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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天的研讨会上!黄成模要求"一
是把工商部门做法宣传好 # 要把
$#$%#&温馨提示% 设置在海鲜大排档
最明显位置!摆放在每张餐桌上&二是
把工商的职能落实好# 执行好'一人一
店!两人一组%的监管模式!把责任落
实到每个人!要紧跟形势变化!集中全
系统智慧!积极创新监管模式和手段!

履行好工商职责& 三是监督海鲜大排
档把'四联点菜单%落实好# 点菜单要

编清序号!至少要保存半年以上&四是
把工商形象树立好# 市场监管要做到
'四个统一%!即监管与发展(监管与服
务(监管与执法(监管与维权相统一!

在监管中体现服务! 在服务中实施监
管!目的是促进当地经济社会的发展)

陈楷指出! 发生富林海鲜排档欺
客宰客事件! 主要是对三亚市海鲜排
档快速发展的形势估计不足! 制度建
设滞后! 监管措施和方法针对性有效

性不够强!监管有余而服务不足!堵多
疏少!强化了工商部门的运动式管理!

弱化了对经营者诚信经营( 文明经营
的经常性教育!管理手段落后!手工操
作多!科技含量低*

陈楷要求!在下一步工作中!一是
要提高认识! 把思想统一到海南科学
发展+省委省政府的重大战略部署上&

二是加大制度建设! 提高程序化的刚
性约束!提高制度建设准入的门槛&三

是争取把海鲜排档管理纳入政府工作
日程上来!共同研究解决的办法&四是
要加强基层所的专业化建设! 增强基
层执法人员履职能力(协调处理能力&

五是要运用科技手段加强巡查! 要与
法院(物价(城管(卫生等相关部门联
合组成速裁法庭!共同执法&六是要采
取滚动式管理模式! 积极争取推动当
地政府每半年或每年进行一次海鲜大
排档先进典型和先进个人评选表彰活

动& 七是建立三亚市海鲜大排档节假
日或季节性超市或集市! 让其他市县
人员集中时间在旅游度假区经营海鲜
排档!满足游客需求&八是成立海鲜排
档行业协会! 发挥协会的桥梁和纽带
作用#

目前! 海南省工商局已经成立了海
鲜大排档课题调研组! 邀请三亚市有关
职能部门( 海鲜大排档经营户和消费者
代表举行了座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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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中华全国总工会的邀请!以日本日中
技能者交流中心理事长人见一夫为团
长的日中技能者交流中心代表团一行'

人$(日到达我省进行访问* 当晚!省人
大常委会副主任(省总工会主席符兴会
见了代表团一行*

符兴首先就代表团来访表示感谢*

他说! 日中技能者交流中心组织成立以
来! 以中国职工对外交流中心为主要窗
口!积极从事对华经济(技术(文化交流
与合作! 接受中国职工对外交流中心派
遣的一万多名各行各业的技术研修生赴
日进修!通过技术交流!为中国输送了不
少优秀的老师(专家等技术性人才*

日中技能者交流中心理事长人见
一夫也表示!将珍惜现在中日双方建立
下的友谊!争取在双方工人事业上有更
好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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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日报报业集团为深入贯彻我省提出的
文明大行动的要求! 提高员工的个人素
质! 提高集团员工文明作业!$(日上午!

集团特别邀请了我省著名的环境色彩顾
问孙艺! 为集团员工举行了一场生动的
关于'职业形象与礼仪%的专题讲座*

孙艺分别从着装(个人色彩搭配等
方面进行了详细讲解!并通过与员工的
现场交流(互动!更好地为员工提高个
人形象给予指导和帮助*

孙艺)''&年毕业于中央工艺美院
装潢设计系* 之后!演习商业(产品(空
间环境(化妆造型等领域的色彩搭配技
术*)''*年从师'中国色彩第一人%于西
蔓学习盛行西方的'色彩季节理论%!成
为中国最早的专业色彩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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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亚航空总部的标杆性建设项
目...三亚国际水上飞机中心的具
体规划和建设进程!成为人们热议的
话题* $(日!记者采访了解到!三亚国
际水上飞机中心项目选址在三亚湾!

新风街对面海域! 距离陆地大约%*+

米处!建筑总面积约,万平方米* 该中
心建设具体项目包括航空进出港综
合楼+航空展览展示与保障中心 +旅
游游客服务中心及-./私人飞机游艇
会所等!建成后会设飞机泊位至少$+

个* 经过前期大量调研及论证!目前
该项目已进入选址确定+规划研究论
证阶段*

三亚国际水上飞机中心全部采
用透水架空结构!建筑体的下方将被
架空! 由多个深入海底的支柱支撑!

成为'浮%在海面上的一个综合性建

筑体* 从建筑体设计上!三亚国际水
上飞机中心就像一个当代艺术品!白
天从任何角度观看都能获得最佳的
视觉效果!夜间的灯光则使之看上去
宛如一颗海上明珠* 在规划中!三亚
国际水上飞机中心建筑体占海域面
积约"+亩!建筑总面积约,万平方米!

高度有$+至%+米! 楼层有&到,层!设
飞机泊位至少$+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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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艇帆船泊位则有)++个*

而在鹿回头小洲岛游艇俱乐部
酒店东侧鹿回头山脚下!还将建设一
个作为三亚国际水上飞机中心缓冲
与配套的飞机停泊港!该港口具备三
亚湾季风避风港与飞机调配码头的
功能!是优良的飞机起降区* 其中飞
机调配码头从马路直接架空延伸到
海中约$++米处! 可设置飞机泊位)&

个!游艇泊位&+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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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在海口市建设国际旅游岛环境综合
整治领导小组统一指挥下!海口旅游+公
安+工商等部门组成的联合执法组!针对
明珠广场一带街头发放旅游 '优惠卡%+

扰乱旅游市场行为进行了集中打击* 现
场查处%个非法旅游传单窝点!缴获虚假
广告印刷品)*万余张* 在南宝路一处窝
点!堆放着大量印有'海南省中国旅行
社%字样的宣传单!其实派发宣传单的
人都是在假借省中旅名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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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以靓丽的城区环境迎接博
鳌年会的召开! 海口美兰区政府已
投入"++万元整治和改造重点路段!

投入$++万元硬化村道等! 连日来!

开展的街景立面改造+ 农村创卫示
范点改造以及重点部位整治等三大
工程整治行动!效果明显*

连日来!美兰区以海甸岛+机场
周边和高速公路沿线整治为重点!全
力推进街景立面改造+农村创卫示范
点改造和重点部位整治三大环境综
合整治工程!以全新的环境迎接博鳌
年会的召开* 到目前为止!美兰区已
经完成龙昆路到世纪大道的街景立
面改造工程!对))处)'宗建筑进行粉

刷和改造*

同时! 该区从完善基础设施入
手!区政府投入"++万元!对环岛路+

和平大道+海甸五西路+海达路等重
点路段!改造人行彩砖+工地围挡!粉
刷墙体及清理各类垃圾*

美兰区是外宾进入海口的必经
之路!为了让机场通道两侧的环境变

得更加靓丽! 该区还清理琼山大道+

新大洲大道和绕城高速公路+海文高
速公路出口的垃圾杂物+ 违法建筑!

修建绿化枯枝!补种花草数目!使辖
区环境焕然一新* 此外!该区以演丰
镇禄尾村为示范点积极推动卫生村
庄创建工作!共投入$++万元!硬化村
道+建设公共厕所+修建海堤护栏等*

$(日上午!海口边检总站马村
边检站组织全站民警!开展了一场
处置口岸突发事件实战演练*

)+时$'分!现场指挥员在监控
室随机抽取在港外轮!向监控室值
班民警下达演练指令'某码头停靠
的某船出现可疑人员!请按处突预
案开始演练%* )+时%+分!随着三声
紧急集合铃声的吹响!参加演练民
警迅速携带处突警械到一楼大厅
集合* )+时%$分!处突民警已按照
方案要求集合完毕!并按照演练指
挥员的要求! 分成现场控制处理+

警戒隔离+调研取证+指挥协调+后
勤保障五个分队!迅速奔赴事发地
点* )+时%,分!民警驱车到达事件
所在地...马村港务码头!并立即
下车!设置警戒线!将无关人员隔

离在外*

演练的第二场情景设置中!当
执勤民警在口岸发现可疑物品后!

迅速取下巡查车上防暴毯将其盖
住!并将有关情况立即向值班室报
告* 听到紧急集合铃后!参演人员
赶往现场开展处突工作&第四分队
负责联系驻口岸防暴+ 消防等单
位!第一分队负责警戒和疏散危险
物品附近人员!第二分队负责疏散
警戒区域外人员!第三分队负责现
场的摄影+拍照+及时向第一分队
了解具体案情及与口岸内部保安
部门联系! 阻止无关人员进入口
岸* 待防暴部门排除险情后!站值
班领导下令解除警戒!恢复口岸正
常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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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口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美兰
边检站为了确保与会政要+ 嘉宾+媒
体记者入出境安全+便捷!将采取三
种检查方式办理通关手续*一是在入
出境检查厅各增设两条'博鳌亚洲论
坛$+)$年年会%专用通道!为乘坐正
常航班的非礼遇嘉宾办理通关手续*

二是在国际候检厅设置 '礼遇检查
厅%!为乘坐专,

4

-机或正常航班的
礼遇级别与会嘉宾实行礼遇检查*三
是采取'流动检查%方式!为搭乘停靠
在远机位专,

4

-机的礼遇级别嘉宾
及随行人员提供方便快捷的通关服
务*

!+,12 3'489:"

为确保博鳌亚洲论坛年会期
间铁路线路的安全!海口铁路公安
处近期组织开展了形式多样爱路
护路宣传!全力创建线路治安'绿
色通道%* 该处各派出所组织警务
区民警深入附近的集镇+ 村庄+居

民社区等人口聚集场所!展示护路
宣传挂图!以案说法!以惨痛教训
警示沿线广大群众自觉遵守铁路
安全规定* 逐一深入到学校+厂矿+

工地+住户!对沿线学生及群众进
行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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