 （记者况昌
勋）今年春节黄金周预计有80万人次过
夜游客涌入三亚，同比增长15%，三亚
市交通再次迎来“大考”。今天，三亚市
交通局有关负责人透露，计划节前新增
500辆出租车、开通火车站直通巴士、调
整机场巴士线路和频次，方便游客出行。

为解决旅游高峰期交通问题，三亚

市加快了新增运力投放和车辆更新工
作，节前计划新增加500辆出租车投入
市场。将全市出租车分为7组，要求企
业在客流高峰期，按车号尾数轮流执行
机场、火车站重点区域运力保障任务，要
求出租车在执行营运保障任务期间不得
停运，随时接受调度任务。

充分发挥专线巴士作用。一是调整

机场巴士线路和频次。目前，机场巴士
拥有2条线路30辆车，分别是凤凰机场
至大东海（途经三亚湾）专线和凤凰机场
至亚龙湾（高速直达）专线，各线路从机
场发车时间为每日8：30至每天航班结
束，每班车在售出第一张票后20分钟内
发车。二是开通2条火车站直通巴士，
具体为三亚火车站至君澜酒店（途经三

亚湾）和三亚火车站至大东海（直达），发
车时间根据火车、动车时刻表设定。

为方便游客错峰出行，三亚市还对
重点区域道路的车流量进行预测，制定
了高峰期临时调整措施。为维护道路运
输秩序，三亚市交通运输局安排执法人
员加强对机场、火车站、汽车总站、景点
景区、海棠湾等重要路段的巡查，及时查

处出租车、公交车拒载、“甩客”、“宰客”、
诱导乘客到无资质景点消费等各种违法
违规行为，从严打击利用私家车、报废车
等从事非法营运的行为。

同时，三亚还积极建设临时停车场，
共筹建54个停车场、超过1万个停车位，
部分已陆续投入使用；各大热门景区纷纷
完善了门禁管理和停车场设施。

春节黄金周预计有80万人次过夜游客涌入，三亚多举措做好交通保障

三亚春节前新增500辆出租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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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大金融机构战略授信2080亿元
助力海航实业可持续发展

1月30日，从海航实业集团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海航实业）获悉，
在海航集团的领导下，60余家金融
机构战略授信2080亿元助力海航
实业可持续发展，其中中国农业发
展银行海南省分行战略授信160
亿元、中国光大银行海口分行战略
授信120亿元、中国银行海南省分
行战略授信100亿元、交通银行海
南省分行战略授信100亿元、中信
银行海口分行战略授信100亿元、
中金国建投资战略授信100亿元、
平安银行海口分行战略授信80亿
元、浦发银行海口分行战略授信80
亿元。

深化银企合作
打造产融结合新格局
据了解，海航实业与各大金融

机构一直保持着长期良好的合作
伙伴关系，截至目前，已与海航实
业建立稳定合作关系的金融机构
近百家。海航实业与各大银行签
订战略合作协议，是双方银企合作
的进一步深化和提升。随着国家

“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海南在国
家“一带一路”战略中处于海上丝
绸之路联南接北战略支点，区位优
势独特，海字号经济发展前景广
阔。海航实业将以此次与各大银
行合作为契机，实现全方位、多层
次、实质性的战略合作，利用良好
的金融生态环境，打造以基础产
业、房地产和商业为三大核心业
态，以海航投资为投融资平台的产
融结合实业集团,积极为国家“一
带一路”战略建设做好准备。

海航实业作为海航集团旗下
五大产业集团之一，截至2014年
12月底，海航实业总资产逾1800

亿元，实现收入逾370亿元，旗下5
家上市公司。

其中，海航基础致力于成为机
场和基础设施的投资、开发、管理、
运营的综合发展商,下辖海口美兰
国际机场、三亚凤凰国际机场、宜
昌三峡机场、潍坊南苑机场、满洲
里西郊机场、安庆天柱山机场、唐
山三女河机场等十六家机场及国
内首家机场离岛免税店——海口
美兰机场免税店。2014年旅客吞
吐量逾3800万人次，海口美兰国
际机场年旅客吞吐量近1400万人
次、三亚凤凰国际机场年旅客吞吐
量近1500万人次。2014年，美兰
机场获得“SKYTRAX中国区最佳

机场”，美兰机场国际航站楼荣膺
“SKYTRAX五星航站楼”；三亚凤
凰机场和宜昌机场获得“SKY-
TRAX四星机场”。海航基础将利
用金融机构提供的充沛战略授信
额度，在美兰机场二期扩建、三亚
新机场建设等项目上寻求更好、更
快的发展。

海航地产致力于成为以海航
集团优势产业为项目先导的产融
结合的金融地产商，打造了海航·
中国集、海航·YOHO、商业综合体
等一系列具有海航特色的核心产
品；房地产业务收入连续三年增长
超过50%，并超过百亿元，连续两
年获得“中国房企销售50强”；重

点项目有海口南海明珠人工岛、
428米海南第一高楼海口塔、188
米长春第一高楼长春海航荣御·国
际中心、287米重庆CBD地标建筑
海航保利国际中心、232 米青岛
CBD地标建筑海航万邦中心、50
万平方米国际购物中心海航日月
广场等。截至2014年12月底，海
航地产经营范围遍及全国40多个
城市。海航地产将利用金融机构
提供的战略授信额度，用于海口、
武汉、三亚等地临空经济产业园项
目建设。

海航商业致力于以“网络、会
员、服务”为核心、以线上线下（Ο
2Ο）相结合的形式，以金融、商贸

等服务为手段，整合资金流、物流、

信息流、供应链流等，构建合作社

网络，发展会员，提供各种增值服

务，建设中国城乡商品流通网。旗

下拥有民生百货、湖南家润多、宝

鸡商业、上海家得利、望海国际广

场等知名商超品牌，近340余家商

业门店。海航商业将利用本次战

略授信额度，用于老店提质改造、

购物中心建设和商业地产开发三

大方面。

“海航实业致力于打造以基础

产业、房地产和商业为三大核心业

务的产融结合实业集团，他们也必

将成为海南国际旅游岛建设和新

型城镇化推进的主力军和重要力

量。这次农发行与海航实业签订

战略合作协议，是我们银企合作的

进一步深化和提升。我们计划在

未来三年内，为海航实业提供160

亿元人民币意向性信用额度支持，

希望通过支持南海明珠人工岛二

期项目、美兰临空产业园项目、三

亚新机场临空产业园项目、兴隆太

阳河风情小镇等项目，通过‘产城

结合（产业与城镇化结合）’、‘园区

带动’等方式，不仅能够促进企业

壮大发展、更好实现经济效益，也

能够带动我们海南国际旅游岛建

设和推进新型城镇化进程，实现更

好的社会效益。”农发行海南分行

副行长冯志强透露。

海航实业负责人介绍，海航实

业与所有金融机构的合作都是建

立在相互信任的基础上，充沛的现

金流入、稳定友好的银企关系、多

样化的融资渠道和严格的资金风

险管控，使海航实业资金使用效率

大幅提升，满足了海航实业持续健

康发展过程中的资金需求。

秉承海航精神
传递发展正能量

海航实业一直秉承海航创业
20多年的精神和企业文化，走产
融结合之路，坚持专业化发展、诚
信经营，努力成为业界卓越的实
业集团。

北京建工四建工程建设有限
公司总经理孙振泉说：“从2009年
开始，我们与海航实业合作已有6
年，海航实业作为我们的一级客
户，一直保持着专业化的发展、诚
信经营，在海口海航大厦、海航国
兴城、海南大厦、海航豪庭等项目
有着良好的合作关系，我们对海
航实业的发展也时刻保持关注。
近期，海航实业与金融机构频频
签订战略合作协议，获得巨额战
略授信，我们的心情也很激动。
这表明金融机构认可海航实业的
发展、相信海航实业的实力。我
们对海航实业未来卓越发展充满
信心，也希望双方可以寻求更进
一步的合作。”

“海航实业作为我们的战略级
用户，双方有很多成功的合作案
例，我们了解到海航实业连获金融
机构战略授信，为他们取得的成功
表示祝贺。上海三菱电梯有限公
司作为国内规模最大的电梯制造
销售企业，面对不断进取、快速发
展的海航实业，未来将充分利用自
身世界领先水平的电梯技术和以
用户为中心、创造更和谐生活空间
的价值理念，以可靠优质的产品，
携手海航实业为城市的发展做出
贡献。”上海三菱电梯有限公司销
售部部长肖仑说。

本报保城2月1日电（记者易建阳 特约记
者黄青文）因多年病魔缠身，外加家庭贫困无钱医
治，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巡亲村老党员黄昌盛骨
瘦如柴，每走一步都很难。保亭有关部门的一次
慰问，改变了他的窘况。近日记者见到黄昌盛时，
他已经能正常走路了，还可以干些家务。

保亭合口村是保亭畜牧兽医渔业局的联系挂
钩点，2014年，畜牧兽医渔业局在开展联系挂钩
点春节慰问活动中，得知老党员黄昌盛已经患病
多年，走路颤颤巍巍。因为家庭贫困，一直得不到
救治，病情一天比一天加重，而他年迈的父母还需
要人照顾。

保亭畜牧兽医渔业局决定对老党员黄昌盛进
行重点帮扶。去年年初，黄昌盛被送到医院治
疗。为解决治疗费短缺问题，保亭畜牧兽医渔业
局给黄昌盛送去2000元生活补助金，并让村委会
向民政局申请疾病救助。黄昌盛住院期间，保亭
畜牧兽医渔业局有关负责人到医院慰问，给他送
去1000元慰问金。

经过治疗，黄昌盛的病情慢慢好转。

真情帮扶贫困户
老党员黄昌盛能走路了

■ 本报记者 范南虹 通讯员 贺澜起

“稽查人员的使命是消灭制售有毒
有害食品药品；无视有毒有害食品存在
是失职，不及时严厉查处是渎职；不准不
作为、不能慢作为；有毒有害食品多存在
一天，危及百姓身体健康就多一天。”

1月27日上午，在海南省食品药品
监督管理局，该局稽查局局长刘鸿涛带
记者看十楼电梯出口处张贴的这四句
话。

这也是全省食品药品监管系统每
一位工作人员所坚守的信念和宗旨。

一年查违法案件1306件

“冯鸣局长往往是最后离开办公室
的。”有一天晚上9时记者给刘鸿涛打
电话了解情况，没想到冯鸣局长正召集
他们开会研讨查处非法加工地沟油的
案件。电话中，记者还能听到冯鸣布置

查处计划的声音，疲惫却又中气十足。
“我们没有双休日，没有节假日，每

逢节假日还是最忙的时候。”1月24日
星期六上午，海口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
局食品安全快检车主任周先福还是早
早带着两名检测人员来到了国兴大润
发超市。周先福和他的同事，每天至少
检测两个点，每个点至少抽检10余种
商品，每种商品还要抽检两个批次的产
品。一个点的检测工作做完，往往耗时
3-4个小时，经常一大早出门，天黑了
才回到家。

加班加点查处食品药品安全违法
犯罪案件，已成为我省食药监稽查人员
的一种工作新常态了，但他们却乐在其
中，有一种价值感和成就感。“现在不加
班都有点不习惯了。”食品综合处处长
王刚虽然面露疲惫，但却满脸笑意。

我省食品药品监管系统干部职工
奋战一年，成绩斐然：全年共查处食品、
药品、医疗器械、保健食品安全违法案
件1306件，平均每天查案近4件。

查案常遭威胁恐吓

海口市南海大道四季华庭小区的

王清芳（化名）是小区居委会的一名网
格员，但她被龙华区食品药品监督管
理局聘为食品安全信息员。王清芳
说，在日常的社区工作中，她留意收集
有关食品非法加工的信息。她曾经向
食药监部门报告过辖区一出租房有加
工双氧水泡鸡爪的黑窝点，这一非法加
工点被查处后，曾有人扬言要找出告密
的人报复。

“食品药品非法加工的黑窝点，往
往环境极其恶劣，污水横水、恶臭熏天。
有时候，为了等候犯罪嫌疑人出现，不得
不在这种恶劣环境下隐藏数小时。”刘鸿
涛告诉记者，“查处大案要案时，经常被
人威胁、恐吓。”有一次在查处一病死猪
肉屠宰加工点时，犯罪嫌疑人就拎着杀
猪刀威胁他们，让执法人员少管闲事。

“与违法犯罪行为作斗争，肯定是
有风险的。”冯鸣说，人民群众是最坚强
的后盾，只要群众理解和支持，查处食
品药品安全违法犯罪行为，他们就有底
气有信心，不怕报复打击。

这一切，苦与累、险与难，实干智
干，都是为了让全省人民和岛内外游客
吃得放心，让海南成为食品安全岛。

（本报海口2月1日讯）

食药监稽查人员加班加点、冒生命危险查处黑窝点……

“白加黑”只为百姓吃得放心
海南省地方税务局、海南日报报业集团主办

中国联通海南省分公司等单位协办

向纳税人致敬
——寻找“最美纳税人”系列报道

本报海口2月 1日讯 （记者张中
宝 通讯员邢斌）由海南省地方税务局和
海南日报报业集团联合主办的“寻找最
美纳税人”评选活动自今年启动以来，引
起了我省各市县、单位、企业等社会各界
的广泛关注、踊跃参与和积极报名，截至
今天，活动组委会共收到推荐名单超过
300个，在全社会引起了强烈反响。

活动自本月初启动后，各市县地税
部门积极推荐当地“最美纳税人”的先进
典型，这其中既有企业、单位，也有个人。

除了各市县地税部门推荐的典型
外，还有不少单位、企业和个人踊跃自
荐，比如三亚的夏日百货、保亭的海南创
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东方的东方洋
铭国际边贸城有限公司等，这些都来自
于市县最基层的纳税企业，都积极参与
到活动中，以此讲述和展现依法纳税的
先进事迹，释放社会正能量。

“只要事迹突出，并主动参与社会公

益事业，在扶贫帮困、捐资助学、安置残
疾人就业或安置下岗职工再就业等某一
方面成绩突出，遵守税收法律和行政法
规，自觉遵从税务机关依据税收法律、行
政法规的规定进行纳税，纳税申报率、准
确率、入库率都达到规定的标准，积极为
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大局服务等包括企
业、单位和个人在内的纳税主体均可报
名。”活动组委会有关负责人介绍。

报名方式包括：组织推荐，由各市县
区地税局推荐；个人推荐，地税系统干部
职工个人可向所在单位推荐，也可通过
书面方式直接向市县区局组委会推荐；
自荐，纳税个人可将报名材料发送到组
委会办公室指定邮箱（xzzmnsr@163.
com或hainandishui@163.com）；组委
会推荐，在推荐评选活动中，由于时间等
因素，未能及时参加专场评选，但事迹感
人、特别优秀的纳税人，经评选活动组委
会确认后，可直接提名参与评选。

“寻找最美纳税人”评选活动引起广泛关注

推荐名单超300个

本报海口2月1日讯（记者邵长春 通讯员
程叶华）记者从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了解到，为进
一步加强全省建筑工程招标投标监督管理，有效
解决招标投标活动中存在的问题，规范建筑市场
秩序，省住建厅近日组成三个检查组，对我省行政
区域内的工程招标代理机构进行专项检查，4家

“三无”企业被取消备案资格。
从检查的结果来看，多数企业符合资质条件

和备案要求，均按照相关规定从事业务开展，严格
遵守招标代理操作规程,招标投标的档案资料管
理规范等。在123家受检企业中，有247家企业
表现较为突出，被通报表扬，记入企业良好行为记
录一次。

37家不合格企业被责令限期整改，主要存在
人员不在岗、未按规定报送自查报告等问题，整改
期间依法不得承接新业务。整改后经复查仍不合
格的，将依法撤销其工程建设项目招标代理资质
或取消备案资格。

此外，省住建厅还对4家无办公场所、无固定
人员、无经营业绩的“三无”驻琼分支机构企业依
法予以取消备案资格。另有10家驻琼分支机构
来函主动要求注销备案资格，将不再在我省承揽
工程招标代理业务。

我省开展工程招标代理机构专项检查工作

37家企业限期整改
暂停承接新业务

住
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