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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爱的游客：
欢迎您来到椰城——海口！愿

您在海南度过一个舒心的春节假
期。在海口如需帮助或有疑惑，请拨
打政府服务热线0898-12345或旅游
服务电话0898-66212301。我们邀
请您一起文明旅游！

预计正月初四——初六（2月22
日——24 日） 为自驾车出岛高峰
期，请关注海南日报、海口旅游网
及广播 FM100、FM95.4 的温馨提
示及公告。为确保交通畅通及您与
家人的安全，建议您避开高峰时段
安排行程，可选择在海口或周边市
县休闲旅游。过海车辆请遵从路面
交警指挥和交通指示，到海口秀英

港或南港（海口南港咨询电话0898—
31683067；秀 英 港 咨 询 电 话 ：
9693666）排队待渡。

据海口气象台天气预报，2 月
18——19日，海口天气持续向好，适
合户外活动，气温19-25℃。市区和
琼州海峡早晚有雾，道路交通及海峡
通航稍受影响，请注意安全驾驶，过
海的朋友请关注港口通航情况安排
行程。2月22-24日，以多云天气为
主，气温逐步上升，最高气温 26-
28℃。

祝您旅途愉快！
海口市旅游发展委员会
海口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

2015年2月16日

致自驾过海游客的一封信

亲爱的旅客朋友：
预计正月初四——初六（2月22——

24日）是自驾车返程出岛高峰期，建议广
大货车司机朋友尽量避开此时段错锋出
岛，并及时关注港口通航信息（海口南港咨
询电话 0898—31683067；秀英港咨询电
话：9693666）。

祝您春节快乐！
海口市旅游发展委员会
海口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

2015年2月16日

致过海货车
司机的
温馨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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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列报道践 行 社 会 主 义 核 心 价 值 观

好好天涯 人人
■ 本报记者 刘笑非

一个从小渔村走出来的毛头小伙
子，和一家经营老爸茶的简单铺面，与
一家集餐饮连锁、大厦物业及家庭农场
为一体的多元化企业之间，有什么联
系？文昌市“琼菜人家”餐饮连锁店董
事长傅红日的答案是：15年的踏踏实
实创业，以及被他奉为信条的诚信。

在文昌市地税局工作人员看来，提
到“诚信”二字，他们总能想到傅红日。
对员工，傅红日从不拖欠工资，内部伙
食，他也能自信地说是业内最好的；对

供货商，傅红日坦诚相待，让文昌大大
小小的供货商都以供货给傅红日自豪；
对纳税，傅红日是15年来从未拖欠过，
10年前就已获得的“诚信纳税户”称号
是最好的褒奖。

“说起纳税，还曾闹过一次乌龙呢！”
傅红日告诉记者，记得有一年，他一如往
日准时将税款打入地税局指定账户，不料
却被工作人员告知他未能按时纳税。“当
时心里‘咯噔’一下，我早就按时缴纳了税
款，怎么会未按时纳税呢？”傅红日笑道，
后来地税局工作人员一查，才发现是系统
闹了乌龙。而工作人员一句评价，却是对

傅红日最大的肯定：“别人未按时纳税有
可能，但傅红日绝对不会！”

除了诚信，傅红日的另一个信条是
责任。无论是汶川地震、文昌2010年
洪水灾害、去年“威马逊”超强台风，还
是龙楼慈善教育基金会、捐资助学等，
傅红日的名字都能在捐资人名册上找
到。“从大排档做到如今的餐饮连锁，我
们有责任也有义务回馈社会，只要力所
能及，我都会去做。”傅红日说。

而荣获过“文昌市十佳杰出青年”
称号的傅红日，还致力于文昌本地餐饮
行业的发展，以及文昌市青年一代企业
精英的凝聚。2012年，“琼菜人家”便加
入海南省酒店与餐饮行业协会、海南省
烹饪协会，目的就是带领团队扩大与同
行的交流，开阔视野，同时促进提升文
昌餐饮行业发展。2014年，傅红日又响
应文昌市工商联总商会的号召，加入文
昌工商联青年委员会，凝聚文昌年轻一
代企业精英，宏扬正能量，为实现中国
梦做贡献。 （本报文城2月16日电）

本报定城2月 16日电（记者赵优
特约记者林先锋 通讯员叶松）今天上
午，定安县定城镇上演感人一幕：一位外
出买年货的老人突发高血压摔倒在地，
满脸鲜血无法动弹，执法路过的交警立
即停车查看，与周边群众一起维护好现
场秩序，并将老人送上救护车，使其得到
及时救治。一双援助之手，在冬日的定
城，传递了一抹暖暖的正能量。

“看到一位老人躺在地上，满脸是血，
我就立即停车上前查看。”据定安县交警大
队副大队长邓伦安介绍，当天上午9时15
分，他开车检查县城交警的工作时，发现和

平北路原县医院门口聚集了不少群众，上
前查看发现，一位老人满脸鲜血倒在地上，
表情非常痛苦，无法动弹，询问之后得知老
人单独外出买年货，突发高血压摔倒在地，
得知老人可以活动后，邓伦安和随后赶到
的两名民警小心翼翼地将老人搀扶起来，
坐在路边等候120救护车。随后赶到的家
属紧紧握住民警的手，连声道谢：“如果不
是你们出手相助，后果不堪设想。”救护车
赶来后，邓伦安与急救人员一起将老人送
往医院进行救治。记者随后从定安县人民
医院了解到，老人为面部擦伤，目前病情稳
定，再继续观察一段时间之后即可出院。

同时，交警部门呼呼广大市民，老人
出行要多加小心，家中如有患病老人，尽
量不要让其单独外出，遇到困难请第一时
间找警察，同时广大群众也要发扬互帮互
助的精神，在别人遇到困难的时候及时伸
出援手，将互帮互助的正能量传递下去。

文昌“琼菜人家”餐饮连锁店董事长傅红日诚信纳税超500万元

十五年创业路，诚信做基石
定安街头上演感人一幕：

老人突发高血压摔倒
警察和路人及时救护

本报三亚2月16日电（记者黄媛
艳）今天，三亚市政府常务会通过《三
亚市海鲜排档经营监督管理办法》（下
称《办法》），推行海鲜排档星级管理制
度，鼓励建设200平方米以上的海鲜
排档，电子点菜系统、价格电子显示屏
和POS机收银系统、安保监控视频等
成为星级海鲜排档的准入条件之一。

根据《办法》，三亚出台《三亚市海
鲜排档星级划分及评定标准》，涵盖主

体资格、投资经营规模、经营场地、食
品安全、安全管理、服务质量、守法诚
信等内容。纳入星级管理的海鲜排档
经营面积需达到200平方米以上，在
海鲜池、过秤处、厨房、大厅等安装高
清监控设备，确保电子点菜系统、价格
电子显示屏和POS机收银系统正常
运行，使用规范的四联点菜结算单，3
年内经营场所承租方无严重违法违规
处罚记录，不存在商业贿赂、以次充

好、虚假宣传等违法违规经营行为。
海鲜排档星级评定委员会将对星

级海鲜排档实行差异化动态监管，采
用半年评分考核，一年授牌，两年复
核，星级由3级至5级不等。

为充分调动经营者建设高品质的
海鲜排档，三亚将对不同级别的海鲜
排档采取相应的扶持、指导和奖惩措
施。对评定为5星的海鲜排档，三亚
市政府将通过三亚市旅游市场主体信

用信息公示平台及各种媒体进行宣传
推荐，三亚市工商局将给予重点指导
商标注册、创品牌、评优评先等优先服
务，三亚市物价部门将给予其不列入
平均差价率管理目录，其海鲜品价格
实行市场调节价的优惠服务；三亚市
财政部门将对星级较高的海鲜排档实
行奖励。

三亚相关职能部门已制定明确的
监管、整治方向，依据各自职责出台涉

及海鲜排档监管的措施。如三亚市质
监局将每年对海鲜排档计量器具进行
一次定期检定，定期或不定期核查；三
亚市交通、公安等部门出台对出租车、
非法营运车辆司机拉客到海鲜排档消
费索取回扣行为的惩罚措施。对严重
违法违规行为被吊销营业执照的海鲜
排档股东及其负责人，将被列入“黑名
单”，3年内不得担任同行业及其他经
营单位的法定代表人。

本报三亚2月16日电（见习记
者孙婧）“黄色旗子表示下海危险，我
们每天都会根据观测的海面情况，更
换不同颜色的旗子提示游客。”今天，
三亚大东海海滩的五个救生岗亭挂上

了黄色的旗子，每个岗亭配备的四个
专业救生员正在管辖泳区内巡逻。有
关部门提醒游客，下海前要仔细阅读
海滩警示牌，听从海边工作者疏导，提
高自身安全意识。

临近春节，三亚的最低气温基本
保持在20℃以上，各大海滩的游客、
泳者也明显增多，为保证下海安全，减
少溺水事故的发生，三亚各海滩管理
处加大了救援力量。大东海保安部经
理林军介绍，在大东海18个入口处都
树立了警示牌，告知海边游泳的注意
事项。

记者看到，警示牌用中、英、俄、
日、韩五种文字提示游客，救生员的上
班时间是早上8时至下午6时30分，
并说明救生岗的旗子：红色旗子表示
禁止下海，黄色表示下海危险，绿色表
示安全。

此外，大东海海面用浮标划分了
5个80米×80米的方形泳区，并配备
救生员队伍。泳区之外的海底则碎石
暗礁、暗流较多，风浪较大。“我们发动
公司各个保安力量随时关注海面情
况，重点关注老幼以及单独行动人士，
希望游客尽量在划定的泳区内活动。”
林军表示。

“游泳溺水是历年来海上搜救方
面发生数量最多的险情，2014年辖区
海域共发生溺水16起，占全部险情的
35.5%，死亡失踪17人，占全年死亡
失踪人数的89.5%。”三亚海上搜救分
中心有关人员告诉记者，由于三亚适
合游泳的海岸线较长，但海滩条件复
杂多变，而游客大都不熟悉海况，容易
发生溺水，且溺水的有效救助时间极
为短暂，主要以现场救助力量为主。

因此该中心表示，将加强预防工
作，督促沿岸旅游景区、酒店加大投
入，如设置固定泳区，配备专职救生员
等，负责好各自经营区域的预防及救
生工作，减少险情发生。

三亚海鲜排档设星级了
5星海鲜排档可享受市场调节价优惠服务

红旗表示禁止下海，黄旗表示下海危险，绿旗表示安全

三亚春节下海游泳要看旗
本报海口2月16日讯（记者周月

光 见习记者王培琳 通讯员王英超）
今年春节是海南省工商局迎来商事
制度改革后转变新的市场监管模式
的一次“大考”，面对可以预见的消费
密集、交易量大，消费投诉和交易纠
纷增加的监管难题。为保障广大消
费者和游客度过一个祥和的春节，海
南工商采取多举措强化市场监管。

今年春节期间海南工商大力依
托科技手段，充分利用现有的“企业
信用信息公示平台”、“流通领域商品
交易网络监管平台”和“数字化媒体
广告监测系统”，及时发现，查处非法
经营、欺客宰客行为。对违法经营
者，将其行政处罚信息通过“企业信
用信息公示平台”第一时间向社会公
示，消费者可在海南省工商局官网查
询到企业相关信息，合理做出消费选
择。工商部门对被列入“经营异常名

录”或“黑名单”的企业依法予以限制
或者禁入，着力打造“一处违法，处处
受限”的监管格局。

对社会关注的旅游市场欺客宰
客行为继续保持高压打击态势，海鲜
排档欺客宰客一旦查实，坚决依法吊
销营业执照，并将该店股东及负责人
列入黑名单，即上述人员三年内不得
担任同行业经营单位的法定代表人
（负责人）或股东，该场所将不得再作
为餐饮行业的经营场所使用。

针对海口、三亚、琼海、万宁、文
昌等辖区内旅游景点较多的市县，工
商人员严厉查处导游吃回扣、商家销
售假冒伪劣旅游商品、强拉强卖、发
布虚假违法旅游服务广告等旅游者
反映强烈的违规违法行为。对不正
当促销行为和虚假宣传等节日高发
不正当竞争行为进行重点监督和查
处。

本报海口2月16日讯（记者梁振
君 见习记者王玉洁 通讯员王刚）为使
公众过一个快乐、平安、祥和的春节，防
止食物中毒事件发生，省食安办近日发
布2015年第3号食品安全消费提示。

消费提示称，消费者切忌食用霉
变的甘蔗、发芽的土豆、霉变大米和玉
米等食物，在食用鲜黄花菜前，建议将
其在开水中焯一下，然后用清水充分
浸泡、冲洗，使秋水仙碱最大限度地溶
于水中，再行烹调，可保安全食用；在
尚未成熟的西红柿中，“番茄碱”含量

较高。如果一次吃较多的未成熟西红
柿，就会出现头昏、恶心呕吐、流涎等
中毒症状，重者可能危及生命。因此，
要选熟番茄食用；此外，生的油豆角含
有红细胞凝集素和皂甙毒素，如果烹
调时加热不彻底，毒性成分未被破坏，
人食用后则可引起中毒，公众尤其是
食堂要煮熟煮透后再食用。

若发现食品生产经营单位采购、加
工和销售河豚鱼、铜铸蟹、蟾蜍、织纹螺
等有毒有害物，应当及时向12331或当
地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举报。

防止食物中毒事件发生

省食安办发布消费提示

三亚大东海竖立了游客警示牌。见习记者 孙婧 摄

保亭多部门联合
检查景区安全

本报讯（记者易建阳 通讯员曹传佳 蔡庆
才）近日，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旅游、公安、质监、
消防等部门工作人员来到槟榔谷、呀诺达等景
区，对景区备战春节黄金周工作进行检查、指导。

相关职能部门工作人员对景区的食品卫生、
消防设备、旅游安全、旅游价格、监控设备等各种
设备设施及安全生产和工作情况进行了全面细
致的联合检查。联合检查组要求，越到节日景区
越不能松懈，务必要本着对游客生命财产安全高
度负责的态度，采取有效措施，层层落实责任，确
保职责明晰、任务明确、责任到人。

三亚临时查封
3家旅游购物点
自行停业9家

本报讯（记者黄媛艳）近日，三亚多部门组成
的联合执法组，对三亚海螺姑娘旅游创意文化园
区、三亚田独竹博缘日用品超市及三亚雅钰珍珠
经营部进行排查。至此，联合执法组全面完成对
该市22家旅游购物点的排查工作。

2月12日，三亚工商、旅游、公安、消防、国
税、地税、综合执法、质监、物价、交通和吉阳区等
部门的执法人员到三亚海螺姑娘旅游创意文化
园区进行突击检查时，发现该公司售卖玳瑁等珍
稀水生野生动物制品。因其涉嫌擅自销售国家
水生野生保护动物制品，工商部门责令其立即整
改，并立案调查，对该批玳瑁制品先行登记保
存。该购物商场表示，立即自行停业整顿。

自2月7日以来，三亚多部门组成的联合执
法组针对全市22家旅游购物点逐一排查。执法
部门临时查封旅游购物点3家，自行停业旅游购
物点9家，查封涉嫌诱导消费包厢64间。其中，
涉嫌商业贿赂购物点8家，涉嫌商业贿赂的犯罪
线索移交公安机关立案查处。

昌江54家文化场所
经营许可证被注销

本报讯（记者黄能 通讯员陈诗芳）近日，昌
江黎族自治县文体局完成2014年度全县文化市
场经营许可证年检换证工作，该县54家文化场所
被依法注销经营许可证。

据了解，此次年检符合要求通过的经营单位
有49家，准予换发经营许可证，被要求整改重新
申报的有6家。不按要求参加年检及达不到年检
换证要求的13家网吧、4家歌舞娱乐场所、27家
电子娱乐场所、10家出版物经营场所，共54家文
化场所，被昌江文体局依法注销经营许可证，并
报知该县工商、公安等部门做进一步处理。

万宁18家旅游企业
春节前完成整改

本报万城2月16日电（记者蔡倩 特约记者
陈循静 通讯员黄良策）为让游客在万宁度过一
个愉快的春节，自2月4日起，该市组织市旅游局
等多部门，对50多家旅游接待企业的安全生产、
环境卫生、设施设备、服务质量、氛围营造、规范
经营等方面进行联合检查，要求旅游企业经营者
和从业人员切实增强安全生产、优质服务意识，
并对存在问题的18家旅游接待企业分别发出整
改通知书，限期在春节前整改完成。

监管春节市场

海南工商出狠招

定安法院执行一宗
拖欠农民工工资案件

本报定城2月16日电（记者赵优 通讯员冯
淑雨）春节在即，工资拖欠问题令人关注，近日，
定安县人民法院执行和解一宗拖欠农民工工资
案件，原告当场获付4万元工程款，开心表示可以
安心过年了。

2014年3月20日原告吴某与被告潘某进行
工程结算，被告潘某拖欠原告吴某工程款101885
元。经原告多次追索，被告向原告支付2万元的
工程款，尚欠81885元工程款。因被告未按时还
款，原告向法院起诉，定安县人民法院一审判决
被告潘某向原告吴某还清工程款人民币81885元
及其利息。经执行法官多次召集双方当事人协
商达成和解，被告潘某当场给付原告吴某4万元，
余款约定在2015年3月31日前给付完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