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丝路印记

■ 本报特派记者 张杰 彭青林 袁锋

“来！试试侬店里的‘歌碧欧’和咖椰包罗，比
起海南的味道怎么样？”7月29日下午，“老爸茶”
店里的几位七旬老人，围坐一桌，每人面前一杯被
他们称为“歌碧欧”的咖啡，和一碟蘸着椰丝椰蓉
的甜面包。他们或讲文昌话或讲琼海话，你一句
我一句，聊着关于海南的事情。

这些喝“老爸茶”的老人，得知我们是海南日
报来采访的记者，非常热情。其中一位有着儒雅
气质的老人，招呼我们落座。他是这家店的店主，
新加坡海南会馆第三副会长陈泽平，多年来致力
于海南文化研究和传统教育。

陈泽平告诉我们，1841年，海南人来到新加
坡，在这个英国殖民时代，很多海南人在英国人的
家庭、军港、商贸中从事着餐饮服务。这些前辈勤
学苦干，他们开起咖啡店，卖咖啡、冷饮、糕点和面
包。过去，祖辈父辈用海南人的智慧和勤劳，将海
南的咖啡和糕点做出名气。如今，子辈孙辈用新
知识新才华，将咖啡、糕点打造成了名牌。

喝过“老爸茶”，我们走上“海南街”，去了解更
多的新加坡的“海南生活”。

海南街在新加坡颇有名气，它分为海南一街、
海南二街和海南三街。3条平行横街，街面并不
大、楼房也不高，至今已有100余年历史，仍颇显
繁华。凡居住在新加坡的海南人，或到新加坡探
亲旅游的海南人，往往会选择来这里参观。这里，
是新加坡开埠以来海南人集结繁衍之地，百余年
来，海南人在这里聚集，也在这里发展。

据不完全统计，在新加坡，约有20万海南乡
亲，他们中既有像前新加坡国家发展部著名规划
师许宇鑫博士一样的高端人才，也有将连锁饭店
从新加坡开到日本、菲律宾、韩国的威南记海南鸡
饭店创始人黄循澳一样的企业家……

走在海南街上，你不仅会被新加坡海南协会、
琼崖潘氏社、海南鸡饭店这样的“海南字眼”所吸
引，你还会从人们的英语、华语、海南话几种语言
切换自如的交流方式中，从大家话题里聊着的海
南人故事中，感受着浓浓的“海南味道”。

当你行走于牛车水骑楼区，会让你想起远在
海那边的海口，犹如看到得胜沙路上的海口骑楼；
在闹市区超市买特产，你会看到熟悉的“春光椰子
糖”；到圣淘沙的海底世界，门口两尊海南琼剧的
旦角造型让你不由想起琼剧《下南洋》……

在新加坡这个国际化大都市，“海南生活”是
很独特的一道风景线。这种“海南生活”中，流露
着海南与新加坡源远流长的文化交流与血脉联
系。 （本报新加坡8月1日电）

本报海口8月1日讯（记者张中宝）继友谊、
金花、名门、世贸4家连锁分店连续开业后，今天
上午，佩洛西时尚烘焙餐厅国贸新城店、国贸帝国
店、海德店3店同时开业，短短一年多时间内佩洛
西时尚烘焙餐厅已在海口迅速扩张至7家分店。

不仅如此，随着消费需求的提升，近两年来，
海口琳琅、欣奇、嘉艺坊等本土烘焙品牌也在谋求
扩张，争抢市场“大蛋糕”，引起消费者和业内人士
的关注。

在外地工作了3年的陈静最近刚回到海口，
就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以前想吃个面包，还得
跑老远的地方，现在出了家门抬腿就有三五家。”

据介绍，海口本土烘焙品牌已有10多家，不
少品牌谋求通过扩张不断抢占市场，从在繁华商
圈建直营店，再到发展连锁店，开店速度也越来越
快。不过有业内人士也表示，虽然烘焙行业门槛
较低，但想要做大、做规范还是不容易，目前海口
烘焙市场同质化现象比较严重。为了避免同质化
竞争，许多商家正在寻求出路，佩洛西就是这样。

“佩洛西在此时选择迅速扩张，是基于海口消
费能力和层次的提高，我们制作的烘焙食品，主打

‘健康时尚’特色，天然无污染无添加的原生态，以
简单的均衡营养健康烘焙美食为出发点，为顾客
提供更好的消费体验。”佩洛西（海南）食品科技有
限公司有关负责人说。

本报海口8月1日讯（记者陈怡
通讯员邢斌）今天，海南地税在全省范
围正式启动金税三期系统，并于当天
上午召开视频会议进行全省动员。

金税三期工程属于国家级信息
系统工程，是全国税收信息系统全
面提升大数据化的一个重要阶段。
金税三期工程的推进，将统一全国
国税、地税征管系统的不同版本，统
一征管数据标准口径，统一规范纳
税服务系统，实现全国征管数据应
用大集中。

省地税局相关负责人表示，省地
税局专门成立了金税三期项目推广应
用工作组，在短短4个月时间内，完成
了大量的前期准备工作。为了确保金
税三期系统的正常运行，不影响纳税
人的日常办税业务，省地税局从8月1
日起施行税费征管系统与金税三期系
统双轨运行，10月1日将转入金税三
期系统单轨运行。

本报海口8月1日讯（记者李佳飞
实习生冯定辉 陈诗雨 通讯员张云）针
对媒体曝光海口市秀英区琼海大道公路
路基成采砂点一事，海口市委高度重视，
海口市、区两级纪检监察机关迅速成立
联合调查组，对投诉人所反映的金沙湾
片区非法采砂、受理举报推诿、反馈信息
不及时等相关问题进行调查。

调查发现，今年5月，秀英区成立了
金沙湾片区打击非法采砂行动专项整治
工作领导小组，并下设驻点打击组和案
件查处组。海口市国土局秀英分局副局
长陈彦霖作为分管领导，兼任金沙湾片
区打击非法采砂行动专项整治工作领导
小组常务副组长、办公室主任，不认真落
实《2015年驻守金沙湾片区打击违法采
砂专项行动工作方案》要求，未明确具体
巡控“四至”范围，平时疏于监督检查，造
成驻点巡查范围存在盲区，应负主要领

导责任。秀英区金沙湾片区整治违法采
砂驻点打击组组长钟廷文，对负责巡控
的金沙湾片区“四至”范围不清，认为群
众举报的非法采砂点不属于其巡查范
围，以致未能及时发现非法采砂行为，应
负直接责任。

此外，调查记者在向相关单位电话
举报博南湾派出所附近有非法采砂点
时，相关部门在受理过程中存在推诿、反
馈信息不及时等问题。对此，海口市国

土执法局副局长兼执法监督科科长王国
恩、市政府服务中心分管“12345”热线工
作的副调研员张贤海负主要领导责任，
国土局秀英分局执法大队协管员吴岳
森、市政务服务中心热线处科员刘胜丽
和聘用人员兰志新等3名相关人员负直
接责任。

根据调查结果，7月31日，海口市政
府下发通报，对金沙湾片区非法采砂等
问题所涉及的7名责任人员进行问责。

本报海口8月1日讯（记者李佳飞
实习生冯定辉 陈诗雨）省委常委、海口
市委书记孙新阳对南国都市报所做的
《公路路基成采砂点》报道作出有关批示
后，海口市水务局立即行动，7月30日，
组织水政监察支队等单位开展了一次打
击南渡江非法采砂的“利剑行动”。

这次行动采取“巡查、蹲守、包抄、追
击、堵截”等手段，打出“组合拳”，在秀英
区政府、龙华区水务局、东山镇派出所等
部门的配合下，成功查扣秀英区苍源砂
场、龙华区卜通砂场现场作业的装载机
各1台，驱离运砂车10辆，向当地派出
所移交涉案司机2名。

本报新加坡8月1日电（特派记者
彭青林 袁锋 张杰）7月31日，在新加
坡规模最大、最具影响力的旅游展会之
一NATAS（新加坡全国旅行社协会）国
际旅游展上，海南积极参加了由中国国
家旅游局组织的中国展台的宣传推介，
此外，海南联合多家新加坡当地参展旅
行商，在展会上直接销售海南旅游产品，
多管齐下推介海南旅游。

在此之前的7月30日下午，三亚市
旅游委率三亚部分景区、酒店，在新加坡
举行“美丽三亚 浪漫天涯旅游推广业务
洽谈会”，邀请40多家新加坡当地旅游
机构和企业的负责人参加，共谋在新加

坡推介三亚旅游产品。
连日来，我省有关旅游部门、企业联

合驻新加坡机构及当地企业在狮城开展
了多种形式的旅游推介活动。

“根据我们的调查评估，海南在拓
展东南亚旅游方面有自己的独特优
势，对东南亚市场有一定的吸引力，近
年来随着海南在新宣传推介力度的加
大，新加坡居民大部分知道海南，对海
南的认知度较高。”中国国家旅游局驻
新加坡办事处主任刘晓惠表示，希望
海南加大旅游产品创新力度，加强宣
传推介，逐步把较好的知名度转化为
潜在的客户群。

新加坡的“海南生活”

我省在新加坡多管齐下推介旅游

海南在狮城认知度不断提高

海口烘焙店扩张
争抢市场“大蛋糕”

海南地税金税三期
系统今起上线运行

“组合拳”挥向
南渡江非法采砂

媒体曝光“公路路基成采砂点”，海口启动调查问责

7名相关责任人被问责

呵护我们的 带带海海岸岸 ●聚焦全省海岸带专项检查

本报三亚8月1日电（记者孙婧）
7 月 29 日上午，三亚全市对 40多个
违建项目启动拆除程序。据悉，这些
违建是省海岸带保护与开发专项检
查组在海岸线 200 米范围内检查发
现的项目。目前，检查组在三亚已查
出沿岸企业开发中存在的 10 大类
102 个问题。三亚市相关负责人表
示，将对照检查组提出的问题按要求
逐个落实整改。

7月 29日上午，三亚市天涯区政
府、区城市管理局执法人员，对三亚湾
路海坡村南门的悦海渔家海鲜排档、椰
梦忆服饰店、滨海小店等10家混合结
构违建进行拆除，建筑面积共计2482

平方米。据悉，这些建筑皆无报建手
续，且处于海岸线200米范围以内。

当天，三亚海棠区、涯州区也开始
对30余幢海边违建进行拆除，共计1
万多平方米。目前，共计拆除海边违建
1.2万余平方米。

“经过几天的检查，总体感觉三亚
和陵水的沿岸企业环保意识较强，大企
业在投资开发中能够按照立项、环评、
土地、林业、规划、施工报建等程序和要
求来做，手续基本齐全，海岸保护总体
在可控水平。”在与三亚市政府及相关
部门主要负责人座谈会上，第三检查组
组长、省住房城乡建设厅副厅长陈孝京
表示，在检查组核查的200宗项目中，

也存在着海岸线违建、破坏海防林、污
水直排、违法用海及土地闲置等10类
102个问题。对此，检查组已陆续向三
亚市政府下发17个督查通知，要求政
府对照核查、整改、拆除。

值得一提的是，检查组还发现一些
需要进一步商讨的问题，如三亚和陵水
普遍存在的岸线划定问题，将河道、内
湖、瀉湖、浅滩等区域划定为海岸线部
分，此举不利于该区域的开发利用，也
增加了海岸带的保护难度。

此外，检查组通过实地排查发现，
一些滨海旅游项目普遍需要在海岸带
200米范围内建设道路、泳池、海鲜馆、
小型休闲吧、遮阳亭、观海台等配套设

施，以便为在海边玩耍的游客提供服
务，较突出的例子是三亚湾一带的酒店
附属沙滩吧。

“由于政府对海岸带，特别是对最
高海潮位线200米范围海岸防护林带
的使用规定很严格，项目业主未办理审
批手续就擅自占用建设，是违反相关法
律法规的。”陈孝京建议，要解决这一问
题，可由政府统一规划布局、设定使用
条件，引导酒店按规划申请合理利用海
岸带，兼顾滨海旅游开发和保护海岸带
生态环境两个方面。

听取检查组工作成果后，三亚市
副市长陈小亚表示，三亚将此次检查
视作教育和帮助，对照检查组提出的

问题逐个按要求落实整改，但同时也
要考虑历史遗留问题和重大项目的用
地需求。

“海南建省27年来，海岸带的开
发利用对全省经济建设发展贡献极
大，但随着国际旅游岛建设，游客越
来越多，而海岸带的承载能力有限，
如今有些地方的海岸带，由于保护不
当和过度使用，濒临损毁退化的危
险，所以海岸线开发和保护是一个功
在当代，利在千秋的事。”省国土资源
厅厅长陈健春认为，检查组的工作进
入中期阶段，主要是摸清现状，找准
问题，下一步就要实施整改、探索建
立长效管理机制。

■ 本报特派记者 袁锋 张杰 彭青林

走过160年光荣与梦想的新加坡海
南会馆，已成为新加坡的海南籍乡亲共同
的精神家园和情感归属。新加坡海南会
馆会长潘家海先生虽不曾生长于海南，却
以不输第一代移民的桑梓之情、拳拳之心
常年为海南事务奔走着，成为在新海南籍
乡亲与海南血浓于水的深情写照。

南居北望念珠崖

“小时候，父母问我，家在哪里？正确
答案只能是海南文昌公坡镇金山口村。”
一个小小的故事，折射出作为第一代移民
的潘家海父母对海南故土感情之深。

虽然36岁之前都没有到过海南，但
潘家海讲得一口流利的文昌话，现在每
年要到海南六七次之多。海南日报记者
在新加坡采访的几天里，潘先生十分热
心地提供帮助，令人感动。“海南家乡的
事，就是我的事。”潘先生这句简单的话
语道出了新加坡乡亲对海南事务如此用

心的情感动机。
的确，几天来遇到的海南乡亲，不论

是开海南鸡饭店的老移民、移民第二代，
还是专注城市规划设计的专家顾问，又或
是海南社团的有关负责人，看到家乡来
人，谈起家乡变迁，洋溢着对家乡的拳拳
深情，对海南发展的殷切期望。悬挂于海
南会馆里的一副楹联“海籍南征家狮岛，
南居北望念珠崖”是他们真实的心声。

凝聚乡情报桑梓

华人占了新加坡总人口的近四分之
三，大多数源自福建、广东和海南等地。
目前在新琼籍华人华侨达 24万人之
多。遥想当年，无数先辈远走他乡，在新
加坡落地生根，勤劳善良的海南乡亲，靠
着精诚团结，筚路蓝缕，建立起自己的家
园。一代一代海南乡亲秉承发扬海南优
良传统，在商业、金融、文化等诸多领域，
创造出奇迹。

“多年来，新加坡海南会馆等一批海
南社团，不遗余力地谋求海南族群的福利，
发扬海南传统文化，凝聚乡情，回报桑梓，

做了不少加强两地交流联系、造福故乡海
南的好事实事。”潘家海自豪地告诉记者，
以往在海南遭受风灾水灾的危急时刻，新
加坡海南乡亲总会毫不吝惜地伸出援手。

为了慰藉老移民的思乡之情、增强
年轻一代对故乡海南的感情，新加坡海
南会馆一直在定期举办两地琼剧团体互
访演出、两地书画家作品展览及海南传
统食品做法培训等活动，而近年来影响
较大的公益活动便是会馆与海南省侨联
等单位组织的海南唇腭裂患者义诊团。
6年来，海南唇腭裂患者义诊团每年都
组织新加坡中央医院和唇腭裂治疗机构
知名医护专家，为海南的贫困患者实施
唇腭裂手术，目前已有约150名患者得
到免费治疗，“这项名为‘海南微笑’的公
益行动，还将继续为海南的贫困患者送
来微笑。”潘家海动情地说。

献策海南寄心意

海南岛与新加坡都处于“海上丝绸之
路”的重要位置，21世纪海上丝路战略的
发布，为两地经济合作提供了难得的机

遇。潘家海认为，海南将适合自己的产业
发展路径一以贯之，才有希望吸引到相
应的人才、资本、技术等资源，实现产业
的壮大。同时，还要注意给投资者足够
的发展空间，保护好他们的合理收益，这
样才能给其他潜在投资者以信心，继而
跟进对海南的投资。

“投资者到了海口一下飞机，有时没
有廊桥，必须坐摆渡车，这样就很影响对
海南投资环境的第一印象。”潘家海举例
想说明投资环境涉及到方方面面的细
节。他认为，执行力既是海南与新加坡存
在的一个差距，也是解决海南许多发展问
题的一把钥匙。

借着21世纪海上丝路带来的发展
空间和潜力，海南会馆将加大与中国特
别是与海南的经济联系，建立属于海南
族群的商联会，架起一条经济的桥梁，

“利用新加坡海南籍人士的人脉、资源、
资金等多方面优势，与提升国内产业结
构、技术水平结合起来，进一步深化经济
技术合作，实现优势互补，互利共赢。”潘
家海对这项重大战略的前景充满期待。

（本报新加坡8月1日电）

对照检查组建议要求逐个落实整改

三亚拆除1.2万平方米海边违建

新加坡海南会馆会长潘家海：

血浓于水 桑梓情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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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海口8月1日讯（记者李关平 特约记者
陈世清 通讯员林馨）海秀东路、龙昆北路等路段
电动自行车过街不方便怎么办？近日，针对市民
反映的这个问题，海口市公安局交警支队立即调
查研究，积极组织相关单位周密筹划，加班加点，
连夜施工，以进一步完善非机动车过街设施。

目前，经过紧急施工，东湖三角池转盘、海秀
东路彩虹天桥、义龙西路桥3处非机动车过街信
号灯系统已基本建成，并分别于7月31日和8月
1日开始试运行测试。根据测试效果，海口公安
交警部门定于8月3日正式开通这3处非机动车
过街信号灯设施，届时海秀东路、龙昆北路等路段
的非机动车过街可按非机动车信号灯指示通行。

据介绍，这是海口市公安局交警支队根据海
口市委、市政府的统一部署，为更好开展“八不准”
电动自行车整治工作，解决海秀东路、龙昆北路等
路段电动自行车横穿马路的险象，满足非机动车
驾驶者的过街需求，进一步完善过街设施的举措。

椰城3处过街信号灯
明天正式开通

地点分别在：东湖三角池转盘、
彩虹天桥、义龙西路桥

海口市政府服务中心副调研员张贤海被通报批评

金沙湾片区整治违法采砂驻点打击组组长钟廷文被解聘

海口市国土局秀英分局副局长陈彦霖被停职检查

海口市国土执法局副局长兼执法监督科科长王国恩被通报批评

海口市国土秀英分局执法大队协管员吴岳森被解聘

海口市政府服务中心热线处科员刘胜丽、聘用人员兰志新被通报批评

潘家海先生接受海南日报记者采访，
畅谈家乡建设。 本报特派记者 张杰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