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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18 按登记注册类型分组的居民服务、修理和
其他服务业企业法人单位和从业人员

企业法人单位(个) 从业人员(人)

合 计
内资企业

国有企业
集体企业
股份合作企业
联营企业
有限责任公司
股份有限公司
私营企业
其他企业

港、澳、台商投资企业
外商投资企业

806
799
13
7
8
0
225
18
488
40
4
3

11219
11091
843
62
73
0
4017
217
5291
588
27
101

（二）资产总计
2013年末，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企业法人单位资产

总计37.0亿元，比2008年末增长172.1%（详见表3-19）。

表3-19 按行业分组的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
业企业法人单位资产总计

资产总计（亿元）

合 计
居民服务业
机动车、电子产品和日用产品修理业
其他服务业

37.0
10.6
16.0
10.4

十、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
（一）法人单位和从业人员
2013年末，全省共有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法人单位

385个。其中，行政事业及非企业法人单位176个。水利、环境
和公共设施管理业法人单位从业人员28222人。其中，行政事业
及非企业法人单位15456人。

（二）资产
2013年末，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企业法人单位资产

总计252.3亿元，行政事业及非企业法人单位年末资产14.9亿元。
十一、教育
（一）法人单位和从业人员
2013年末，全省共有教育法人单位3110个。其中，行政事

业及非企业法人单位2755个。教育法人单位从业人员149572
人。其中，行政事业及非企业法人单位144338人。

（二）资产
2013年末，教育企业法人单位资产总计43.4亿元，行政事业

及非企业法人单位年末资产498.7亿元。
十二、卫生和社会工作
（一）法人单位和从业人员
2013年末，全省共有卫生和社会工作法人单位1054个。其

中，行政事业及非企业法人单位924个。卫生和社会工作法人单位
从业人员58250人。其中，行政事业及非企业法人单位54628人。

（二）资产
2013年末，卫生和社会工作企业法人单位资产总计6.9亿

元，行政事业及非企业法人单位年末资产136.8亿元。
十三、文化、体育和娱乐业
（一）法人单位和从业人员
2013年末，全省共有文化、体育和娱乐业法人单位1343

个。其中，行政事业及非企业法人单位276个。文化、体育和娱
乐业法人单位从业人员26274人。其中，行政事业及非企业法
人单位9077人。

（二）资产
2013年末，文化、体育和娱乐业企业法人单位资产总计

324.9亿元，行政事业及非企业法人单位年末资产21.3亿元。
十四、公共管理、社会保障和社会组织
2013年末，全省共有公共管理、社会保障和社会组织法人单

位7280个。其中，行政事业及非企业法人单位7254个。公共管
理、社会保障和社会组织法人单位从业人员181969人。其中，
行政事业及非企业法人单位180087人。

注释：
表中的合计数和部分计算数据因小数取舍而产生的误差，

均未作机械调整。

◀上接A07版

本报海口2月16日讯（记者杨春虹
通讯员吕伟）为确保旅游市场秩序规范有
序，我省今年继续加大旅游市场综合整治
力度，严厉打击旅游市场违法违规经营行
为。今天，省旅游市场综合整治工作领导
小组办公室又曝光一批查处并执行完毕
的扰乱我省旅游市场秩序的违法违规案
件。这是自我省2013年开展全省旅游市
场综合整治以来，第九批向社会公布查处
的旅游市场违法违规案件。

这次公布的涉旅案件共有63宗，涉
及旅游企业52家（次），涉及个人21人

（次）。其中涉及旅行社6家，旅行社责
任人6人，导游8人；旅游酒店类7家；旅
游景区类1家；旅游购物企业7家（次），
经营旅游购物个人7人；旅游餐饮类7
家（次）；旅游交通类19宗；涉海旅游企
业类5家。此次公布查处的涉旅案件
中，依法责令旅行社停业整顿1家，依法
吊销导游证3人；行政拘留2人，罚没款
461万元；补缴税款1054万元。

这次公布的涉旅违法违规案件，主
要涉及旅行社组织旅游活动未向合格的
供应商订购产品和服务；未经旅游者和

组团旅行社书面同意另行安排付费旅游
项目；旅游餐饮、旅游购物企业采用财物
或者其他手段进行贿赂以销售、购买其
商品；旅游购物企业采用短斤缺两的方
式欺诈消费者；一些企业和个人未取得
道路运输经营许可，擅自从事道路运输
经营等违法违规行为。

据了解，自2013年3月开展旅游市
场综合整治活动以来，全省共查处并执行
完毕的涉旅案件共466宗，其中涉案旅行
社117家（次），旅行社责任人37人（次），
导游75人（次）；旅游酒店类79家（次）；旅

游景区类26家（次）；旅游购物类59家
（次）；旅游餐饮类60家（次）；旅游交通类
64宗；涉海旅游企业类29家（次）；涉及个
人28人（次）；其他类21宗。依法吊销旅
行社经营许可证12家，依法注销旅行社
经营许可证8家，依法责令停业整顿旅行
社9家（次）；依法取缔非法经营的酒店8
家；吊销导游证6人；罚没款共2110万
元；补征、补交各类税费1301万元。

春节即将来临，我省将迎来旅游高峰
期，这既是对我省旅游接待能力的一次考
验，又是对旅游市场综合整治成效的一次

检验。省旅游市场综合整治工作领导小
组办公室负责人表示，旅游市场综合整治
永远在路上，没有休止符。我省将继续加
大整治力度，加强春节假日旅游市场监
管，将组成综合执法检查组，按照“统一领
导、属地管理、部门联动、责任到人”的原
则，开展旅游市场综合执法检查，严厉打
击旅游市场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同时，将
依照近日发布施行的《旅游市场违法违规
经营行为举报奖励办法（试行）》，对举报
的违法违规行为，经查实给予适当奖励，
以维护海南旅游市场秩序。

严厉查处违法违规行为 切实维护旅游市场秩序

我省又查处一批涉案企业和个人

我省第九批查处的扰乱旅游市场违法违规企业和从业人员名单
名称名称名称名称 违法违规事实违法违规事实违法违规事实违法违规事实 处理结果处理结果处理结果处理结果

海南国航旅行社有限公司 擅自变更旅游合同行程安排。
责令改正，停业整顿一个月，罚款3
万元。

海南海世界旅行社有限公司 组织旅游活动未向合格的供应商订购产品和服务。 责令改正，罚款5万元。

海南时代旅行社有限公司 组织旅游活动未向合格的供应商订购产品和服务。 责令改正，罚款3万元。

海南航空国际旅行社 组织旅游活动未向合格的供应商订购产品和服务。 责令改正，罚款1.2万元。

海口宏豪旅行社有限公司 组织旅游活动未向合格的供应商订购产品和服务。 责令改正，罚款5000元。

海南蓝海湾旅行社有限公司 组织旅游活动未向合格的供应商订购产品和服务 责令改正，罚款5000元。

海南海世界旅行社有限公司责任
人黄勇（身份证号:
4600011973****0019）

组织旅游活动未向合格的供应商订购产品和服务。 责令改正，罚款2万元。

海南时代旅行社有限公司责任人
吴彬彬（身份证
号:2309031979****0055）

组织旅游活动未向合格的供应商订购产品和服务。 责令改正，罚款5000元。

海南航空国际旅行社责任人陈慧
姬（身份证
号:4600331970****3906）

组织旅游活动未向合格的供应商订购产品和服务。 责令改正，罚款4000元。

海口宏豪旅行社有限公司责任人
莫颖鑫（身份证号：
4601031979****1213）

组织旅游活动未向合格的供应商订购产品和服务。 责令改正，罚款2000元。

海南国航旅行社有限公司部门经
理王富琼（身份证号：
4600361972****4845）

擅自变更旅游合同行程安排。 责令改正，罚款2000元。

海南蓝海湾旅行社有限公司责任
人曾晓云（身份证号：
4600251974****4228）

组织旅游活动未向合格的供应商订购产品和服务。 责令改正，罚款2000元。

导游李启华等三人（李启华（D-
4601-993808）， 蔡笃 峰（ D-
4600-993757）， 姚泽 平（ D-
4600-213020））

海口卓越联合商务有限公司擅自以“导游沙龙”名义
举办导游培训班，李启华、蔡笃峰、姚泽平向参加培
训班的导游员转授诱导旅游者购物、增加自费旅游项
目等严重违反社会公德的内容，给海南旅游形象造成
恶劣影响。

吊销导游证。

导游贺德生（D-4601-101441） 擅自变更旅游合同行程安排。 责令改正，罚款2万元。

导游黄伟（D-4600-996984） 擅自变更旅游合同行程安排。 责令改正，罚款1万元。

导游邱昊（D-4600-213684） 擅自变更旅游合同行程安排。 责令改正，罚款1万元。

导游程永军（D-4600-996317） 擅自变更旅游合同行程安排。
责令改正，罚款5000元，暂扣导游证
1个月。

导游郭举（D-4600-996463） 私自承揽导游业务。
责令改正，没收违法所得600元，罚
款2000元，暂扣导游证1个月。

三亚香山金玉观音文化艺术有限
公司

未按规定足额缴纳营业税及附加；未足额代扣代缴员
工个人所得税；少申报缴纳企业所得税。

责令改正，查补营业税及附加、个人
所得税、企业所得税等共
10,544,589.85元，加收滞纳金
5,526,232.60元，罚款3,115,680.39
元。

琼海嘉积恒德商务酒店 消防设施、器材未保持完好有效。 责令改正，罚款5000元。

琼海嘉积海秀宾馆 消防设施、器材未保持完好有效。 责令改正，罚款5000元。

琼海金日商贸有限公司（琼海金
日大酒店）

消防设施、器材未保持完好有效。 责令改正，罚款5000元。

儋州紫荆花快捷酒店 消防设施、器材未保持完好有效。 责令改正，罚款5000元。

琼海嘉积新椰庄度假酒店 消防控制室未保证24小时值班。 责令改正，罚款2000元。

琼海嘉积惠洲宾馆 消防控制室未保证24小时值班。 责令改正，罚款1000元。

琼海万家利商务酒店有限公司
（琼海万家利商务酒店）

消防控制室未保证24小时值班。 责令改正，罚款1000元。

三亚凤凰雅客来渔港海鲜店

采用财物或者其他手段进行贿赂以销售或者购买商品
。(采取给付出租车等司机一定比例的回扣吸引其带
客上门消费的经营方式进行经营，支付方式为消费后
当场现金支付)

责令改正，罚款10万元。

三亚凤聚园休闲有限公司 未取得餐饮服务许可证从事餐饮服务活动。 责令改正，罚款5万元。

三亚海棠湾藤桥聚贤农家乐

采用财物或者其他手段进行贿赂以销售或者购买商品
。(以给付油料费的名义，以现金形式支付给拉客的
司机，借此对司机进行贿赂，诱使其拉更多的客人到
其店用餐)

责令改正，罚款3万元。

三亚海棠湾藤桥海棠缘渔家坊

采用财物或者其他手段进行贿赂以销售或者购买商品
。(采用给付现金的方式，对拉客司机进行贿赂，诱
使司机把更多的客人拉到当事人的餐饮店用餐，以获
得更多的利润)

责令改正，罚款3万元。

三亚凤凰渔洋农家饭店

采用财物或者其他手段进行贿赂以销售或者购买商品
。(采用给付现金的方式，对拉客司机进行贿赂，诱
使司机把更多的客人拉到当事人的餐饮店用餐，以获
得更多的利润)

责令改正，罚款2万元。

三亚海棠湾林旺蜀湘农家乐

采用财物或者其他手段进行贿赂以销售或者购买商品
。(为招揽更多的客人到该店用餐消费以达到增加营
业收入的目的，通过给部分带客人到该店消费的车辆
司机支付回扣的方式开展经营活动)

责令改正，罚款2万元，没收违法所
得2754元。

琼海中原佳锦楼餐厅
采用财物或者其他手段进行贿赂以销售或者购买商品
。（为了获取更多的交易机会，给予司机或导游回
扣，诱使司机和导游带游客到该店购物）

责令改正，罚款1.3万元。

三亚滢沣得润工艺品店

采用财物或者其他手段进行贿赂以销售或者购买商品

。（采取以现金支付方式给付导游人头费，以吸引其

带消费者上门消费）

责令改正，罚款10万元。

海南升升超市有限公司

采用财物或者其他手段进行贿赂以销售或者购买商品

。(采取给付现金的手段，以“停车费”的名义对司

乘人员进行贿赂，诱使其拉更多的客人到其超市购

物，以获取更多的商品销售机会，赚取更大的利润)

责令改正，罚款4万元。

三亚豪麟高椰海商行 销售质量不合格的珠宝玉石产品。

责令改正，没收质量不合格的“925

银淡水珍珠耳钉”产品一件，罚款

980元。

海南恒昌金银珠宝实业有限公司

三亚分公司
销售质量不合格的珠宝玉石产品。

责令改正，没收质量不合格的“水晶

吊坠”产品一件，罚款160元。

三亚亚都购物商场 销售质量不合格的珠宝玉石产品。

责令改正，没收质量不合格的水晶镯

（合成稀土）产品一件，罚款380元

。

三亚泰昊水晶商行 销售质量不合格的珠宝玉石产品。

责令改正，没收质量不合格的“淡水

珍珠”、“海水珍珠”产品各一件，

罚款346元。

三亚海棠湾林旺阿旺水果店 欺诈消费者。
责令改正，罚款5200元，没收违法所

得520元。

李亮等4人（ 李亮（身份证号：

4208811988****4878）；

 胡秀芝（身份证号：

4224061958****2929）；

 黄新楚（身份证号：

4209841961****9434）；胡小红

（身份证号：

4208811975****2925）)

采用财物或者其他手段进行贿赂以销售或者购买商品

。（冒用海业平的名义持有字号名称为“三亚凤凰铭

浩特产商行”的营业执照，合伙从事水果销售经营活

动，以现金支付方式给付出租车司机回扣，吸引其带

消费者前来购买水果。）

责令改正，罚款20万元。

白露梦（身份证号：

3611271996****2225）
使用缺斤短两电子秤卖水果诈骗钱财。 行政拘留10日。

王晓欧（身份证号：

2203231981****1212）
使用缺斤短两电子秤卖海鲜诈骗钱财。 行政拘留10日。

海口琼山苏小更水果批发店（苏

小更，身份证号：

4600061992****2728）

欺诈消费者。
责令改正，罚款2万元，吊销营业执

照。

中免集团三亚市内免税店有限公

司
未取得道路运输经营许可，擅自从事道路运输经营。 责令改正，罚款2万元。

三亚易佰酒店 未取得道路运输经营许可，擅自从事道路运输经营。 责令改正，罚款3万元。

单培森（身份证号：

4127261987****5839）
未取得道路运输经营许可，擅自从事道路运输经营。 责令改正，罚款5万元。

胡财清（身份证号：

4329241966****0117）
未取得道路运输经营许可，擅自从事道路运输经营。 责令改正，罚款3万元。

张亮亮（身份证号：

2201821985****1913）
未取得道路运输经营许可，擅自从事道路运输经营。 责令改正，罚款3万元

黄章祥（身份证号：

4600041979****421X）
未取得道路运输经营许可，擅自从事道路运输经营。 责令改正，罚款3万元。

胡波（身份证号：

4222011964****0458）
未取得道路运输经营许可，擅自从事道路运输经营。 责令改正，罚款3万元。

刘飞（身份证号：
4208811983****6838）

未取得道路运输经营许可，擅自从事道路运输经营。 责令改正，罚款3万元。

向定飞（身份证号：
4601021980****0018）

未取得道路运输经营许可，擅自从事道路运输经营。 责令改正，罚款3万元。

江灶华（身份证号：
4600041987****6012）

未取得道路运输经营许可，擅自从事道路运输经营。 责令改正，罚款3万元。

冯俊瑜（身份证号：
4600061984****0974）

未取得道路运输经营许可，擅自从事道路运输经营。 责令改正，罚款3万元。

吴旭（身份证号：
4600041978****0034）

未取得道路运输经营许可，擅自从事道路运输经营。 责令改正，罚款3万元。

郑福田（身份证号：
2302081963****0218）

未取得道路运输经营许可，擅自从事道路运输经营。 责令改正，罚款3万元。

黄昌勉（身份证号：
4602001974****0270）

未取得道路运输经营许可，擅自从事道路运输经营。 责令改正，罚款5万元。

谈峰（身份证号：
4227241968****0012）

未取得道路运输经营许可，擅自从事道路运输经营。 责令改正，罚款3万元。

陈俊（身份证号：
4600251972****4212）

未取得道路运输经营许可，擅自从事道路运输经营。 责令改正，罚款3万元。

叶广兰（身份证号：
4600211966****0641
）

未取得道路运输经营许可，擅自从事道路运输经营。 责令改正，罚款3万元。

黄积才（身份证号：
6221021950****1415）

未取得道路运输经营许可，擅自从事道路运输经营。 责令改正，罚款1.5万元。

三亚梦之旅游艇有限公司
擅自从事高危险性体育项目（潜水）经营项目（玉麒
麟06号船）。

责令改正，罚款3万元。

三亚中秦船舶服务有限公司
将“快乐王子2号”游艇行政许可证件非法出租给他
人。

责令改正，罚款3万元。

三亚中秦船舶服务有限公司 进出港口不办理进出港签证（“幸福公主3号”）。 责令改正，罚款3000元。

三亚浩洋大船服务有限公司 未按标准定额配足合格船员（“凤凰之星1号”）。 责令改正，罚款3000元。

三亚梦之旅游艇有限公司 无国籍证书航行（无名红色交通艇）。 责令改正，罚款700元。

盈溪谷周边三家砖厂
被强制停产

本报海口2月16日讯（记者刘贡 通讯员陈
创淼）昨天中午，海口秀英区政府、海口市环监局
联合执法，对富力盈溪谷小区周边的西秀建新砖
厂、海口秀英宏联新型环保砖厂和海口秀英莱兴
节能绿色环保建材厂3家企业采取强制停产措
施，以还周边村民、居民一个良好的生活环境。

2012年3月，秀英区政府、海口市环保局对
西秀建新砖厂、海口秀英宏联新型环保砖厂和海
口秀英莱兴节能绿色环保建材厂三家砖厂未办
理环保审批手续，擅自投入生产的行为依法予以
行政处罚；申请法院强制执行后，于2013年5月
结案。但三家砖厂仍时停时开。2014年11月，
海口市环保局再次对这三家砖厂进行立案查处，
并于2015年1月下达《行政处罚告知书》，责令停
止生产，但三家砖厂拒不执行。2015年2月12日
秀英区政府组织区环保、科工信、公安、城管、国
土、规划、西秀镇政府等部门对三家企业实施强
制停电。

海口秀英点名通报
4名违反纪律人员

本报海口2月16日讯（记者李佳飞 通讯员
王明珠）日前，海口市秀英区纪委在全区开展作
风纪律明察暗访，对无视规定顶风违纪的4名干
部进行点名道姓通报批评，以警示教育广大党员
干部自觉遵守政治纪律，工作纪律，持之以恒纠
风“四风”问题。

通报指出，该区石山镇计生办人员洪瑜于上
班时间浏览淘宝网，违反工作纪律；石山镇社区戒
毒康复工作办公室人员陈泽胜于上班时间上网玩
游戏，违反工作纪律；该区园林局人员蔡品上午上
班迟到半个小时，违反工作纪律；该区卫生保健站
人员符雯雯无故不在岗，违反工作纪律。

通报决定，对以上4名违反工作纪律人员进
行诫勉谈话及在全区范围内通报批评，并要求写
检讨书报区作风办，做到深刻反思，吸取教训，积
极悔改。

百名小画家写生观澜湖
本报海口2月16日讯（记者王黎刚）咖啡色

的万州钟楼、青绿色的格子青石板路、洋红色的
乌油大门、灰色的清水砖墙、绿色墙体的上海王
开照相馆、金黄色的重庆国泰戏院……昨天上
午，近百名海口小画家走进海口观澜湖华谊冯小
刚电影公社开展写生活动，在随行美术家的指导
下，完成了一幅幅美丽的画作，画出他们眼里别
致的电影公社。

组织这次美术写生活动的谢老师表示，带孩
子来这里写生，一方面可以让他们发现生活的美
好；另一方面让他们懂得要敢于做梦，然后大胆
实践，梦想就会成为现实。

据了解，海口观澜湖华谊冯小刚电影公社作
为中国独具特色的电影主题旅游胜地，包括了七
个独立的主题景区：影人星光大道、1942街、南洋
街、老北京街、教堂广场街、贺岁片园林景观区、
大型摄影棚拍摄区。

罗牛山确保
春节肉菜充足供应

本报海口2月16日讯（记者张中宝 通讯员
张梦真）为确保春节期间“菜篮子”产品平价供
应，罗牛山公司旗下的海南罗牛山农业科技有限
公司三江蔬菜基地、马坡洋基地在春节期间将组
织约300吨蔬菜供应市场，并设临时便民销售点
平价投放叶菜，而海南罗牛山食品集团有限公司
肉类分公司则启动春节安全生产、合理销售方
案，确保在春节期间的肉品市场正常供应。

据介绍，罗牛山农业科技有限公司1月初开
始，组织台湾种植专家和保鲜专家制定相应的蔬
菜生产和保鲜实施方案，分派专家及技术人员进
行分类指导，最大限度降低因天气原因造成的影
响和损失。

目前，该公司三江蔬菜基地已可出产菜心、
空心菜、芥蓝、小白菜、包心芥菜、菠菜、茼蒿、春
菜等8个品种，马坡洋基地可出产小白菜、包心芥
菜、黑叶白、青梗等4个品种，两个基地在春节期
间出产约300吨蔬菜。

该公司总经理崔崟说，除了确保充足供应，在
流通环节，则要求工作人员严格执行农产品质量安
全管理规定，坚决履行“无检测不到家”的承诺，加
强现有流通渠道管理，加大投放量。春节期间除持
续加大宅配量，平价店、罗牛山放心连锁店、大型商
超的投放量外，公司还将设临时便民叶菜平价销售
点，多措并举确保春节期间叶菜平价投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