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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Ê=

Ë

"&日上午'(时许#针对本报反映的
皇后湾海域存在多家黑潜点的情况#

三亚市海洋与渔业局$后海边防派出
所近十名执法人员展开突击查处行
动#多名违规经营者被勒令停止非法
海上潜水活动% 此外#在本次查处行
动中#执法人员还没收了近$)!!元的
潜水设备%

789:; <=>(

+?@ABCD=EFG

在靠近皇后湾的一处码头#记者
跟随执法人员登上了一艘执法船%

在驶近皇后湾海域黑潜点的途中#记
者注意到#今天在海上从事非法海上
经营活动的木排共有&家#每家木排
上大约有*)余名游客#不少人还正在
换潜水服#准备下海潜水%

在执法船准备靠近一家木排的
途中#也许是经营者们发现了小艇上
身着制服的执法人员#木排上的数名
男子竟拿起木排上放着的潜水服和
氧气瓶就往海里丢#而其他距离较远
的木排发现这个情况后#则迅速地驾
排逃跑#把排上的游客往岸上转移%

跟随执法人员# 记者登上了一家
名为三亚+海经济发展有限公司的木
排# 而这个所谓的招牌也是用红油漆
刷上的% 在执法人员调查取证的过程
中#一名自称&小根'!音译"的男子不
断与执法人员纠缠#&你们凭什么没收
我们的潜水服%'当执法人员表示其没
有取得相应资质#属于违规行为时#该
男子竟声称#&我们的价格便宜公道#

教练比正规景点还专业# 这样的资质
还不行吗( '记者留意到#在该男子与
执法人员纠缠期间# 有几家木排已逃

得无影无踪# 而一些在不远处潜水的
游客则在潜水教练的带领下逃往一处
礁石较多的海岸边躲避执法%

&那边石头太多#我们的快艇过不
去# 在以前的执法中我们都遇到这种
情况# 海底的潜水教练浮出水面看到
木排上有执法人员进检查# 就会带着
潜水的客人从水底逃向礁石较多的海
滩边#我们一走#他们才回来#这给我
们的查证调查造成了很大的困难%'一
名执法队员向记者介绍# 针对这种情
况#他们也曾考虑是否要派小船拦截#

但考虑到游客的安全问题#只能放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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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查处过程中#这名自称&小根'的
男子竟也向记者大吐苦水#&我们在这
里很久了# 没有出现过什么安全问题#

而且我们收费相对正规景点要便宜得
多# 这也方便了很多喜欢潜水的客人
嘛% '当记者对排上的医疗应急措施表
示担忧时#&小根'提到#一般客人受伤
了也有创可贴提供#再不行就送到附近
的,)'医院接受治疗#方便得很%

数名来自吉林的游客则告诉记
者# 他们并不知道这些木排属于黑潜
点的# 他们都是通过网上和街上派发
的小名片找到这些地方的#价格便宜#

是吸引他们到此游玩的主要因素%

据三亚市海洋与渔业局一名执
法人员介绍#针对皇后湾海域黑潜点
猖獗的情况#他们还将不定期的采取
突击检查#努力打造一个健康安全的
海上旅游环境%

据了解# 在本次查处行动中#执
法人员共没收了近$)))元的潜水衣$

-.服等潜水设备%

!1Q

!特约记者ÌÅ

""月"日下
午#屯昌县委$县政府在厦门国际会展
中心二楼举行了项目推介会# 并签约/

个项目#意向投资总金额共计"/01亿元%

据悉#第十六届中国国际投资贸
易洽谈会开幕以来#海南!屯昌"馆深
受国内外客商青睐#来自国内各省区
以及西班牙等国家的客商多次到展

馆了解洽谈%该县今天下午还专门对
规划建设的龙河湾片区旅游度假项
目$屯昌黑猪产业化项目和该县旅游
房地产#以及海南!中部"家居建材
城$海南中部汽车城$三荔农产品加
工三个在建项目进行了专项推介%

该县带来的具有海南中部热带山
水旅游特点以及本地特色历史文化的

卧龙山度假观光公园$ 龙河湾片区旅
游度假区项目$ 乌坡美华青奥温泉旅
游度假休闲中心项目$ 屯昌县文赞公
园项目$羊角岭水晶地质公园$雨水岭
油画产业化项目得到了香港恒通投资
发展有限公司$ 厦门诚邦联发投资管
理公司$张家界五雷山旅游有限公司$

海南中发地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海南

雅境置业有限公司1家公司的投资意
向#并于今天下午举行了签约仪式%

据介绍#这些签约旅游开发项目#

将建设一批温泉度假$温泉疗养保健$

康体养生$休闲运动$森林度假和热带
动物及花卉观光区# 还有一座集休闲
度假酒店$ 油画学校$ 写生基地形成
产$学$游为一体的艺术公园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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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x通
讯员 +2

""月"日下午#三沙市永兴岛
永兴村民委员会门口彩旗飘扬$人声鼎
沸%随着中央信访督导工作组领导和三
沙市有关负责人共同揭下红布#三沙市
永兴村民委员会群众工作室正式挂牌
成立%这个群众工作室的成立意味着我
省首批试点1)家基层群众工作站 !室"

已经全部建成#更标志着我省建立健全
基层群众工作网络工作进入了实质性
的建设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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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BC

"为
庆祝教师节来临# 国内首家专业产后
恢复连锁机构)))美丽妈妈海口产后
恢复中心#特推出感恩回馈活动#在海
口征集1)名初为人母的女教师# 免费
为其提供/项总价值为/$))元的产后
恢复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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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BC

"在
教师节来临之际# 为表达对所有教师
的敬意# 海南国爱近视治疗中心特别
推出&感恩教师节活动'#面向海南征
集'))名受近视困扰的优秀老师#免费
对其实施价值'/$))元专门为宇航员
矫正视力的飞秒激光近视矫正手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