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海口龙华区

确保“两节”
菜篮子供应稳定

本报海口12月16日讯（记者郭萃 特约记
者刘伟）海南日报记者12月16日从海口市龙华
区农业农村局获悉，为确保“两节”菜篮子供应稳
定，龙华区辖区各蔬菜种植基地目前已种植冬季
瓜菜3.5万余亩、叶菜1.5万余亩。“两节”期间，每
天叶菜类可以供应海口市场100吨以上。

“目前，苍东蔬菜基地叶菜种植面积约650
亩，每天产量15吨左右，直接批发到海口各个农
贸市场，产量较往年同期高产，加上其他乡镇的蔬
菜基地供应，元旦和春节期间蔬菜供应不成问
题。”12月16日，龙华区苍东村苍东蔬菜基地负
责人、菜农黎锦强说。

据了解，今年冬季瓜菜种植期间，龙华区辖区
内冬季瓜菜部分运往外省销售，叶菜以供应本地
为主。“按照目前的种植面积和产量初步计算，‘两
节’期间龙华区辖区冬季瓜菜总产量将达到7万
吨以上，叶菜总产量将达到1.8万吨，目前平均每
天叶菜类可以供应海口市场100吨以上。”龙华区
农业农村局负责人介绍。

据悉，为确保龙华区菜篮子供应稳定，龙华区
提前委托专业育苗机构培育了超过1000万株的
优质健壮蔬菜瓜果种苗，确保菜农有优质幼苗，从
种苗上为蔬菜生产提供质量保障。此外，针对海
口市民冬季和“两节”期间爱吃甜菜、水芹、蒜苗、
香菜等蔬菜的特点，龙华区专门引导部分菜农加
大“两节”期间常用蔬菜的种植力度，满足市场供
应，帮助菜农增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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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李艳玫

“海天盛筵——2019第十届中
国游艇、航空及时尚生活方式展”于
12月16日在三亚市落下帷幕。始办
于2010年的海天盛筵，如今连续举
办10年，已成为三亚极具影响力的
会展品牌和城市名片。

今年，海天盛筵通过独特新颖
的展示形式以及丰富多彩的活动实
现了品牌升级，并为国内外展商提
供了交流合作的平台。通过结合当
下游艇旅游产业大众化、平民化的
发展趋势打造精品二手游艇展区，
并将往年只针对特邀嘉宾开放的活
动面向社会公众，营造出全民狂欢
的氛围。

在短短4天时间里，海天盛筵共
计迎来120余家展商及品牌亮相，50
多家国内外媒体参与现场报道，期
间，杰鹏110尺超级游艇以1800万
元成交，阿莫迪罗越野房车在开幕当
天就收到意向订单，此外，慈善活动
还筹集到善款81.6万元。

大牌云集
打造“海陆空”盛筵

“46米长的超级游艇就像一栋停
留在海面上的别墅，壮观气派！”12月
14日，三亚市民张婷与家人参观海天
盛筵展区，首次公开亮相的锦龙超级
游艇令她印象深刻。

作为汇聚全球游艇品牌的生活
方式展，海天盛筵的豪华游艇舰队向
来最吸引公众关注。今年，水上展区
亮相的游艇包括了法拉帝、博纳多、
蒙特利、塞莎、卡帝尔等国外知名游
艇品牌，以及锦龙、杰鹏、青岛昊运、
亚光科技等国内新锐品牌。

在陆地展区，5款改装后的诺马
迪森系列明星豪华越野房车也让观
众眼前一亮，由劳斯莱斯、宾利、法
拉利、保时捷等知名品牌组成的“超
跑舰队”更令人应接不暇。四川翔
云通用航空还带来了贝尔407GXP
直升机，加之亚龙通航带来的罗宾
逊R44直升机，让航空展区赚足了

观众眼球。
回望创办之初，海天盛筵的初

衷是以游艇生活方式为载体，通过
会展效应拉动国内游艇产业发展。
如今，“10岁”的海天盛筵已打造成
集游艇、高级轿跑车、直升机、精品
珠宝、艺术品等于一体的时尚展会，
被誉为“亚洲最具影响力的海洋生
活方式展”。

面向公众
引领“海陆空”时尚

动感十足的音乐、活力四射的
舞蹈、惊险刺激的海上表演……12
月 13 日至 15 日三亚夜晚，海天盛
筵“夜间嘉年华”让公众在璀璨夜色
中感受着滨海休闲生活方式的魅
力。今年，海天盛筵将“展商之夜”
活动首次对公众开放，并首次推出

“帆船奇妙夜”海上船吧音乐活动，
二者共同组成了丰富多彩的“夜间
嘉年华”。

大众化，是游艇产业发展的趋势

之一。今年的海天盛筵，在展会外还
精心策划了多场精彩纷呈的活动，其
中就包括‘夜间嘉年华’，通过‘白＋
黑’的模式，让公众全方位感受滨海
休闲生活方式的魅力。据介绍，4天
时间中，海天盛筵吸引了众多来自全
国各地的时尚生活方式爱好者欢聚
三亚。

今年，海天盛筵还牵手阿里巴巴
闲鱼平台，首次开通线上直播逛展模
式，让更多人感受海天盛筵魅力，体
验滨海生活方式。据介绍，今年三亚
鸿洲游艇码头出海人次有望突破70
万人次，丰富的游艇帆船出海游产品
和水上项目正成为三亚旅游消费新
热点。

如今，随着“帆船奇妙夜”海上
船吧音乐活动的打造，是海天盛筵
游艇旅游产业转型升级的一步尝
试，未来此类活动将不定期举行，通
过码头夜景、演艺活动等方式刺激
游客夜间消费，推动三亚夜间经济
发展。

（本报三亚12月16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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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业服务企业监管难，归根结底
是目前我省及海口市物业监管法规不
完善。”广东深天成（文昌）律师事务所
律师许春珍说，从近两年来代理的多
个业委会与前期物业公司诉讼案件能
看出，顶层法律制度建设不健全，导致
物业监管成了棘手难题。

“前期物业公司由开发商引进，合
同条款制定有利于开发商，但购买服务
的却是小区业主。”许春珍笑称，某种程

度上说，前期物业入驻小区，“抢夺”了
购买服务方的选择权，导致前期物业在
退场过程中容易引发“耍赖”行为。

此外，我省及海口现行有关监督
物业服务的法律条款中，对物业公司
约束性普遍不强，而对业主成立业委
会要求却极其苛刻，这也导致业委会
成立难。“且现行的法律条款和相关政
策，并未厘清相关监管部门责任，导致
相关处罚主体责任不明确，进而形成

部分物业监管空白地带。”许春珍认
为，相关法律条文未厘清业委会权责
关系，极易导致业委会在开展具体业
务工作时要么无法可依、要么费尽周
折，极不利于业委会的正常运转。

“制定完善的监管法律条例，明确
相关监管部门的职责，同时采取措施
让业委会易于成立并有效运转，真正
让物业监管工作落到实处。”肖江涛建
议，物业服务主管部门首先要从顶层

法律制定及制度建设着手，完善目前
物业服务监管法律，堵上目前监管制
度存在的漏洞，建立起长效物业监管
制度。此外可以通过购买第三方服务
的方式指导业委会成立和运行。

“唯有从完善制度、明确监管、保障
业委会良性运转三方面发力，才能让海
口各个小区物业服务质量提升，让业主
住得舒心、住得放心。”肖江涛说。

（本报海口12月16日讯）

法规不完善、监管不明晰、运转不顺畅

小区业委会怎么迈过“三道坎”？

■ 本报记者 张期望

物业公司服务质量，直接
影响小区居民的居住质量，甚
至幸福感的提升。但如何让物
业公司做好服务并接受监管，
海口和国内其他城市一样正被
这个老生常谈的问题困扰着。

为能更好地监管物业服务
企业，今年来，海口不仅大力倡
导成立业主委员会，还于12月
10日出台了《海口市物业服务
企业信用信息管理办法（试
行）》，同时酝酿着制定其他监
管物业服务的相关条例。

“完善顶层法规制度、厘清
监管部门责任、小区业委会良
性运转，才能破解小区物业服
务监管难题。”日前，海口市业
主委员会协会会长肖江涛在接
受采访时坦言，唯有掌握这三
大“法宝”，小区业委会才能真
正发挥作用，才能让小区业主
当家做主，享受更优质的物业
服务。

位于海口市振发路的凤翔花园小
区，早在2018年就酝酿成立业委会，
但是时间过去一年多，该小区连业委
会筹备组都“难产”。

“小区有十多栋楼、上千户业主，
要让绝大部分业主支持成立业委会，
本身就是件难事。”曾参与业委会筹建
工作的业主符芳海告诉海南日报记
者，由于凑不齐筹备组人数，又缺乏了

解成立程序且有组织经验的“领头
雁”，业委会成立工作只能一拖再拖。

“成立业委会，是目前监管小区物
业服务最行之有效的办法，但是成立
并运作业委会并不是件易事，需要消
耗热心业主大量心血和时间。”肖江涛
表示，业委会从筹备到成立，需要历经
宣传发动、成立筹备组、召开业主大会
3个阶段，需准备的资料多达20多

项，且均有相应要求，一旦小区业委会
发起人对相关规定理解出现偏差，或
执行过程不妥，很可能前功尽弃。

业委会成立难，让海口近3000个
居民小区里仅有400多家业委会，且
良性运转的业委会并不多。以凤翔花
园小区附近的椰海新城小区为例，早
在2018年底成立的业委会，目前15
名委员中已有4人辞职。

“成立后，原本要监督物业服务工
作，同心协力招标新物业公司进场，但
新物业没来，内部就‘炸了锅’。”椰海
新城小区业委会主任韩林怡坦言，仅
为招标新的物业管理公司，业委会内
部很快就产生了“分裂”，甚至一度在
小区业主微信群内对峙，整个业委会
都处于瘫痪状态，监管物业服务更是
无从谈起。

为更换掉前期物业公司，12月13
日，海口夏威夷花苑小区业委会主任
周汉洪“被迫”第二次走进法庭，心中
五味杂陈。

2017 年 3 月，该小区业委会成
立，通过洽谈同前期物业公司重新
签订了服务合同。但一年过去，周
汉洪发现该物业公司既不履行服务
合同条款，对业委会的各项整改要
求也敷衍了事。今年 4月，该小区
再次召开业主大会，决定重新选聘
物业公司。

但令周汉洪意外的是，由于前期
物业公司不退场，在和物业人员发生
冲突后，他两次被派出所行政拘留。
随后又因部分业主不认可新物业公
司招标程序，让他两次站上了法庭被
告席上。近一年折腾下来，周汉洪和
小区业主至今仍无法让新物业公司
进场。

这样的故事，不只发生在夏威夷
花苑小区。召开业主大会、重新选聘
物业公司、被质疑招标程序违法、惹官
司上身……不少小区在业委会成立

后，业主既没能享受到优质物业服务，
监管权利还来不及履行，反而惹来“一
身骚”。而物业公司长期不公示公共
收益、新老物业交接耍赖扯皮等种种
做法，让不少成立了业委会的小区业
主仍旧头疼。

以海口香榭花园小区为例，早在
业委会成立前，就有业主要求服务小
区的海南华宇名第物业公司公示公共
收益，但直至该小区于今年1月成立
业委会后，该公司才公布了一笔“糊涂
账”：公共受益用于小区建设，但支出

比收益多，小区业主反倒集体欠下9
万余元公共建设费用。

今年6月，香榭花园小区业委会
通过招标选聘了新物业进场，但交接
工作开展半年多都未取得任何进展，
这也给物业服务带来了诸多不便。“业
委会多次投诉到海口市住建局、凤翔
街道办，依旧没得到妥善解决。”该小
区业委会委员陈鸿斌说，由于相关法
律条文对上述两类问题并无明确处理
规定，为物业公司拖延推诿提供“回
旋”空间。

12月16日至19日，2019世界女
子9球锦标赛在三亚举行，这是该赛
事连续第二年落户三亚。

据了解，世界女子9球锦标赛是
目前最具吸引力的世界顶级台球竞技
赛事之一。今年的赛事吸引了韩雨、
陈思明、刘莎莎、付小芳、艾莉森·费
雪、凯莉·费雪等多位名将参赛。

据介绍，参赛的64名选手将分为
8个小组，世界排名前16的球员将作
为种子选手参赛，其余选手则通过混
合抽签入位。

当前，三亚正在以国际体育赛事
为抓手，推动“旅游＋体育”融合发展，
不断积累办赛经验，为2020年第六
届亚洲沙滩运动会举办培养人才队
伍、积累办赛经验。

文/本报记者 李艳玫
图/本报记者 武威

女子9球
惊艳鹿城

“我爱足球”
全国总决赛收兵
海口一中队、万宁队分获季军

本报海口 12月 16日讯 （记者
王黎刚）经过 4天的角逐，“我爱足
球”中国足球民间争霸战总决赛12
月 16 日在山东滨州市结束。代表
海南省足协参赛的海口一中队和万
宁醒道队分获青少年组和成年组季
军，均创造了本队参加全国总决赛
的最好成绩。

海南省足协负责人表示，我省
两支球队参加全国总决赛均夺季
军，说明海南业余足球和青少年足
球这两年水平提升较快，成绩的取
得也坚定了省足协继续大力开展青
训足球和社会足球的信心。

此次赛事共有国内8支球队参
加青少年组比赛。首次参赛的海口
一中队表现“抢眼”，在前不久举行
的“我爱足球”中国足球民间争霸战
（成都赛区）中获得亚军，赢得了参
加总决赛的入场券。

海南万宁醒道队则经海南赛区预
选赛、南二区大区赛，最终在总决赛中
夺得季军，这是万宁队第二次参加“我
爱足球”中国足球民间争霸赛角逐。

想换新物业 业委会维权难

被告被冷落 业委会运转难

门槛挺苛刻 业委会成立难

A

B

C

第十届海天盛筵落幕

“海陆空”打造展会新时尚

澄迈

侦破特大跨省贩毒案
缴获冰毒268克

本报讯（记者良子 通讯员王达丽）近日，澄
迈警方成功侦破了一起跨省运输、贩卖毒品案，抓
获周某、屈某等4名涉毒违法犯罪嫌疑人，缴获冰
毒268克及作案工具一批，斩断了一条由广西壮
族自治区宾阳县向我省各市县贩运毒品的“地下
通道”。

据了解，今年11月27日，澄迈县公安局禁毒
大队在侦办一起贩卖毒品案件时，于海口抓获犯
罪嫌疑人周某，当场缴获冰毒18克。警方随后顺
线侦查到广西宾阳毒贩通过互联网向海口、澄迈
等地吸毒人员贩毒，并通过物流快递毒品的线索。

确立案件目标后，澄迈县公安局立即成立专
案组，并制定详细侦查方案。经过10余天的艰苦
侦查，专案组民警全面查清了该案贩毒团伙的网
络结构和活动轨迹。

12月10日，专案组抽调特警、禁毒、刑侦等
警种的10名精干警力组成抓捕组赴广西开展抓
捕。12月12日，民警跟踪犯罪嫌疑人屈某、杨
某、黄某等3人到达广西宾阳县古辣镇刘村附近，
在他们进行毒品交易时立即开展抓捕。犯罪嫌疑
人试图开车逃窜，民警在封住其退路后将3名犯
罪嫌疑人当场制服，现场缴获冰毒250克及作案
手机3部。

目前，犯罪嫌疑人周某、屈某、杨某、黄某等4
人因涉嫌贩卖毒品罪已被澄迈县公安局刑事拘留。

琼海

乱搭乱建
发现一起处置一起

本报嘉积12月16日电（记者袁宇 通讯员
陈卓）12月16日，为深入巩固全国文明城市、国
家卫生城市成果，海南日报记者从琼海市政府相
关部门获悉，该市多部门将联合整治嘉积城区内
各社区存在的乱搭乱建，并全面落实餐饮单位的
卫生管理。

目前，琼海市部分社区背街小巷内存在乱搭
乱建铁皮遮阳棚等现象。联合工作组将分成若干
小组对城区内各个社区进行巡查，按照此前的检
查结果对已经存在的乱搭乱建进行依法拆除，展
示整治决心。

琼海市综合行政执法局相关负责人表示，下
一步将继续加强对乱搭乱建的排查力度，做到发
现一起、处置一起，同时持续加大宣传教育力度，
提高社区居民文明意识，做好“巩文巩卫”工作。

东方

基层医疗机构标准化项目
年底全面竣工

本报八所12月16日电（记者张文君 通讯
员王国聪）投资约1.57亿元，推进46个基层医疗
卫生机构标准化项目建设，包括4家中心卫生院、
7家一般卫生院、7家门诊部、3家社区卫生服务
中心、1家社区卫生服务站和24家村卫生室，并
将于今年底全面竣工。这是海南日报记者12月
16日从东方市卫健委获悉的。

据悉，东方46个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标准化建
设项目总建筑面积2.98万平方米，其中24间村卫
生室计划投资约568万元，将完善村卫生室的空
调配备、药架配置等，保证每家卫生室建筑面积达
80平方米。大田镇中心卫生院、四更镇中心卫生
院等10个医疗卫生机构将建设装配式建筑，投资
约7226万元，竣工后将改善门诊及住院条件、提
升医疗技术、更新医疗设备等。

东方市卫健委相关负责人表示，基层医疗卫
生机构标准化建设项目全面竣工后，将提升基层医
疗卫生水平与基层医疗机构服务能力，让城乡居民
就近享受安全、有效、经济、便捷的医疗卫生服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