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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下午%时许" 在海口白龙北路
"&号物流中心的速安盛物流公司门口
挤满了发货商# 一个只有%'多平方米
的房间内挤满了近百位发货商# 他们
都是带着同样的心情从海口各个地方
赶来这里$赶紧拿回代收款#

在文明路经商的陈先生告诉记
者"听说速安盛公司在"月"'日截止办
理代收款业务"我们就赶紧来这办理"

要不然这笔钱得在春节后才能收到#

他担心(')"年初多家物流公司老板在
春节期间携款逃跑的事件再次发生#

%取不到代收款" 怎么回家过
年& '从人群中挤出来的黄女士对记
者说"她是$日下午"点多就来排队取
号的"没想到后面人越来越多( 还有
发货商抱怨"拿回代收款比农民工讨
薪还难#

在现场" 记者看到该物流公司规
定$ 办理代收款时间为每日下午(

时)***时"由于上班时间紧促"加上
本月)+日截止办理" 导致众多发货商
扎堆办理代收款+ 对于发货商对春节

前拿不到代收款的担忧"该物流公司的
工作人员陈女士告诉记者"发货商在上
班时间来办理" 只要排队遵守秩序"公
司会一直办理到最后一位#原本公司通
知的截止日期也推迟到本月",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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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 海口有近千多家物流公司-

大多数从事物流业的个体户不能算作
一个物流企业" 只能算作一个货运信
息部或是仓储部" 有的甚至都没有工
商营业执照# 通过简单的电话招揽承
运业务"又通过电话联系车辆运输# 就
是这样没有车队, 没有资金的货运信
息部承担着大量的货运和代收货款业
务"潜在很大的风险+

既然存在风险" 为何海口物流公
司代收货款业务仍如此火爆呢& 在博
爱南路批发日用品的个体户符女士向
记者道出了原委+ 海南各市县的客户
订货" 符女士就根据订单通过物流公
司发货+ 在海口物流公司开办代收款
业务之前" 客户都是收到货物不马上
付款+ 这样"经过一年的累积"客户欠
款多达数十万元" 符女士只能亲自去

各个市县催款" 而且催款的往往效果
欠佳+ 自从物流公司开办代收款业务
后" 解决了一部分客户收到货不付款
的问题+

在新港市场经商的刘先生表示"

由于市场行业竞争激烈" 如果要求客
户先打款再发货" 那样的生意会很难
做" 客户可以选择其他同行进货+ 所
以"为了做好生意"委托物流公司代收
货款"也是无奈之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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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陵水做零售家纺生意的张先生
告诉记者" 没有物流公司代收款业务
前"他们都得定期来海口采购商品"或
者是电话订购"无论以上哪种形式"零
售商们都得随身携带大量货款远行或
者去银行排队办理汇款" 如此一来既
危险又耗时间+ 在物流公司开办代收
款业务后" 零售商们只需在店里收货
物" 并在收到货物时将货款交付送货
人员"这样就省事多了+

记者采访了多家物流公司负责人
得知" 物流公司对代收款这项业务也
是绞尽脑汁+ 代收款这项业务增大了

公司的工作压力+ 由于发货商要求物
流公司发货后代收款" 物流公司如果
只办理发货业务" 发货商会选择其他
物流公司发货+

在公司收取代收款问题上" 多家
物流公司负责任人也担忧物流公司员
工挪用款项或携款逃跑+ 据了解"数年
前" 一家物流公司员工卷走了数十万
代收款" 最后该物流公司负责人只能
将公司的大型货车抵押变卖" 用以赔
付发货商+

'P

QR>?SHT8UV

代收款业务往往基于发货商跟物
流公司之间的信用关系"%物'%货'双
方的金额及相关事项" 仅靠一纸凭证
来证明和维系"显得过于单薄+ 目前"

海口物流行业缺乏统一的规范" 尚未
建立物流行业健全的管理机制+ 物流
行业如何破解诚信危机& 如何步入规
范& 本报将继续关注+

WX>?SHYZ[\]U ^_>?`Ea;bcdefg:;"""

h345i>?DE!jk"

!"#$

!"!#$%&'()*+,"-./+,"01*+,23+,456789:;<=>?@A:BC# DBEFG*

HIJK$ LMNOPQRS!T!U.$+,45VA:WX%VA:WX&Y0QZ[\V]A:!^_Z[\`ab'c8'

defghijklmnop$_qr+,45estuvwx]VA:deyz{|!

%

}!'c~��+,45x]VA:!�

�S���$

!

!"#$ %&' ()*+

,-./0123456789:#;<=>?@

A*BC

!

D

"

EF

-记者 !"

实习生 #$%

.$日"记者从有关单位
获悉"为进一步支持美国中小学开展
汉语教学工作"国家汉办于(+"(年启
动赴美国汉语教师志愿者选派工作#

我省共有(+个候选人名额#

海南师范大学作为 %东南亚汉语
推广师资培训基地'"受国家汉办的委
托"近年来已经选拔了数百名%国际汉
语教师志愿者' 赴东南亚国家任教汉

语# 据悉"该项目候选人主要从具有,

年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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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职语言教学经验的
在职教师和回国志愿者中推选# 小学
教师和符合条件的回国志愿者优先考
虑" 原则上高校教师候选人比例不超
过本省名额的百分之二十/ 孔子学院
项目只接受中小学教师报名" 申报人
选须具有(年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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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职语言教
学经验# 推荐条件还包括$具备良好的
政治和业务素质"热爱祖国"志愿从事

汉语国际推广工作" 具有奉献精神/身
心健康/教育学,中文,英语,外语或其
他相关专业" 学士或学士学位以上学
历/ 普通话达到二级甲等以上水平"具
有较强的英语口头和书面表达能力等#

国家汉办将组织国内专家和美
方代表将对候选人进行(轮面试"面
试时间拟分别定于(+"(年(月和,月#

之后进行储备培训#派出时间拟定于
(+"(年.月下旬"任期为/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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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为继续支持东南亚各国开展
汉语教学工作"应外方需求"国家汉
办定于('"(年(月至0月组织开展赴
泰国,菲律宾,柬埔寨等国汉语教师
志愿者储备人员选拔和培训项目#志
愿者储备人员须参加国家汉办统一
组织的面试和心理测试#派出时间为
('/(年0月至$月/任期/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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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在三亚停靠站执委会上了解
到" 沃尔沃环球帆船赛三亚站赛事活
动的中心区域半山半岛码头展区有望
在本月(+日开放#

据介绍"目前半山半岛帆船港内各
项陆域建筑已完成" 水域部分的浮码
头搭建已完成&*2左右# 所有展馆将
在"月(+日之前建成"半山半岛码头展
区有望本月(+日对外开放#

另外"三亚站赛事吉祥物%路路'产
品已投入制作" 计划本月"&日完成推
出# 此外"三亚旅游部门印制了一批包
含沃帆赛活动安排内容在内的旅游温
馨提示牌" 发放给各个酒店布置于大
厅,客房内#赛事期间还将开通%赛事村
巴士快线'#记者从会上了解到"沃帆赛
三亚站执委会已启动国内外约"++家主
流媒体的邀请工作" 受邀媒体预计(++

人# 截至目前"第一批回函确认参与报
道的外国媒体共有*家$个人#

(+""*(+"(沃尔沃环球帆船赛三
亚站将于(月0日*"$日在三亚半山半
岛帆船港举行# 沃帆赛环球展示馆将
于本月(*日从开普敦移入三亚" 届时
市民可以看到阿利坎特, 阿布扎比等
国际城市的形象展示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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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末来五年"临高将建设文澜新
城" 并坚持公园化县城的建设理
念"打造一个以人为本,生态优越,

生活便捷,产业现代,适宜人居的
公园化县城"增强临高的吸引力和
美誉度# 这是记者$日在中国共产
党临高县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上获
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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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高县第十二次党代会提出"

要因地制宜"突出特色"打造经济增
长极和增长点大力实施沿江靠海,

城市扩张,中心北移战略"科学调整
空间布局"突出重点重抓"以点带
面"点面结合"培育新的经济增长极
和增长点# 在末来五年"临高将建
设文澜新城"打造公园化县城#

临高县委书记李江华在报告
中提出"将规划建设&3$平方公里的
文澜新城"建设城市样板区,示范
区# 先期启动4平方公里起步区建
设"实施行政中心北移"规划建设
体育广场,综合体育馆,歌剧院,图
书馆,城市规划馆,文澜公园等配
套设施"引资建设/至%家五星级宾

馆"完善城市服务功能# 把文澜江
两岸建设成为城市中轴线和临高
的城市名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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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力建设临高角滨海旅游度假
区# 依托滨海沙滩,文澜江自然特色
景观" 以红色历史文化为人文内涵"

建设金色西岸知名的滨海旅游度假
区#将马袅湾打造成国际旅游休闲社
区#规划建设以红树林湿地公园为主
题"集旅游度假,休闲运动,旅游观光
等为一体的国际旅游度假区#

末来五年"将金牌港经济开发
区&4./亩连片政府储备地设立为
起步区"规划建设游艇产业园,高级
体育用品制造基地,饰品工业基地#

力争引进%至4家产业带动能力强,

税收贡献率大,吸收本地居民就业
率高的支柱型企业"拉长工业短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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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高县本次党代会制定了今
后五年全县经济社会发展的奋斗
目标$经济总量有新提高# 全县生
产总值年均增长/43*2以上/ 地方
一般预算收入年均增长%+2以上/

固定资产投资年均增长4+2以上/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年均增长/&2

以上"经济综合实力明显增强#

产业发展有新体系# 坚持三次
产业协调发展" 调精做优现代特色
农业"培育壮大新型工业"大力发展
现代服务业" 基本形成服务经济为
主体,新型工业为支撑,现代农业为
基础的产业体系" 三次产业结构更
合理#

县域发展有新格局# 区域布局
进一步优化" 功能配套科学合理#

文澜新城,临高角,马袅湾,金牌开
发区,渔港群等重点区域产业优势
更加明显"成为临高经济发展的增
长极和增长点# 基本形成南部地区
发展现代热带高效农业,北部沿海
地区发展海洋渔业和旅游业,县城
发展现代服务业,开发区发展新型
工业的格局#

民生福祉有新水平# 城乡居民
收入大幅度提高"收入差距逐步缩
小"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农
民人均纯收入年均增长/*2/城乡
公共服务支出占比逐年提高/社会
就业更加充分/社会保障体系全面
覆盖"社会事业全面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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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习生 #$%

.$日" 记者从海南大
学了解到"/月#,*日" 有/$%4名学生
从海大儋州校区顺利迁入海甸校区"

/+日" 又会有4.$名参加研究生入学
考试的学生从儋州校区迁入海口海
甸校区"这%4+%名学生将在海甸校区
开始新的学习生活#这意味着"%两校
合并'后"学生搬迁工作基本完成#

据校方称"自%++.年&月"首批*+

余名教师和/+++多名学生从儋州校
区搬迁至海甸校区以来"通过四年的
努力"现已基本完成了省委省政府关
于两校合并,儋州校区整体搬迁到海
甸校区,整合力量建设高水平%%//工
程'大学的任务/合理规划了三校区
办学定位"即海甸主校区以全日制本
科生,研究生为主"儋州校区,城西校
区以应用型本科,培养实用型技术人
才为主#

®¯°�±²³

´µ§¨q¶

J*NO

!

D

#

EM

-记者 I

JK 通讯员 LMN OP

.*日晚"

儋州易顺房地产公司, 儋州市教
育局联合主办的%%+/%迎春慈善拍
卖晚会' 在儋州北部湾大道水榭
丹堤项目举行"经过一番竞价"水
榭丹堤一套别墅以4&+万的价格卖
出" 开产商当场将拍卖所得的/++

万元捐给儋州市教育局" 支持儋
州教育事业#

据了解" 水榭丹提是易顺房地
产公司在儋州的首个项目" 项目位
于儋州市那大城北新区核心区域#

随着儋州市建设旅游城市的步伐加
快" 那大城北新区成为儋州市未来
最重要的居住区和商贸区" 项目周
边生活配套也日趋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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