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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今天从海口市运管处了解到#根
据有关规定#海口#!$$年新投放的%$&

辆出租车司机报名工作将于本月'!日
正式开始#至''日止#为期(天$ 拟定于
本月')日在该市(个地点进行公开抽
号工作$

为了保证整个报名% 抽号过程 &公

平%公开%公正'#海口市交通主管部门邀
请了人大%政协%纪检%新闻媒体记者组
成监督组#全程监督报名%抽号$

抽号产生的录用人数将根据录用人
数与预录用人数的比例#按(海口市出租
车企业招聘驾驶员工作程序和标准)的
规定进行#即原承包人%星级驾驶员与新
招驾驶员的比例各占%!*$原承包人%星

级驾驶员两类人员参加抽号人数与拟录
用人数的比例达不到'!$的#按参加抽号
人数的%!*抽号产生预录用人员# 剩余
的招聘名额用于招聘新驾驶员* 新招驾
驶员参加抽号人数与拟录取人数的比例
达不到'+$的# 按参加抽号人数的%!*的
名额抽号产生预录用人员# 剩余名额待
本次招聘结束后重新招聘$

海口市运管处相关负责人在接受
本报记者采访时说# 本次驾驶员招聘
的资格审查工作已经结束# 目前仍有
部分通过审查的司机没有及时领取合
格证#因此该处决定#将领取时间延长
至'!日#并提醒广大司机朋友#还没有
领取合格证的必须在)月'!日前来市
运管处领取#逾期不再受理$ 领到合格

证后# 司机可在'!+++''日前往企业
报名点报名参加抽号$

据了解# 海口市'!$$年出租车驾
驶员招聘资格审查中# 合格人数达到
,)'%人#被取消资格$)(人$

按照计划# 此轮抽号时间初步定
为')日上午-时$ 市民如有任何疑义#

可拨打监督投诉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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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负团费' 是海南旅游的一块
顽疾#近年来#我省也一直对&零负
团费'保持高压态势$ 但近日#海口
市旅游委在对全市旅行社进行检查
时# 发现海南腾元国际旅行社仍大
胆两次&触线'#该社所带的两个团
均涉嫌低成本运营% 私改旅游行程
等诸多问题$ 目前#海口市旅游质监
所已对此立案调查$

V=WXY

$&&

Z

今年&月#海口市旅游委对全市
旅行社进行检查# 发现海南腾元国
际旅行社存在未与组团社签订委托
协议%行程表管理混乱%业务档案不
规范等问题$ 于是#海口市旅游委限
期该社$%天整改$ 整改期过后#旅游
执法人员对该社进行回访时又发

现#该旅行社存在&零负团费'接团%

旅游过程中存在擅改行程% 景区门
票虚高等问题$

据了解#今年,月"日#该旅行社接
待一个&$""$'的兰州游客团#组团社
是兰州新时尚旅行社$ 根据腾元国际
旅行社与兰州新时尚旅行社的组团合
同#确认的海南%天,晚的团费是负$!!

元.人$为了填坑#导游李某在接待过程
中#带游客前往刀具%地矿%珍珠%水
晶%咖啡等诸多购物点#以获取回扣$

同时#将行程单的旅游景点压缩#行程
单在列的万泉河漂流和亚龙湾沙滩没
有去#意味着这个导游私改行程#违反
了(旅行社条例)$即便如此#还是没有
把坑填满$

根据该团的业务资料# 这个团
总收入$$!!%/"元# 总成本0'-0&1,,

元#也就是说这个团亏了0-021&,元$

,月0'日#该旅游团离开海南#导游李
某在(旅行社旅游服务质量意见汇总
表)的导游带团小结一栏中留言,&千
岁团%坑太深%难操作%回报少'$

相关业内人士称# 千岁团主要
是指老年团#其二次消费少#导游很
难找回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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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月0(日# 腾元国际旅行社
再次接待一个吉林的&()"0'的游客
团# 与组团社约的价格是负"2元.人
的报价$

同样为了填坑# 导游伍某在带
团过程中压缩行程#带游客去多个购
物点和自费景点$

不仅如此# 伍某还让游客签下
证明说是自愿参观海南特色商店珍
珠文化馆% 海味馆和生态茶文化馆#

在等价的前提下把南山佛教文化苑
改为南山大小洞天$然而在这一纸证
明上#("人的团队仅有&人签字$

此外#该团还存在与合同约定不
相符的情况#在组团合同中#约定的
呀喏哒景区"电瓶车的价格是0-"

元#但在行程单上又成了'0"元$该团
总收入&(02)1-元# 总成本,0-&)1('

元#最后的利润是'00,21%"元$ 因为
改变了行程#该团的游客蒋先生提出
了意见, 导游没有按旅游行程走#自
费项目太多%费用太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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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此#海口市旅游质监所相关负
责人表示#上述两个团均涉嫌低成本
运营%私改旅游行程等问题$

目前# 海口市旅游质监所对此
立案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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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0%日#淘
宝网团购平台聚划算联合各方社
会机构发起第二轮爱心团购香蕉
活动# 此次公益团购的范围扩展
到了全国"个城市# 截至)月0-日
上午"时活动结束#总共有00,-)0

名来自全国各地的网友自发参加
第二轮&聚蕉行动'$

自&月以来#海南蕉急时刻牵
动着全国网友的心#海南蕉急#网
民焦急$截至第二轮活动结束#两
轮共有来自全国各地的0,1%万名
网友参加了&聚蕉行动'#团购的
香蕉总吨数达到%'2吨$ 透明公

开#并且惊人的高效#是团购模式
给公益事业带来的新启迪$

)月"日上午02点# 一场全国
网民关注的本地化团购,&聚蕉行
动+杭州站'在淘宝聚划算开团$

(2分钟不到#01(万份#共计)%吨海
南香蕉团购一空$ 第一批团购完
毕之后#聚划算迅速追加022吨香
蕉#紧急上线开团#截至)月"日'0

点#共有(200&名网友参加了此次
团购#共团出0)%吨海南香蕉$

)月0%日#&聚蕉行动'将杭州
首站的模式迅速推开#在北京%上
海%广州%深圳%成都%武汉%长沙%

宁波"大城市的近百家超市发起

声势更大的第二波公益团购#而
合作方除杭州站的联华华商集
团#还包括嗨淘%各地方媒体等多
家合作机构和",家线下超市$

海南省农业厅市场与经济信
息处处长张健认为# 过去都是客
商到田间地头直接采购# 现在通
过网络拓宽了渠道%缩短了时间%

扩大了消费群# 不失为一种很好
的尝试$

张健表示#&其实# 团购可发
展成一种常态化的网上销售平
台# 进而将团购品种逐步扩大到
多个海南瓜果菜品种# 为海南瓜
果菜营销探索出一条新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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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年)月0,日上午#

海南瑞今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与中
国农业发展银行海南省分行营业
部在海口文华大酒店正式签署
(战略合作协议)# 本次合作海南
瑞今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将获得省
农发行%2亿元贷款综合授信#这
是海南省除海航集团和政府投资
平台外首家获得额度高达%2亿的
民营企业$澄迈县委书记杨思涛#

县长陈笑波等各级领导参加了当
天的授信仪式$

本次双方建立战略合作关
系# 农发行将凭借雄厚的资金实
力%完善的服务体系在国家政策%

法律% 法规允许的范围内为瑞今
公司提供全方位%多层次%多领域
的金融服务支持$

据海南瑞今公司负责人介

绍# 瑞今公司本次获得的授信主
要用于公司在澄迈县农业综合项
目的开发建设$ 具体包括&中国3

东盟国际热带农产品物流园'项
目%海南瑞今畜产品加工园项目%

瑞今海南黑猪全产业链开发%农
村基础设施项目等$

瑞今公司自$--"年成立以
来#一直致力于实业投资#经营范
围涉及农业综合开发% 物流%水
务%港口运输%环保%工程建设等
多个领域$目前#瑞今公司在全省
已经拥有了海南瑞今农业产业化
开发有限公司% 海南盈涛水务有
限公司等近$2家产业公司$ 尽管
发展壮大的道路崎岖#但是#经过
瑞今全体同事的努力# 公司在水
务处理和农业综合开发上已经取
得相当的进展和成绩$ 瑞今控股

公司将充分利用海南得天独厚的
自然条件和无疫岛优势# 发掘海
南黑猪与众不同的价值% 立足全
国农业大县澄迈县为基地# 重点
投资海南黑猪产业链综合开发项
目及农产品物流园项目$ 至'2$$

年底#一条完整的从生猪繁育%养
殖%加工%销售的全产业链初步建
成$ 公司正在建设的&中国3东盟
国际热带农产品物流园' 占地
(222余亩#总投资达&2亿$项目建
成后将成国内最大的热带农产品
物流园# 主要进行热带农产品的
深加工%现场交易%期货交易%储
存%物流运输等$

本次海南瑞今公司与省农发
行成功合作# 将成为海南省银行
与民企合作的典范# 共同为海南
国际旅游岛建设贡献一份力量$

tuvQw0mx:RHyz{|}~��

x:RH�(&�Z���}��

*%s#+ ,(�����!��Q�"

l��������

(!&

�

��������

��� ¡¢£¤

!"()

!

%

"#

&*

!记者)*

实习生)+,

"今天上午#海南首个大
型沉香品评及采购中心在定安文笔峰
玉蟾宫落户$ $&-件总价值高达'1-亿
的沉香展品陈列于该中心的香道会和
沉香馆#工作人员现场演示&香道'弘
扬沉香文化$

据介绍#在这$&-件展品中#价值
千万元以上的'件# 百万元以上的%-

件#$2万元以上的上百件#还有大量用
沉香做的各式产品#总价值达'1-亿以
上$ 其品种种类有, 北部湾黄奇楠树
心%海南糖结葫芦沉水%海南树心黑奇
楠%糖结排油沉水!

-./!

%海南百年
绿奇楠树根%海南东线绿奇楠%芽庄珍
稀白奇楠%绿奇楠碎等$由于这些展品
价值珍贵# 因此在展区有众多安保人
员把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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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上午#定安县文笔
峰举行全国宗教界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揭牌仪式#玉蟾宫被国家宗教事务局
列为全国&第一批宗教界爱国主义教
育基地'$

据了解#宗教界爱国主义教育基
地是全国宗教界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
立-2周年而开展的&同心同行'主题爱
国主义教育活动的一项重要内容$ 全
国第一批宗教界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共
()处#涉及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天主
教和基督教$

据介绍#玉蟾宫是道教在海南的唯
一合法庙宇# 是道教南宗的实际创始
人%南宗五祖白玉蟾的最终归隐之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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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从省台办获悉#应台
湾畜牧事业发展协会的邀请#)月$-日#

海南省农业厅副厅长朱清敏率团一行
',人赴台# 进行为期"天的畜牧业考察
交流活动$

在台期间#该团将考察台北畜牧加
工产品市场% 新竹东峰金鸡蛋农场%飞
牛牧场%阿里山农产品加工厂%嘉义山
区畜牧养殖区%水上台糖养猪%柳营牧
场牛奶生产和饲料场等#进一步了解熟
悉台湾畜牧业现状及趋势#为海南发展
现代畜牧业提供学习和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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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从东方市纪委获悉#近日#

东方市实行人事制度改革# 面向非公务
员干部队伍竞争性选拔行政机关领导干
部#扩宽选人用人渠道$此次面向全市竞
争性选拔包括市卫生局局长% 市食品药
品监督管理局副局长%市海洋局副局长%

市科学技术局副局长% 市交通运输局副
局长等%个领导岗位$

据了解#,2周岁以下%符合条件的
非公务员 4

6789:;<=>?

5干
部也可以参加选拔考试# 公务员队伍
报考条件则放宽到%!周岁以下$ 笔试%

面试均由省委组织部统一出题# 此举
旨在打通公平%公正的人才上升通道#

不拘一格选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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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口秀华路是
一条修建于$--'年的市政道路#建成后
$-年来一直都是小修小补#尤其是人行
道破损严重#出现高低不平%雨天积水
等现象$ 近日来#海口市市政管理局组
织市政工程维修公司每天出动(!多名
维修工人加班加点对该路损坏严重人
行道进行大面积维修!

BCD

"$

据介绍#此次维修总量在%!!!多平
方米#预计$!天内完工$这次大面积维修
采取先夯实路基# 用水泥沙浆铺设新型
人行道砖#确保平整%坚固耐用$届时#该
路两侧人行道不再是高低不平# 而是干
净整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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