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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 南国都市报记者接到三亚水产
码头附近的渔民反映# 称三亚水产码
头有大量渔船停靠# 导致一些渔民出
海捕鱼回港没有可卸鱼的码头$ 渔民
希望政府加大力度管理码头# 为三亚
渔民腾出一块宽敞的真正属于渔民的
渔货码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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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渔民反映的情况#日前#记者来
到三亚港码头了解情况$ 林先生告诉
记者#他家住在三亚港附近#他们村子
的人都是靠打渔为生$ 几年前#政府支
持造大船出远海捕鱼# 政府也给了补
贴#作为以打渔为生的渔民也很高兴#

但有些问题也让渔民有些苦恼$

林先生说# 渔民有了大船# 但出
海打渔回港卸鱼成了问题# 一是停
靠码头的渔船太多# 还有一些是外
港籍渔船# 另一个就是船大停靠码
头有困难# 有时几个小时都无法停
靠码头卸鱼$

%三亚没有多余的码头用来卸我
们渔民辛辛苦苦捕获的海鱼# 看着海
鲜渐渐不新鲜#卖不起价格#大伙非常
着急# 恳请政府加大力度好好管理码
头$ &林先生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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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看到# 三亚水产码头上有
几十艘渔船停靠在码头# 这些船有

的是装啤酒的' 有的是用来打冰的'

有的是旅游船' 还有装煤炭的$ 林
先生指着两艘没有靠岸的渔船对记
者说# 这两艘船是刚刚打渔回港#

因为没有可停靠的地方# 只能在边
上等着$

林先生说# 三亚水产码头是个老
码头了#现在已经不符合三亚的发展#

也不适合大批渔船停靠卸鱼货或在此
批发海产品$ 希望政府能改善码头的
现状# 为三亚渔民腾出一块宽敞的真
正属于渔民的渔货码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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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三亚渔民反映的问题# 记者日
前来到三亚市海洋与渔业局了解情

况$ 据该局一位负责人介绍#三亚渔港
现有卸鱼码头长#"!米' 卸鱼场!$%&万
平方米#是我省南部的优良天然渔港#

优越的自然条件#广阔的渔场#丰富的
水产资源以及完备的渔业后勤基地#

构成了三亚海洋渔业的优势# 吸引了
来自全国三大海区六个省!区"和港'

澳' 台的渔船在此渔场生产# 进港卸
鱼'补给和避风停泊#是我省南部最大
的集鱼货交易'冷藏'补给于一体的多
功能渔港$

据该负责人介绍# 三亚市现有捕
捞渔船总数#%'&艘# 总功率"(#)*千
瓦#其中政府扶持建造钢质渔船)*艘#

回港卸鱼的上百艘渔船又集中在凌晨
(点至+点钟#码头显得十分拥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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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负责人称# 接到市民反映渔船
回港却没有足够码头卸鱼货的问题
后# 该局和三亚市渔政渔监管理处领
导高度重视# 组织力量进行了%次整
治#又派执法人员现场专职管理#经过
一段时间的整治效果明显$

该负责人介绍#目前#三亚市正在
开展三亚港外港籍渔船分流工作#劝告
外港籍渔船离开三亚港#外港籍渔船离
开三亚港后#码头场地拥挤情况将得到
解决$ 同时#三亚市渔政渔监管理处仍
将继续加大渔港码头调度管理力度#确
保回港渔船有足够的场地卸鱼#更好地
维护渔港码头鱼货正常交易秩序$

012345678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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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三亚团市委召开了五届五次
全体 ,扩大- 会议$ 会议在回顾总结
*!.#年团市委工作情况的同时# 还研
究部署了*/.*年团市委工作任务$

据悉#本次会议旨在贯彻落实市第
六次党代会精神和团省委五届六次全
会精神#并对*/.*年团市委工作作相关
部署$ 团市委五届委员会委员'各直属
团组织负责人等相关单位近.)/人参加
本次会议#在会上#三亚市公安局警令
部指挥中心等.&家青年集体被授予
*/..年度市青年文明号集体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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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三亚市.&家企
业获评*/..年度省级%守合同重信用&

单位$ 全省共+"家单位获此殊荣$

据悉# 为进一步引导和帮助经营
者依法'诚信经营#三亚市工商局根据
省工商局的部署# 从*/..年.*月开始
向省工商局推荐该市.&家单位# 参加
省工商局开展的%守合同重信用&公示
活动$

近日# 三亚市.&家企业均入选
*/..年度省级%守合同重信用&单位#

名单为(三亚华盛水泥粉磨有限公司'

海南品香园实业有限公司' 三亚市市
场物业管理服务中心' 三亚海源实业
有限公司' 三亚海钰珍珠有限公司'

三亚大小洞天发展有限公司' 三亚泛
旅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三亚海亚饮食
有限责任公司' 海南南山文化旅游开
发有限公司' 三亚一方百货广场商贸
有限公司' 三亚爱晚亭餐饮有限公
司' 海南国新贸易有限责任公司' 三
亚亚深农资有限公司' 三亚南果实业
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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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从三亚市卫生局了解到#三
亚在%年的医改工作中#共安排经费
*)$&亿元支持医疗卫生工作#基本实
现了%人人享有基本医疗保障&的目
标$ 老百姓实实在在感觉到看病花
钱少了许多# 仅三亚市人民医院门
诊人均诊疗费用从原来的*//元以
上降至现在的.*/元#患者平均住院
率从原..$(天降至+$*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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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在
海南大学三亚学院校园内经营
一家联通公司业务代理点的欧
阳先生向记者反映#*+日晚#小
偷潜进店内盗走了.+部手机和
部分现金#预计损失.)///元#而
这已经是该店%个月内第二次被
盗了#而距离该店不远处的摄像
头却损坏已久#他认为这给了小
偷可趁之机$

%/日下午#记者来到欧阳先生
所经营的联通业务代理点$还没踏
入店内#记者就注意到#通讯店外
的保险窗户已被撬开#而店内更是
一片狼藉$ 据欧阳先生反映#他是
海南大学三亚学院..届的毕业生#

在校期间就在校内承包了这间通
讯店#由于生意还不错#毕业以后#

他仍旧继续经营这间通讯店$谁曾
想从*/.*年.月开始# 店里不断失
窃$据他介绍#今年.月(日#通讯店
的大门铁锁被小偷锯开#店内被偷

走*/余部手机$这之后店主装了一
道防盗门#谁曾想这次小偷直接把
防盗窗撬开后入内行窃$欧阳先生
告诉记者#商铺附近的路旁就装
有监控摄像头#他曾就被盗一事
联系校方#希望能观看监控视频
寻找相关线索#可对方却告知他
该处监控已坏了一年多$

对此# 海南大学三亚学院保
卫处高处长介绍# 得知商户在校
内失窃后#校方也比较重视#会加
强对此处的巡逻力度$ 对于摄像
头损坏一事#高处长表示#欧阳先
生经营的通讯店附近的监控曾在
去年一次台风中遭到损坏# 由于
找不到专业的维修公司# 所以一
直没修好$对于欧阳先生的遭遇#

校方也很同情# 定会尽快将监控
系统维修好$

针对此事# 记者从三亚市荔
枝沟派出所获悉#商家报警后#民
警已前往现场进行了初步勘察#

目前此案还需做进一步调查$

0opqrstuv')wxyz

{|}~��E���V�

!"#$

!

%

!"

&'

!记者 )

*,

"记者今天从三亚市事业单位
公开招聘工作领导小组获悉#三亚
市*/.*年事业单位公开招聘工作
人员报名及资格审查工作已结束#

部分岗位因报考人数不符合规定
而取消和减少$&月"日!星期日"+(

//)..0%/在海南省三亚高级技工
学校举行笔试$

根据三亚市*/.*年事业单位
公开招聘工作人员实施方案要求#

岗位招聘人数与应聘该岗位经初
审符合条件人数比例原则上不低
于.(%方可进行笔试#未达到.(%比
例的#相应减少该岗位拟招聘人数
或取消该岗位招聘$ 此次招聘中#

由于部分岗位报考人数未达到要
求而取消$其中三亚市育才镇人民
政府农业服务中心职员.报考人数
.人' 社会事务服务中心司机报考
人数.人'计生工作人员.'计生工
作人员*岗位无人报考* 三亚市人
口和计划生育服务中心的妇产科
副主任医师'副主任医师岗位无人
报考*凤凰镇人口和计划生育服务
站检验技师' 妇产科医生无人报
考*天涯镇人口和计划生育服务站
的检验技师' 妇产科医生无人报
考*育才镇人口和计划生育服务站
检验技师岗位报名人数*人' 妇产
科医生岗位无人报考*崖城镇人口
和计划生育服务站的检验技师'妇

产科医生岗位无人报考*三亚市党
政综合网络信息中心的司机岗位
报名人数.人*国土规建局职员.岗
位无人报考*三亚市住房保障管理
中心职员)岗位无人报考$ 减少招
聘人数的岗位有(三亚市公安局医
生岗位原计划招考(人#报考人数为
'人#现改为招考*人$三亚市人口和
计划生育服务中心妇产科助理医
师计划招聘*人#报名人数为%人#现
改为招考.人$ 海棠湾镇人口和计
划生育服务站妇产科医生岗位计
划招聘*人#报名人数为&人#现改为
招考.人$ 吉阳镇人口和计划生育
服务站妇产科医生招考人数*人#报
名人数&人#现改为招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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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三亚新村海
事处执法人员深入到陵水县分界洲
岛现场指导当地客船开展消防演习
和弃船演习$ 在此次演习中模拟了火
势无法控制'被迫弃船的情形#船员
们按照预定方案# 组织人员撤离'关
闭所有防火门'释放救生艇'筏然后
逃离难船$ 此次演习有助于提高船员
水上应急处置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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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继续响应学习
和发扬雷锋精神的号召#日前#三亚
市检察院开展 %关怀孤儿' 传递爱
心&活动$ 三亚市检察院的检察干警
们深入三亚市福利院贴近孤儿#送
上了孩子们需要的玩具' 爱心小零
食等#并与孩子们一起谈心'唱歌#

把真情和爱心播撒给他们$ 福利院
里处处洋溢着小朋友们的笑声$ 活
动结束后#检察干警们纷纷表示#要
将这种关怀活动持续地开展下去#要
让更多的人感受到爱心的温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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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日下午#三亚
警方召开专题会议#对打击整治%两抢
一盗&犯罪专项行动进行动员和部署$

三亚市政府副市长'市委政法委副书
记'公安局长江伟从五个方面对下一
步的工作提出要求$ 一要提高认识#

明确责任* 二要突出重点# 多管齐
下*三要强化防控#减少发案*四要
综合治理# 标本兼治* 五要加强宣
传#营造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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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日从三亚鸿州国际游艇会
了解到#搜狐公司董事局主席兼首席
执行官张朝阳&月)日抵达三亚出席
%海天盛筵&$ 受风暴影响#原定%/日

到达三亚的.(&英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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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级豪
华游艇将延迟至&月.日抵达$

将于&月)日至"日在三亚鸿州国
际码头举行的*/.*年 %海天盛筵&荟
集亚洲最大的私人公务机展'顶级游

艇展等$ 目前确认参加展会的*'/个
品牌均属全球高端#包括.)家飞机展
商共.%架公务机#./(家游艇展商共
.**艘游艇#以及.&+家其他品牌$

据了解#全国政协第十一届委员

会委员# 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

海南省首批有突出贡献专家)))迟
福林拟出席%海天盛筵)))中国私人
飞机产业暨高端旅游发展先锋论
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