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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日"高先生向南国都市报反
映"前段时间"他到$天连锁酒店三亚
临春河美丽之冠店住宿后开发票时"

服务员表示他们连锁店还没有发票"

可以登记留下住址" 等他们有发票后
再寄过去# 在他再三要求下"服务员竟
拿出一张其他酒店的住宿发票给他"

由于他是因公出差回去要及时报销"

只好接下那张其他酒店的发票#

高先生说"$天连锁酒店是全国知
名连锁店"由于经济实惠"他到各地出
差时都喜欢住$天连锁酒店#以前都是$

天连锁店开自己的发票"这是他第一次
遇到住$天连锁酒店开其他酒店发票的
情况"而且他发现该店大堂并没有悬挂
营业执照$卫生许可证$特种行业许可
证等证件# 他怀疑$天连锁酒店三亚临
春河美丽之冠店可能不是正规连锁店"

不然怎么开业了还没有发票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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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高先生的疑问""$日上午"记

者陪同一位入住$天连锁酒店三亚临
春河美丽之冠店的客人到总台退房实
地探访#

在服务总台"办完退房手续后"记
者表示这位客人是单位接待的" 需要
开发票报销时"服务员表示"他们酒店
还没有正式开业"所以没有发票# &没

有发票怎么报销啊% 我总不能自己垫
付吧# '记者装作着急的样子问# 服务
员表示"可以留下具体地址"他们正式
开业后再将发票寄回去# &我们单位都
是当月报销的"超过时间自己付# '服
务员表示"如果急着要发票"他们可以
找其他宾馆酒店的发票给客人# 记者

指着空空的墙壁说(&你们酒店怎么没
有悬挂营业执照$消防许可证$卫生许
可证等证件啊% '服务员表示相关证件
正在办理中"很快就下来了# 当记者问
没有办理相关证件就开业属无证经
营"有关部门是否来查处时"那位服务
员没有回答#

随后"记者登录$天连锁店官方网
站了解到" 三亚临春河美丽之冠店只
是一家筹建中的酒店# 按$天连锁酒店
的规定" 没有取得相关证件是不能公
开营业的"也不能接受顾客网上预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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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三亚市家庭旅馆管理办法!

等有关规定"办理旅馆的程序是"申请
人首先向工商部门办理名称预先核准
书后"要到消防部门办理消防许可证"

再到卫生部门办理卫生许可证$ 公安
部门办理特种行业许可证$ 工商部门
办理营业执照#

记者从三亚市消防支队了解到"

目前"他们虽然已收到$天连锁酒店三
亚临春河美丽之冠店办理消防许可证

的申请" 但还没有审批办理消防许可
证# 同样"三亚市工商局东城工商所有
关负责人也表示"目前"他们还没有接
到$天连锁酒店三亚临春河美丽之冠
店办理营业执照的申请# 三亚市公安
局河东派出所有关负责人表示"虽然$

天连锁酒店三亚临春河美丽之冠店已
经向公安机关申请办理特种行业许可
证"但还没有审批下来#

按规定"没有办理消防许可证$卫
生许可证$特种行业许可证$营业执照
就擅自对外营业"属于无证经营# 对于
$天连锁酒店三亚临春河美丽之冠店
在没有办理相关证件就开始营业"三
亚公安局河东派出所已经介入调查#

据了解"为加强家庭旅馆消防安
全管理"三亚市消防支队决定"!月%

日至$月!&日开展为期#个月的专项
整治# 对未办理消防手续$建筑内部
装修使用聚氨脂泡沫等易燃可燃材
料装修等存在消防安全隐患的"将
依法予以行政处罚$临时查封$挂牌
督办"存在重大火灾隐患而拒不改正
的单位负责人"报请公安机关依法予
以拘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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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从省国资委获悉"金林集团
近日召开会议" 为最后一批近"&&名
职工补缴社保和发放经济补偿金#截
至目前"原省农牧业总公司系统%#家
企业(&&多名职工全部解除了劳动合
同"得到妥善安置# 这标志着金林集

团托管企业改制难度最大之一的单
位,,,原省农牧业总公司的改制关
闭工作全部完成#

原省农牧业总公司是海南建省
初期由原海南行政区农业局转轨的
老国企"历史遗留问题较多"管理体制
难以适应形势要求# %''!年全部停业

后"职工待业放长假"连生活费都发不
起# 根据省政府有关改革政策$省国资
委的整体部署和农牧总公司下属%#家
企业的不同情况"经多方调研和论证"

对该公司改制关闭职工安置分三批进
行# "&&(年底完成%家""&&)年底完成
%"家"最后"家近日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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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日上午" 省检察
院特邀省内%%名顶级书画大师参加
检察机关书画创作笔会#书画家们齐
聚一堂"现场挥毫"即兴创作艺术作
品"一展风采#

据悉" 这次书画笔会由海南省检

察官文联和省检察院政治部主办# 此
次活动是海南省检察官文联成立以来
的一次重要文化活动" 也是即将开展
的全省检察机关书画摄影展前的预
热# 书画大师们的作品将在检察机关
书画摄影展上作为示范作品展出#

%%名书画大师的作品中有隶

书$楷书$行书$草书"每个字都是
一个世界" 越看越有味道# 绘画作
品中有人物画$ 海南山水画$ 花鸟
画等"作品各具特色$独具匠心$神
韵怡然"内涵丰富#

这次%%名书画大师共创作了!&余
幅书画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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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讯员*+,

+ 临高县在开展海
南明大行动中"创作公益歌曲)文明
一家!"用歌声倡导社会文明# )文明一
家!由四川省作家张景川$临高县文明
办副主任张笙发共同作词" 张笙发作
曲#由海南青年歌手芦海东$吴晓芸"小

歌手林田甜共同演唱# 歌词通俗易懂"

有一定哲理性"旋律简单流畅#

记者在中国原创音乐基地网站
**++,-../01#23451067+看到"歌曲自!月(

日上传以来"点击率达)万多人次# 目
前"该歌曲已在)南海网!$$)&)')1067

海南前线!$)天涯社区!等媒体推广#

� ¡¢:£¤¥) ¦§¨©*

ª%Z*[«¬®$¯°±~&²�³´

µ¶·%�¸¹º$»¼½&+

�¾·¿ÀÁ Â³ÃÄ

./GH

$

I

%&

JK

*记者-.

/

+"$日%((&&"博友&葛小爷'在海口市
海德路看到车牌号为&琼89$%::'的出
租车尾部;<=灯显示&我被打劫"请报
警'的红色字体#疑惑下"他发布了一条
微博#微博得到不少网友转发#经了解"

原是该车;<=显示故障# 目前"海口出
租车监控中心已通知司机尽快维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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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距离第三届 &海
天盛筵,,,,,"&%"中国 *海南+游
艇$ 公务机及尊贵生活展' 还有'

天" 记者!月"$日从三亚鸿洲国际
游艇会了解到"截至目前"已有部
分游艇到达三亚""(日" 由厦门骏
豪游艇有限公司参展的 &鲨鱼潜
艇'也到达三亚#

本届展会规模及水准再度提
升"展区水域面积约)1)万平方米"陆
地面积约!1"万平方米" 整个活动区
域面积将达到%#万平方米# 展会延
续了往届高端奢华生活体验的特
色" 设立了>?@酒廊和>>?@酒廊"以
此为参展人员提供更好的服务"并
为他们提供更便捷的交流平台#

据了解" 目前已有一些参展游
艇到达三亚(;8ABBC9#&由法国运

到香港转驶至三亚"博纳多旗下两
艘船 DE/FG AH 9'和 2F42F ##到港 "

%"& 英 尺 长 的 豪 华 游 艇 *6G3I64

JK2F2 %"& 从 台 湾 抵 达 三 亚 "

JLGMK3F2 #(&和$"&由香港抵达三亚
鸿洲国际游艇港"宾士域旗下高端
品牌NL++GF2(&也到港#

"(日" 由厦门骏豪游艇有限公
司参展的&鲨鱼潜艇'也到达三亚"

&鲨鱼潜艇'是模仿水下杀手大白鲨
的外观建造" 无论是标志性的背
鳍"还是锋利可怕的牙齿"都仿制
得惟妙惟肖"就连它的体积都和真
正的大白鲨一样大# &鲨鱼潜艇'

炫酷的外形和令人倍感刺激的诸
多功能让人不由得想起&&$系列电
影中詹姆斯-邦德的秘密武器"广大
市民可在展会&海天盛筵'展上一睹
其时尚风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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