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注背景!

海南应推行 !五米令"

防止小区周边饮食业污染扰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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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调查!

小食店遍地开花

严重污染居民小区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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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员建议!

合理规划# 限时经营

满足市民需要基础上整治小食店

对于居民小区周边小食店所带来

的种种危害! 致公党海南省委员会在

本次政协会议上提出了 "关于加强海

口居民小区饮食服务业管理的建议#

的建议! 并指出防止居民小区内饮食

业污染扰民! 是改善城市环境质量!

保障市民身体健康的有力举措$

在具体措施方面! 政协委员建议

规划% 环保部门在小区报建时即进行

把关! 使小区内的配套设施能满足小

区居民的要求$ 餐饮项目在小区内应

独立设置! 把噪声和气味的影响降低

到最低程度! 减少油烟% 废气% 恶臭

对环境和人体的危害$

&对于现有的已存在于小区内的

饮食服务店! 不能实行一刀切$ 而要

视情况进行整改! 经过一个过渡时期

后仍不能达到标准的! 再令其搬迁$'

政协委员还建议! 对于个别的饮食服

务店! 可以采取限时营业的办法! 比

如小区内的食店! 可以把营业时间界

定在早上
!

点至晚上
"#

点之间! 尽

量降低对小区居民的污染$

但政协委员也表示! 在整治居民

小区周边小食店的过程中! 决不能因

噎废食! 要以满足市民的日常生活需

要为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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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将至# 厨卫市场迎来新一轮节日销售热
潮#各大厂家摩拳擦掌#各项促销政策和活动呼之
欲出$ 笔者从万家乐了解到#该公司在

!""#

年
$

月
$

日%

!

月
!%

日期间开展 !以旧换新"&!送安
检
&

赠祝福"等一系列促销活动#通过对全国范围
内热水器用户产品使用情况提供免费安全检查#

将服务和产品推广工作开展到消费者身边# 确保
消费者放心使用#可谓好礼连连#服务更贴心$

由于
!'"%

年下半年来#国内市场遭遇国际金
融危机#购买力不足$ 为提升消费信心#许多厂家
选择降价策略#不但对自身长远发展不利#也未必
会取得立竿见影的效果$

万家乐以消费者需求为出发点#选择将服务与
产品推广工作开展到消费者家中的促销方式#更具

人性化$ 如在!以旧换新"促销活动中#消费者可凭
家中任意品牌热水器&燃气灶具&吸油烟机旧机换
购万家乐新品#享受折价优惠$在!送安检

&

赠祝福"

小区推广活动中# 万家乐将在进行推广活动的小
区#为万家乐热水器用户上门免费安检#同时将进
行春节礼品派发&热水器安全使用知识宣传等$

万家乐凭借着
!"

年燃气具专业制造经验&优
质的产品和良好的用户口碑#在

!""#

年春节来临
之际再度亮剑# 携

!""%

年厨卫市场风云产品#进
行对

()""

万老用户的回馈活动#必将在厨卫市场
掀起一股消费热潮$

相关促销活动信息将会在当地万家乐卖场和
万家乐官方网站上及时公布# 同时也可以拨打万
家乐服务热线#咨询活动情况$

温情散社区 欢乐送万家
网上订机票惊喜多多

!!!"#$$%%%&''

欢迎企事业单位个人加入浪花会员
!

省钱多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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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年新方式$$$与家人 朋友一起春节开心游神州
!

昆明大理丽江玉龙雪山双飞双卧
$

日
()*)

元
+

人 初一初二铁定出发

香港澳门超值欢乐双飞
!

日
"!#$

元 初一发团 %联合特区国旅特别推出春节线路&

武汉神农架滑雪双飞
!

日
%#&$

元 初一初二发团 桂林漓江阳朔双飞
'

日
%(&$

元 初二发团

北京哈尔滨亚布力雪乡双飞
#

日
)#&$

元 初一发团 华东五市双飞
!

日
"$&$

元 三十初一发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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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高校毕业生超
)

万 预计就业率可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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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小纪' 在全国来讲! 我们省的

高校规模很小 !

$##!

年毕业生在

$!$"%

人 ! 我 们 的 就 业 率 达 到 了

&'(

!

$##%

年全省毕业生有
)#''!

人! 估计就业率可能会达到
!*(

$ 作

为毕业生来讲! 本省的生源和外省的

生源大概是
) !&

!

)#(

是本省生源 !

&#(

是外省的生源$

找不到工作 何不尝试自己创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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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汝先 ' 我从我个人的角度来

讲! 大学毕业生找不到工作! 这是个

很现实的问题! 我特别提倡两点(

第一!鼓励跟提倡大学毕业生到基

层!到城乡基层!到边远落后的地方去

工作))当然这方面政府要给予政策!

到基层% 到城乡边远落后的地方工作!

可以给城里公务员更高的工资!给予补

贴!承诺几年后可以回城!像支边一样

有保证的话!大学生到基层%边远落后

地区去工作几年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

锻炼$ 第二!鼓励大学生自主创业!特别

是对于那些自身创业能力比较强!家里

又有一定的经济能力作为自主的大学

毕业生!可以鼓励他们自主创业$

城建

在海口建一个国际级

足球比赛场馆

大学生创业) 可申请小额贷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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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存斌' 大学生就业难这个问题

具有一定的普遍性! 针对这些情况我

们省里头陆续出台了一些政策和措施

帮助我们大学生就业$

目前我们省主要的优惠政策 (

一是鼓励大学生到基层去工作! 充实

城市社区和乡镇单位$ 第二方面! 我

们鼓励大学生通过自己的专业! 以自

身的方式或者是几个人合作的方式来

自主创业! 实现就业$ 同时由于大学

生刚出社会! 没有一定的经济基础!

我们政府给他们提供小额的贷款和一

些创业技能的培训来帮助他们就业!

近期国家还专门部署了做好高校毕业

生就业的七项措施! 我们省根据国家

的规定! 结合我们的省情再制定相关

配套实施的政策$

今年我们准备就促进大学生就业

采取一些措施( 一是积极开展专项服

务活动! 每年都举办几期的大学生招

聘会! 给大学生提供和用人单位面对

面交谈和选择的机会* 二是加强高校

毕业生的招聘招考工作! 全省各市县

都采取各种方式开展毕业生招聘和招

考工作))三是通过采取强化就业和

创业指导来帮助大学生就业$ 通过这

些活动! 我想这将对我们大学生的就

业提供一些帮助$

企业一次性裁减人员超
"$

人要上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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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远航' 对职工权益的维护! 我

们提出是从根本利益上来维护! 就是

维护他的就业权$ 就业权的维护是和

企业的发展是共命运的! 只有职工在

促进企业发展! 保住企业的稳定增长

做贡献的前提下! 才能够保证职工的

饭碗$ 我们中国有一句古话叫 &皮之

不存! 毛将焉附'! 如果企业面临的

停产! 职工怎么能有岗位))

林存斌'目前!海南省专门出台了

一个规定! 对于企业成规模的裁减人

员!第一!要求裁员的方案要经过企业

职工代表大会讨论!除了关闭破产的企

业之外!企业一次性裁减人员超过
$#

人

要事先向当地劳动保障部门报告!劳动

保障部门要对这个企业裁员的经济补

偿%安置措施进行审核!凡是不能依法

支付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并且妥

善解决拖欠职工债务的不得裁员$

本报海口
%

月
%%

日讯
NëD

张毅 康凯 曾苗 王灿
O ���=¼ ÀÁ°$Î%[¼ ±{²"��³4´µ&ö¤Ôî)¶¼ ·¸¤<=)*ºn>�ú,.

O>¹º»¹¼B,KK�=>����hi½¾�wdeàí =r &P�,STgä9$ ÝÞßàáâã\g%äàáåÔ_æçZ¶·éÜ$ °±&²�

''(³,´µe¤¶·üº»%¼ ½%¼ ¾%¿yÀÁ¼ ÂÃ,-./0ÏÐ$ ¨±<=)*�'-.S���=r

本报海口
%

月
%%

日讯
Në

D

康凯 曾苗 王灿 张毅
O Bà

á¥ç¿ÀtÓºËlÁÂÃ

,IJü2$ sàá�ÄÅÆ

å,~ÇÈ�$ STã\É�

Ê%ä$ &àí%È2ËÓÌ

ÍÎÏÐÑ¸Ò>2ËÓÊÇ

ÔÓÔÕÖÕ×$ ØÙÚÓº

AòKÔÓÐÑÏÐ>Óºò

KÛÜg$ }~àá,Ý~8r

现状'

海南缺乏大型体育场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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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协委员建议'

建国际级足球比赛场馆
政协委员钟保家建议 ! 在

海口建设一座国际级足球比赛

场馆和一座国家级大型歌剧舞

剧院! 海口市文体局应该就此

项目列出计划% 着手立项! 拿

出具体方案和具体措施! 报省

文体厅备案$ 省有关部门对此

项目的建设应当引起高度重视!

并在政策和资金上给予支持 !

尽快促成项目的实施! 如果财

政确实有困难! 不妨采取面向

社会招商的办法! 即政府牵线%

企业投资% 市场化运作等方式$

也可采用股份制的形式! 即政

府出一部分 % 企业出一部分 %

社会募捐一部分的模式! 来运

作此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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