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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日来#三亚道路运输集团有限公
司$cdefghij%涉嫌向所属司机
收取$黑钱%一事#引起社会各界广泛关
注#三亚市交通局&公安局等有关部门相
继介入调查# 目前道路公司负责人邝某
已被三亚公安部门刑事拘留' #月$%日#

三亚道路公司称#截至$"日#已退还%&名
司机%!!余万元#现正在积极配合政府做

好退款工作(

据了解#针对此事#三亚市交通局
共收到道路公司出租车驾驶员诉求材
料'%$份#其中司机们反映道路公司收
取$黑钱%

$Okcl5mQ%的材料达
'("份#'("份材料所反映$黑钱%金额
达')!!多万元( 随后三亚市公安局成
立专案组对此进行调查# 并刑拘道路
公司负责人邝某和相关中介人员(

*月')日#三亚道路公司一名副总经
理和几名工作人员召集有关出租车司机
开会#就此前公司收取$黑钱%一事进行
道歉( 该公司林副总经理在会上口头承
诺称#会在*+天内陆续将公司所收的$黑
钱%如数退还给车主#同时希望司机们不
要再到有关部门反映情况(

记者从相关渠道获悉# 道路公司
经过调查核实确实存在有收取出租车

承包合同外资金的行为# 该公司表示
会对此负责到底# 会无条件把钱退还
给相关司机# 同时欢迎有关部门对此
进行监督(

$%日#道路公司相关负责人表示#

据统计#截至$"日#已经退还多收的费
用%$%,-%万元#共计%&名司机( 同时还
向三亚市交通局& 公安局缴纳用于退
还$黑钱%的保证金分别为&++万&$&.,&

万元( 目前# 该公司账户被冻结资金
--/,)-万元(

针对此事# 记者联系了三亚市交
通部门# 一名日前负责处理此事的有
关人员告诉记者# 此事公安局正在调
查#询问他们能得到更权威的回答( 随
后记者联系了三亚市公安部门# 但被
对方告知#此事仍在侦办中#具体情况
尚不便告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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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上午# 记者到达颜春岭公
墓时看到#已有不少市民扫墓#一位
姓李的市民说#$提前过来扫墓#免
得高峰期人多拥挤( %

墓园入口处设置了不文明祭祀
曝光栏# 路两边关于文明祭祀的横
幅十分显眼(

墓区内# 有的工人正在往路边
的消防水桶里加水# 有的在安置祭
祀指示牌( 据吴主管表示#墓区内放
置了-++多个消防水桶#主要防止墓
区火灾#也方便市民打水擦洗墓碑#

工作人员会随时保证桶中有水(

为破除封建迷信# 提倡文明祭
祀#保护墓区绿地#在清明节期间#

墓区将提供$+++多只焚烧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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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岁的谢阿伯# 已经在墓区
内卖祭祀用品-+多年了# 他是墓区的
老员工( 谢阿伯说)$我自己有两辆三
轮车和一辆轮椅#提供给那些残疾人&

行动不便的老人免费使用( %

当天上午#有市民想卖鲜花#谢
阿伯对此说)$对于用鲜花& 塑料花
祭祀的群众#我们大力支持#我们的
鲜花也不会卖高价#只比成本价多-

元至-,&元左右( % 据谢阿伯介绍#清
明节期间#需要购置盆栽鲜花*++多
盆# 花篮-++多篮* 塑料盆花%++多
盆#塑料花-+++多束#满足市民鲜花
祭祀的需求( 具体鲜花+塑料花价格
为) 盆栽鲜花-+,--元# 塑料盆花
$+,$*元#一束塑料兰花-"元#一束
塑料菊花-(元(

除了提供私人的轮椅和三轮车

给老人和行动不便的人使用外#谢
阿伯还准备了*把剪刀#市民可免费
借用剪草或修剪树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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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下午#吴总管告诉记者#海
口相关领导到墓区召开了现场会#

对清明节工作进一步安排# 免费扫
墓专线车的数量将会增加# 具体的
车次和线路未定# 定下后将及时向
社会公告( 颜春岭公墓有*个停车
场#共$+++多个车位#但是高峰期时
段车子有上万辆# 停车位肯定不够
用( 对此#吴总管说#市民乘坐免费
扫墓专线车可直达墓区外的停车
场#里面停满后#开私家车的市民需
停在外面( 现在大力倡导坐专线车
扫墓#以减轻墓区停车压力#同时也
保护墓区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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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山公墓的墓穴有$+++多座#

扫墓的市民相对较少# 但是也会有
免费专线车( 富山墓园朱主任向记
者表示#目前#园区的安全&消防&救
护设施都准备齐全( 今年也有免费
专线车#但是需要市民$no %提前
打电话预订#初步统计扫墓人数后#

以便安排专线车辆数量( $去年我们
准备了-+辆专线车# 但是两辆都坐
不满#其他车辆就闲置了( %

对于开私家车前往的市民#朱
主任建议# 错开祭祀高峰期#(月*

日&(日早上)点到中午-点为高峰
期#墓区停车位只有(++个#停车压
力大*车流多也可能造成交通拥堵(

而前往吉荫贤公墓市民# 同样
需要提前电话登记( 吉荫贤管理有

限公司办公室黄主任表示#$免费专
线车还未确定车辆数量#需顾客$3

4 % 打电话登记祭扫的情况和人
数( %停车位方面#有*个停车场#共
(++多个停车位(

浮陵水公墓及海口市殡仪馆相关
负责人表示#已经配备好了灭火器&消
防水桶等消防&安全措施#还将组织保
安引导停车和维护秩序# 现场有鲜花
出售#方便市民祭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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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记者在走访颜春岭墓区
时#依然看见许多市民焚烧冥币&点
香烛&放鞭炮等*但也有市民主动买
鲜花祭祀( 据海口市民政局相关负

责人介绍# 经过多年的宣传和倡议#

去年用鲜花祭祀的市民达到*+0#今
年预计超过该数额(

据介绍#清明节期间#海口市民政
局将组织人员修整公墓周边灌木#清
理易燃易爆物品#设置防火隔离带#组
织防火&疏导队伍#并提前进入临战状
态(还将加大巡防力度和巡护密度#做
到林有人巡#路有人守#坟有人盯#确
保各项防范措施落实到位( 并落实领
导带班#坚持$(小时值守*确保时刻有
人巡护#严禁漏岗&脱岗等现象发生*

保证通信畅通# 定期对有关人员的在
岗情况进行检查*严格落实报告制度#

有情况要在第一时问上报#不准迟报&

漏报&瞒报(清明节期间工作人员不准
休假#领导干部不得外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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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从海口市
秀英区住房保障中心了解到# 已获
得秀英区廉租房保障资格# 并由该
中心实施配租安排入住在福秀小区
但至今尚未入住的保障对象# 限在
( 月 & 日前入住# 逾期不入住者#

将会根据 -海口市廉租住房保障实
施办法 !试行". 的规定取消其保障
资格(

据秀英区住房保障办公室主任
黄亦强介绍# $+-- 年 -- 月期间#

秀英区经过核查并配租了 &$"套廉
租房# 现在已经几个月过去了# 据

小区物业初步统计# 仍有 -++多户
尚未入住(

黄亦强分析# 不愿意入住福秀
小区可能有 *个原因) 一是福秀小
区的配套路网设施还没完善# 尤其
是向荣路的路况比较差# 租住户不
愿意入住( 如今# 向荣路计划今年

"月开修# 随之通往小区的道路也
将完善( 另一个原因# 有人打电话
来表示要对住房进行简单装修# 要
花费一定的时间# 这点可以理解(

其三# 是否还有其他住所# 这点中
心会认真核实# 如发现租住户还有
其他住所# 将对其进行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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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 海南省价格成本调查队对海口+

三亚+文昌+临高+琼中+乐东等"个市县
$*个规模养猪专业户开展生猪成本收
益情况调查#结果显示#去年我省规模
养猪效益大增(相关部门今年将进一步
加大对我省能繁母猪和良种生猪的补
贴力度# 适当降低生猪的各项收费标
准#确保海南生猪市场价格稳定(

据调查#我省规模养猪平均每头产
值为-)"%,%*# 比上年同期-*+(,*)增长
&+,.&0* 平均每头净利润为($$,+)元#

比上年同期-*(,+"元增长$-(,.&0( 其
中 # 大规模养猪平均每头产值为
-)"),)$元#同比增长"+,**0#平均每头
净利润为$+%,"*元#同比增长"+&,+"0*

小规模养猪平均每头产值为$+$%,&)

元#同比增长&+,$(0#平均每头净利润
为&*+,*%元#同比增长$+$,-%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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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从省物价局获悉#该局日前印发了
-海南省$+-$年医药卫生服务价格大检
查工作方案.(方案要求#$+-$年全省医
疗卫生服务收费大检查工作持续到--

月底( 主要工作是)全面完成检查工作
任务#依法处理价格违法案件#积极开
展调查研究工作# 认真总结大检查工
作(尤其抓紧落实国家直查及责成检查
医疗机构的处理入库工作# 抓紧落实
$+--年全省交叉检查的&+宗违规案件
的处理#抓紧开展其它医疗机构的检查
及处理(同时#采取$回头看%的方式#对
已处理的五十家医疗机构违规行为的
整改落实情况进行抽查回访#督促医疗
机构针对检查发现的问题进行整改#规
范医药卫生行业服务价格和收费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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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从省国土资源环境
厅了解到#-海南省近岸海域环境功能
区划!$+-+年修编".近日经省政府批准
印发实施(

据介绍#区划结合我省近岸海域开
发利用规划#重新划定近岸海域环境功
能区#确定近岸海域环境功能区水质保
护目标#并建立近岸海域环境功能区管
理措施体系和保障措施体系(

区划的实施使我省近岸海域环境
保护工作走上$管理有依据+控制有目
标#从技术防治转向规划防治%的新台
阶#并对保护我省海洋环境#合理进行
岸边建设和开发利用海洋资源#维持海
洋生态平衡# 促进本地区经济快速发
展#实现社会+经济+环境的协调发展和
海洋资源的永续利用具有重要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