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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地球一小时"活动将在
&'日晚()&%至*)&+举行#南国都市报
联合省工信厅倡议各界人士参与此
活动#目前$海南各企事业单位踊跃
响应%请为地球熄灯一小时&倡议$

他们用自己的实际行动$ 践行珍惜
资源$关爱地球#

01234!56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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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晚$世纪大桥在保持正常
通行照明情况下$将关闭其他景观
灯,小时# 新海航大厦也将在当晚
$%点&%分到$,点&%分适当关闭景
观灯和不必要的电源# 海口市环卫
局团委'海南苏宁电器'海南民生
管道燃气公司'海南香世界科技开
发有限公司'海口喜来登温泉度假
酒店'海南亚洲太平洋酿酒有限公
司等单位也将采取具体节能行动$

支持!地球一小时"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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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日晚上(点&%分$家乐福
海口&家门店除保留基本的照明以
确保正常营业外$ 大部分销售区'

生鲜区'停车场'化妆品区货架照
明'小商铺的照明设备'家电销售
区的电视墙都将熄灭(户外大型广
告招牌照明灯从下午-点半开始熄
灭(门店中央空调.点半开始关闭(

整日关闭三分之二的门店射灯和
灯箱照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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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广大企事业单位或家庭
踊跃报名加入到本次行动与我们
一起节约能源'关爱地球# 如您是

环保家庭或环保达人$也欢迎致电
本报$一同分享自己的环保经验或
提出实践节能环保!金点子"$本报
将向$+个家庭赠送节能灯管# 参与
联系电话)..(,+(.$#

据省工信厅相关负责人介绍$

现在越来越多的海南本土企业已
经意识到节能环保的重要性$并且
更加积极主动参与到各种环保活
动中# 希望以此活动为契机$将节
能减排的理念贯穿到每个人的工
作'学习'生活的方方面面$真正实
现!绿色生活$从我做起"#

网络参与!地球一小时"的热潮
也在逐渐升温$ 网友纷纷在线承诺
自己要进行环保改变$ 与全球参与
者一起$为关爱地球作出努力#截止
发稿$记者登录!地球一小时"网站
了解到$数据显示已经有/,+*.人通
过该网站报名参与这次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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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报刊登了/天连锁酒店三亚
临春河美丽之冠店未办理消防许可证'

特种行业许可证'营业执照的情况下竟
擅自开业后$三亚市有关部门及/天连
锁酒店总部非常重视$$*日$该店被三
亚市有关部门责令自行停业整顿$在没
有取得合法证件前$不得营业#

据了解$ 在三亚正对家庭旅馆进
行消防专项整治的情况下$ 该店还没
有取得消防许可证就擅自营业$ 给客
人的安全带来威胁#为此$三亚市公安
局河东派出所等有关部门责令该店自
行停业整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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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日刊
发的题为%村干部违规收水费,&消
息$文中称$海口白沙门上村菜市
场多家商铺主投诉$该村村干部代
收水费$每吨要/元钱$怀疑村干部
违规收水费# 经本报本报后$引起
物价部门的高度重视#目前已责令
村干部退还多收水费#可采取直接
退钱或从下月水费相抵扣两种方
式处理此事#

$*日上午$ 海口市物价局美兰

监督检查分局来到上村菜市场$调
查村干部代收商铺用水需/元每吨
一事# 据赶到现场调查的该分局相
关负责人称$ 除了要求村干部将多
收的水费全部退还外$还要求从&月
开始$菜市场商铺的用水$按照之前
的每吨0元进行收取$其中包括垃圾
清运费'污水处理费及损耗费#

该负责人表示$ 据村干部介
绍$即使按照之前的0元水价来收$

他们还处在亏损状态#但作为主管
部门来讲$需要村干部提供水费的

收费单和缴费单$以便进一步调查
审核#所以在审核结果还没出来之
前$ 还是要按照老的办法来做$就
是按照0元钱来收#

至于为何要按照0元$ 而不是
按照-1#,元标准进行收费的问题$

该负责人表示$从上村村民小组出
示的收费单和缴费单上来看$正如
该村村民小组出纳员朱某所说$各
商铺水表和总表计量值差异大$因
出现公共用水损耗部分$所以才按
照0元收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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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越野车冲入龙昆沟$

驾驶员下落不明$ 消防官兵搜救一小
时一无所获$据目击者称$原来驾驶员
早已离开现场# #*日下午&点时$位于
海口市龙昆北路原海口市委门前$一
辆现代越野车冲入龙昆沟内# 随后龙
华交警大队' 海口消防支队长堤中队
先后赶到现场$-点半时车辆被打捞上
岸$但驾驶员却不知所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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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赶到现场时$ 冲入水沟中的
车辆正被打捞上岸# 几名消防官兵刚
刚从龙昆沟中爬上堤岸$!找了很多
次$水下应该没人#"其中一人说道#杨
姓消防官兵告诉记者$ 事发现场的群
众说法不一$有人称有人员被困$也有
称无人被困#但本着救人第一的原则$

中队立即展开了搜救工作$ 在长达一
个多小时的搜救中$ 并未发现车内以
及水下有人员迹象#

现场的龙华交警大队值班领导告
诉记者$龙昆沟水深,10米左右$不足
一个成年人的身高$经过搜救$并无人

员迹象$但为保险起见$交警与龙昆沟
的管理处联系希望能够开闸放水# 然
而此时正值涨潮$暂时无法开启闸门$

不排除与水务局取得联系$ 考虑联合
搜救#

据一位现场目击者王先生称$事
故发生后$ 最早赶到现场的两名交警
第一时间跳入龙昆沟内$ 一人站在只

露一角的车顶查看水面情况$ 另一人
则下水搜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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驾驶员不在水下$ 也没有被困在
车内$驾驶员到底在哪儿,据现场的一
位韩先生称$有人目击到事故发生后$

一位男子从沟中爬出$离开了现场#随
后先后有-名自称认识驾驶员的市民
赶到现场$其中一位男子表示$驾驶员
没事$去医院了# 至于去了哪家医院$

驾驶员是谁$该男子说)!别问我- "便
急匆匆地离去#

车主又是谁,据龙华交警大队的一
位警员称$ 他们已经与车主取得了联
系$但车主称自己目前身在定安$并不
在海口$不便来处理此事# 同时他表示
车是借给了一个朋友$他也拨打了对方
的电话$但处于关机状态# 据现场交警
称$ 车主始终没有提供对方的电话号
码$ 他们也无法与驾驶员取得联系$只
能暂时将该车拉回事故处理大队#

记者在龙昆北路与龙昆沟之间的
绿化带上看到了车辆冲入沟内的现
场$ 那里有明显的车辆碾过绿化带的
痕迹# 据现场目击者韩先生称$当时这
辆越野车从滨海立交桥上由北向南高
速驶下$ 在老市委门前路段突然冲入
沟中# 韩先生称$车辆应该没有刹车$

交警在现场也没有找到刹车的痕迹#

由于无法与驾驶员取得联系$ 交警表
示$ 事故原因不明$ 还需要进一步调
查#

z{|�����������Y

1C��!����~�� ¡$¢£¤¥wo¦���§¨xy

9:;<=>?:

/

L©ª"-«H¬E#

®¯°

' ±²³´µ¶~·& ( ¸�

¹º³D)»±²³¼½

¸�I

¾¿"ÀdÁ#ÂÃÄ

ÅÆFÇ¨Ä

!"./

!

0

"#

12

*记者 »

àá

+#*日上午$首届!司南杯"帆
船赛在三亚亚龙湾游艇会拉开帷
幕#此次比赛是由船东发起的民间
公益帆船赛事$也是我国首次在西
沙群岛海域举办帆船赛事$共有来
自全国的#0条大帆船参与本届比
赛$ 赛程包括场地赛和拉力赛$将
于-月#日闭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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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龙昆北路龙华路路
口处一家花店的老板罗女士称$

上午*时许$.名龙华城管的执法
人员路过她的花店$ 以门口摆放
的一张桌子不合规定为由$ 要没
收该桌子# 在她表示拒绝后$几名
城管人员从她的花店中抢走了多
个花篮# 她认为城管野蛮执法#

对此$龙华城管的回应是$该
花店老板占道违规$ 在执法过程
中阻扰工作人员$ 故而没收其花
篮作为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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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提高行政审批效率$方便
广大办事群众$ 三亚市政务中心
于-月,日起将开通网上审批业
务# 申办人通过登录三亚市政务
中心门户网站*-../$0012134567864

9:;4<7+的 !网上申报平台"$根据
项目及材料明细提交办件申请#

据了解$三亚市政务中心先期
实行网上审批的项目有/项$ 分别
为三亚市药监局的 !餐饮服务许
可"'三亚市工商局的!个人独资企
业设立登记"'三亚市质监局的!组
织机构代码证换证"和三亚市农业
局的!无公害农产品产地申报认定
*初审+"'!农作物种子生产经营许
可"'!动物防疫合格证"及!拖拉机
联合收割机入户登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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