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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习生$%&

" 今年春节过后# 海口
市开始对龙昆南路$ 龙昆北路$ 粤海
大道$ 丘海大道以及世纪大道等$条道
路临街建筑物进行立面改造% 近日#

该改造工程已经陆续完工# 以上$条道
路临街建筑物已经换上了&新装'%

#月%&日下午#记者在龙昆南路走
访时看到# 架设在该道路两侧临街建
筑物的脚手架已经全部拆除#中国城$

钟诚大厦$ 金竹园小区等临街建筑物
的外墙经过清理和粉刷# 看上去焕然
一新% 据海口市五大办相关工作人员
介绍#此次龙昆南路等$条道路进行临
街建筑物立面改造# 为的是配合加快
海口创建卫生城市的前进步伐# 提高
城市形象%在立面改造规划设计上#要
求是要让沿街立面景观清新亮丽#所
以在改造过程中# 不仅对龙昆南路两
侧房屋的墙壁进行粉刷# 广告招牌等
也要进行统一规划#颜色$尺寸各方面
都要求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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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日来#针对三亚道路
运输集团有限公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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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嫌向所属司机收取&黑钱'

一事#本报曾进行多次报道#并引起
社会各界广泛关注%%&日#日前成立
专案组调查此事的三亚市公安局向
媒体通报此案件的最新调查情况%

据三亚市公安局经侦支队负
责人介绍#自%'()年)月份以来#道
路公司多名出租车司机多次联合
投诉称#道路公司利用司机和公司
签订出租车承包合同的机会#借机
向司机收取&黑钱'%此事引起三亚
市政府高度重视#三亚市公安局成
立专案组对此介入调查%

据目前的调查情况#道路公司
存在向司机收取&黑钱'的行为%据

三亚警方调查人员介绍#记载收取
&黑钱' 的账本在警方立案调查前
已被涉案人员邝某销毁# 对此#目
前警方正要求道路公司给予配合#

进行相关取证%

)&日#南国都市报记者从三亚
警方获悉#警方以道路公司负责人
邝某存在收受$索取贿赂行为来进
行立案侦查#目前已刑事拘留邝某
以及搭线收取&黑钱'的&中间人'

共*人%调查发现#涉案人员邝某通
过身边的亲密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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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社
会上不少想承包出租车的人员接
触#借机收取&黑钱'%

此外#根据调查#道路公司向
司机收取黑钱的标准在每月*'''

元左右# 三年承包出租车期间一
次性收取+$至(,万元不等% 三亚

警方还提到# 已基本弄清道路公
司收取&黑钱'的过程#目前已依
法冻结道路公司,''余万元资金(

此外# 相关涉案人员个人银行账
户内存在超过百万元以上的大笔
资金流动情况# 目前警方也正对
此进行侦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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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三亚警方最近一次核实的
情况#道路公司已有$'余名司机领
回部分款项#$'余名司机没有领到
退款#另有+-名司机因联系方式提
供不全暂未联系上% 警方提醒#希
望仍未领到相应退款的司机尽快
主动联系三亚市公安局#配合调查#

争取早日拿回被违规收取的费用%

目前#此案仍在进一步侦查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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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月%&日从三亚鸿州游艇会
了解到#截止目前#报名参加&海天盛
筵)))%'+%中国!海南"游艇$公务机
及尊贵生活展'的参展商共有%/'家%

同时# 除姚明外#%'++年中国环球小
姐罗紫琳$ 四届美洲杯帆船赛冠军
0122344 561772先生# 中国之队主席汪
潮涌和589 :;<3==> ?@=67先生也将参
加*月$日),日举行的&海天盛筵'%

此外#今年&海天盛筵'特邀三位
曾参加过海上帆船赛这一历史最悠
久的国际竞技运动的选手亲临现场
与观众见面%而参加此次&海天盛筵'

的中国之队正在三亚基地备战将于*

月/日到+%日举行的美洲杯那不勒斯
站的比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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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记者
从海口美兰国际机场获悉#今年夏
秋季自.月%$日开始至+'月%/日结
束#共计%+/天%根据目前各航空公
司对美兰机场的运力安排# 预计
%'+%年夏秋季美兰机场执行航班
*%+$,架次# 国内地区同比新增海
口A合肥A青岛等+&条航线#并对至
北京$上海$温州等地的航线进行
加密#国际地区新开太原A海口A新
加坡等)条航线%

)'+)年海口市政府进一步加
大对航空业的补贴力度# 特别针
对夏秋季新增航线航班制定了补
贴条款% 根据)'+)年执行的*海口
市鼓励航空客运市场开发暂行办
法+规定#每年的*月+日至,月.+

日# 国内航线以本航空公司上一
年度的进港航班为基数# 按月同
比#每增加+个进港航班给予+B$万
元奖励%

据了解#今年夏秋航季国内地
区将同比新增+&条航线# 包括海

口A合肥A青岛$ 海口A重庆A襄阳$

海口A长沙A鄂尔多斯$海口A郑州A

长春$ 海口A南京$ 海口A贵阳$海
口A武汉A恩施$海口A赣州$海口A

洛阳A天津$ 海口A合肥A天津$海
口A汕头A义乌$ 海口A重庆A银川$

海口A福州A济南等航线#并对至北
京$上海$温州等地的航线进行加
密%国际地区将新开太原A海口A新
加坡和杭州A海口A新加坡航线#逐
步将美兰机场打造成面向东南亚
的区域型航空枢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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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记者从相关新闻发布会上
获悉# 世界郑氏宗亲联谊总会恳亲
大会将于今年$月+,日在海口举行#

届时来自世界各地的.'''余名郑氏
后人将在椰城共叙宗亲情谊% 据了
解# 世界郑氏宗亲联谊总会于)'',

年在香港注册成立# 宗旨是联谊宗
亲#团结互助#造福宗亲#关注公益
事业#弘扬爱国爱乡精神#推动海外
宗亲回国访问和投资置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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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从省住房城乡
建设厅获悉#从*月&日).'日#该厅将
会同省教育厅抽选精干人员组建督查
小组# 对全省中小学校舍安全工程及
)'++年度中职基础能力建设项目进行
工程质量安全专项督查%

本次督查的主要内容为, 一是工
程建设质量情况( 二是在建工程现场
安全管理情况(三是工程档案$资料收
集整理情况%督查将采取先由各市县$

省属中职学校自查# 再由省督查组抽
查的方式进行% 省督查组将在每个市
县随机抽查包括在建和竣工交付使用
的*个以上项目#并对)'++年度省属中
职基础能力建设所有项目进行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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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上午#省文联五届第二次全委
会在海口召开#全体委员齐聚一堂#共
商文艺发展大计%

省委常委$宣传部长$副省长谭力
出席会议并讲话%

谭力指出#近年来#海南文化工作
可圈可点#在思想宣传$文化改革等各
项工作中都取得了不错的成绩% &文化
是旅游之魂#旅游是文化之体'#海南
国际旅游岛建设必须要以文化为支
撑#才能得以长远发展% 省文联要发挥

主力军作用#积极推动海南文化建设#

不断增强国际旅游岛竞争力$ 影响力
和创造力%

谭力对广大文艺工作者寄予厚望#

他说#海南国际旅游岛建设为文艺的繁
荣和发展提供了大好时机#希望全省文

艺工作者抓住机遇# 继续深入基层#服
务群众# 结合海南文化特色和创作元
素#使海南文化事业有更大的繁荣% 文
艺工作者是海南国际旅游岛的&灵魂工
程师'#要承担起&铸魂'的使命%

会议回顾了)'++年全省文艺和文

联工作#总结了经验#安排部署了新一
年的任务% 全委会上#省文联委员按照
省文联章程规定# 选举张萍为省文联
主席%

当天下午# 省文联还在海口召开
了全省文联工作座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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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产仪式举行前#蒋定之参观了
硅基薄膜太阳能电池生产线% 他表
示#汉能海南基地的投产#带动海南
光伏产业提升了一大步% 大力发展和
推广清洁能源是建设海南国际旅游
岛的题中之义% 海南省非常重视清洁
能源的发展# 并将继续提供大力支
持#包括给予优惠政策的支持#设立
扶持专项资金#推动住宅$建筑工程
等领域广泛地应用清洁能源技术%

李国梁在投产仪式上致辞表示#

汉能控股海南光伏基地投产#是海南
省委省政府实施&大企业进入$大项
目带动$高科技支撑'产业发展战略
的重要成果#希望汉能集团以项目建
设投产为契机#加快推进海南光伏产

业基地建设%

李河君在致辞中对省$ 市两级政
府及有关部门对项目顺利推进所给予
的全力支持表示感谢#并希望与海南省
携手推进光伏产业的发展#打造新能源
研发制造应用高地#共同推动我国从太
阳能生产大国向应用大国转变%

海南汉能硅基薄膜太阳都能研发
制造基地位于海口综合保税区内#总
投资约+/$亿元# 一期)$'兆瓦薄膜太
阳能电池投产后# 年产能将达到+'''

兆瓦#年产值超过)'亿元% &十二五'期
间全部投产后#预计年产值将达到+''

亿元#有效拉动新材料$太阳能应用$

物流及上下游配套产业发展%

据悉#&十二五'期间#汉能控股

集团还将在海南投资建设太阳能示
范电站$清洁能源研发中心和光伏设
计研究院#推动海南从光伏制造基地

向研发$制造$应用的完整产业链发
展#努力将海南建设成为全国太阳能
电池产业的重要基地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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