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位于滨海西路北侧的好百年海
景酒楼的钢架顶棚!椰林渔村的一排
小木屋!西秀渔港的餐厅大厅以及包
厢!也属于违法建筑"

!!日中午!记者来到西秀海滩看
到!有不少市民和游客驱车来这里的
海鲜店就餐" #如果我们酒店存在违
法建筑!我们愿意配合政府拆除" $椰
林渔村有关负责人表示!目前尚未接
到通知%

西秀渔港负责人表示!这里曾经
是假日宝贝西餐厅! 他们于!年前接
手改造装修!但也是在原有建筑的基
础上进行改造" 目前并没有接到通
知!酒楼会配合政府的工作"

对于拆除违法建筑!一酒楼经营者
认为!西秀海滩这三家海鲜酒楼已经成

了海口一个知名的餐饮场所!还解决了
不少人的就业问题!并每年向政府上缴
近百万元的利税!"#$的就餐者都是外
地游客!也说明海鲜酒楼这种业态是符
合市场需求的" 违法建筑固然要拆除!

但也希望政府能积极引导酒楼经营者!

在不影响环境的前提下!大力发展具有
海南特色的海上餐饮"

对于此次拆除通告! 市民张先生
认为!海口虽是海滨城市!但天然泳场
并不多!要把天然海滩保护好!决不能
让它遭到破坏! 而在海边开餐饮店肯
定会对大海产生污染" 采访中也有市
民认为!很多人来这里吃海鲜!证明市
场有这样的需求!但在海边做餐饮!一
定要把环保做好! 绝对不能污染海滩
和大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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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了解到! 海南新国宾馆
&海岛海鲜舫$ 的包厢! 宾馆的西餐
厅' 休闲康体中心等无法提供规划
许可手续! 属于违建" 在 %月 &"日
的海口市政府专题召开今年打违工
作会议后! 有关部门加强巡查! 加
大对 &海岛海鲜舫$ 等违建的查处
力度" 截至 '月 &(日! 已拆除 &海

岛海鲜舫$ 项目 )#&!平方米违建中
的 %"*+平方米"

在海口市城市环境综合整治
&五大工程$ 领导小组办公室所发布
的通告中称! &海岛海鲜舫$ 钢架
结构的 %( 间包厢! 砖混结构的大
门! 框架结构的办公室' 宿舍' 食
堂等! 无法提供规划许可! 执法部

门责令停止建设或限期拆除! 但当
事人拒不执行! 被限期通告发出后 "

日之内自行拆除所建违法建筑! 逾
期不拆除的! 由政府组织强制拆除"

!!日! 记者来到 &海岛海鲜舫$

看到! 茅草屋风格的包厢有规律地分
布在海边! 包厢已经建设得差不多!

绿化等也基本做好" 从外观上看! 还
没有自行拆除的迹象"

随后记者从海南新国宾馆有
限公司了解到! 公司已经接到了
相关的行政执法通知! 目前正在
采取相关措施 ! 办理相关手续 "

至于具体采取什么样的措施! 是
拆除还是其他方式! 该工作人员
并没有透露! 只是表示会按照政
府的程序来走"

记者来到房车宾馆! 只见场地
里还搭建了几个露天帐篷! 几十辆
房车还停在里面" 正在接待室里工
作的中天行(假日海滩露营地的总经
理王先生听说了记者的采访来意感
到非常吃惊! &我们暂时还没有接
到拆除通知%$ 王先生说! 前段时间
城管等部门的确来调查过! 他也按
要求拆除了 !个固定违法建筑! 员
工宿舍也拆除了! 员工都只好住在
房车内%

据通告显示! 房车宾馆钢结构
接待室' 一层板房仓库房和 !*辆房
车被列为违法建筑! 总建筑面积
)"&,(平方米! 均无法提供规划许可
手续%

王先生有些郁闷地说! !年前!

他们投入了 !###多万在这里做房车
宾馆! 房车宾馆露营的方式在海南
还是首例! 他们公司和相关部门也
签订了相关发展意见! 准备陆续在
东线' 中线和西线的一些乡镇规划
%#多个营地! 可看现在的情况! 他
们也不敢继续做下一步计划了%

&我们也想报建! 可房车是车!

随时可以开走! 怎么报建呢) 房车
也算是违法建筑吗)$ 王先生说! 做
房车宾馆又少不了接待室等基本的
配套设施! 公司在四川等地做房车

宾馆也不知房车需要报建! 他认为
房车宾馆是与国际接轨的旅游项目!

也丰富了游客和市民在海边游玩的
选择! 得到了不少游客和本地市民
的认可! 如果全部拆除了那等同于
整个房车宾馆就无法经营了! 损失
惨重%

记者来到五源河派出所西雅图
警务室看到!警务室的外表看起来很
崭新!大门紧闭门窗也锁住了!里面
没人值班% 警务室正好位于西雅
图(丽湾小区的大门口! 于是记者找
到正在这里值班的保安王先生%王先
生说! 警务室是今年春节才建的!平
时白天不开!到了晚上会有人负责值
班!对于警务室将被拆他也不清楚%

记者采访时! 正好遇到西雅图(
丽湾小区的几名居民!他们听说警务
室将被拆的消息都很关心%居民林先
生说!他们经常会在这里散步!沿途
路段这么长!有一个警务室!居民心
里也踏实% 如果警务室被拆了!居民
们最担心的还是治安问题%

记者从海口市公安局秀英分局
了解到! 他们也得知了相关情况!会
配合政府的工作!对于其他情况也不

方便多说%

而万科浪琴湾门口一个面积为
!&,)平方米的保安亭经查为违法建筑%

记者看到!保安还在这里值班!值班保
安说!该保安亭!##*年就已经修建了!

他也不知道这里将被拆的消息%

记者来到贵族游艇会
大堂!向大堂负责人表示想
采访相关负责人!了解违建
情况!一名在旁的工作人员
说!可以让记者找一下后面
的主任吧!但该大堂负责人
表示*&相关负责人现在不
在%$随后拒绝接受采访!也
没有向记者提供了解相关
情况工作人员的电话%

记者随后走访看到!通
告中所显示的违法建筑!如
巴西烧烤吧'凉亭等依然存
在!且没有看到拆除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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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岛海鲜舫的包厢'办公室'宿舍'食堂'大门!

宾馆的保安岗'烧烤间'西餐厅'演唱室'休闲康体
中心'海边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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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车宾馆的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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滨海西路南侧 秀英公安分局五源河派出所西雅图警务室
秀英公安分局的一个铁皮警察岗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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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贵族游艇会 保安房'大小水泵房'更衣室'温泉亭'咖啡厅'

商场'巴西烧烤吧'凉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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