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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友聚餐!招待合作单位客人等"

许多人都会选择包厢消费" 以便给客
人一个安静!舒适的就餐环境# 但买单
时"许多人都会遇到这样的问题$消费
额不够最低消费" 只好拿餐馆里的餐
巾纸充抵# 许多人的车里%包里都有不
少餐馆的餐巾纸&

在三亚一家房地产公司负责接待
的汪小姐说"由于工作需要"公司每次
接待客人到酒店吃饭都选择在包厢里&

由于绝大多数餐馆包厢都设最低消费"

但不管怎么点菜"经常遇到消费额不到
包厢最低消费额度的情况" 为了不吃
亏"每次只好拿餐馆的餐巾纸充数& 有

一次"尽管她已经点很多菜了"但消费
还差!"多元才够包厢最低消费" 买单
时只好拿了!"多包餐巾纸充数&

同样" 经常在外面应酬的林先生表
示" 拿几包餐巾纸才够餐馆最低消费额
是常事&他车里各家餐馆的餐巾纸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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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规范三亚餐饮业经营价格秩
序"让市民明白消费"满意用餐& #"月
$%日" 三亚市政府常务会议审议通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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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中
规定" 餐饮经营者不得设立最低消费
价格"不能巧立名目收费"如一次性消
毒餐具费%开瓶费%空调费%座位费%包

厢费等"违反将由物价部门予以处罚#

同时" 凡在三亚市行政区域内从
事餐饮业的经营者" 除海鲜排档餐饮
海鲜品实行平均差价率管理另有规定
外" 其他餐饮店价格的制定及服务收
费"均需遵守本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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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禁止餐馆设最低消费" 在记
者采访中"许多消费者表示"这一新规
对于规范三亚市餐饮行业发展有积极
作用# 但关键是执行过程中是否落到实
处# 事实上"禁止向消费者收取一次性
消毒餐具费早就有明文规定了"但直到
现在还有不少商家向消费者收取该项

费用# 消费时"商家首先拿给消费者的
一次性消毒餐具" 除非消费者要求更
换"商家是不会征求消费者是使用一次
性消毒餐具还是使用店里面的餐具#

网友杨再东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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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台正是时候"三亚旅游
旺季将开始"'规定(的出台"让游客更加
放心#但'规定(出台仅仅是一个开始"如
何把'规定(中的条款落实才是重点"好
的制度不落实就会变成一纸空文#

消费者吴越卓认为"事实上"餐馆
设最低消费不符合丰俭由人" 不要铺
张浪费的传统美德# 不到最低消费额"

如果只差十几二十元" 拿餐馆的餐巾
纸充数还可以"如果差额有百八十元"

总不能拿百八十包餐巾纸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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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即将实行的禁止设最低消费
新规"许多餐馆负责人表示"既然新规
已经出台了"他们只好按规定执行"但
对于目前各种开销都很大的餐饮行业
来说"今后经营压力更大了#

一家酒店楼面经理表示" 餐饮行
业设置包厢最低消费是为防止消费者
点上三五个菜就占用包厢的情况# 虽
然凡来消费的客人都是平等的" 但有
时候五六个人占一个包厢" 也是浪费
消费资源的表现# 目前人员工资%材料
成本比较高"禁设最低消费后"增加了
餐饮业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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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通讯员 12 345 -."/ !

日前"省发改委%民航中南地区管理
局在海口联合主持召开海口美兰国
际机场二期扩建项目可行性研究报
告预评审会# 南国都市报记者获悉"

美兰机场二期扩建工程总投资约
$()亿元人民币"目标到!"!"年能够
满足年旅客吞吐量("""万人次%货
邮吞吐量("万吨%飞机起降!!*+万架
次的需求#

随着国内外游客数量的不断增
加" 我省航空产业迎来新的发展机
遇# 海口美兰国际机场是国内大型

机场"近年航空业务量快速增长"西
指廊扩建及年内投入运营的国际
楼" 仍不能满足机场快速发展的需
要" 尽快开展美兰国际机场二期扩
建工程十分必要#

美兰机场二期扩建工程以 *统
筹规划!分期发展!滚动建设+的建设
思路 "立足海岛"对接珠三角并辐射
南部沿海地区" 力争建设成为连接三
沙)南沙!中沙和西沙,的空中桥梁!国
际旅游岛的门户机场! 通往东南亚地
区的中转机场& 该工程将极大改善海
口美兰机场硬件设施保障条件" 进一
步推动国际旅游岛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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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记者从有关方面获悉"为了
响应中共十八大的召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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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书中歌颂的海南鹦
哥岭自然保护区的!,位大学生的事迹

为背景" 创作的电影故事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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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暂名,"目前已经国家广播电影电
视总局批准立项" 并得到了电影局领
导的高度重视与支持&

据了解"本片由海南省文化广电出

版体育厅! 海南广播电视总台与海南省
电影电视剧制作中心联合摄制& 著名编
剧王兴东担任剧本顾问& 王兴东曾创作
过电影剧本'离开雷锋的日子(!'建国大
业(!'辛亥革命(等& 他对海南影视十分

关心" 力图把该片打造成为集主旋律与
商业化为一体的脍炙人口的影片&

据介绍"本片讲述了*四野+及*知
青+老一辈人在海南鹦哥岭扎根"其后代
大学生们在这里执着保护海南绿色生态

的故事& 海南省电影电视剧制作中心用
电影表现绿色崛起!用电影表现*游客的
度假天堂"百姓的幸福家园+!用电影表
现*坚守理想"奉献青春+&剧本尚需报送
海南省委宣传部批准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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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环海南岛自行车赛将于$"

月$'日至!-日举行"其中$"月!"日举
行的第一赛段比赛!$"月!,日第八赛
段比赛和$"月!-日举行的第九赛段
)绕圈赛,将在三亚市部分道路进行&

为了确保比赛线路的道路交通安全
和道路畅通" 经三亚市政府研究决
定"对以下部分路段实施道路交通管
制及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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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日上午"'./""自行车参
赛队伍将在海月广场路段集结并开
始比赛"从"-$""至$".("期间"迎宾路
海月广场至解放路中行路口路段实
行交通管制&

(!$"月!"日上午$".""至$$."""

对迎宾路全段!吉阳环岛!吉阳大道
和三亚境内0'-高速公路)北向,实行
分时分段交通管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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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日$!.""时至$).""时间
内"将对"$!甘什岭至绕城高速公路
入口路段实行分时分段管制-"!!绕
城高速公路!(,公里至天涯海角互通
路段右半幅实行封闭管制-"(! 西线
高速公路天涯海角互通至西线高速
公路路口路段实行右半幅单向管制-

")!三亚湾路西线高速公路口至海月
广场路段实行道路双向交通管制&

(!绕城高速公路!(,12至天涯海
角互通右半幅路段实行封闭管制期
间"禁止一切车辆从绕城高速公路亚
龙湾!荔枝沟!三亚学院!火车站!新
联!凤凰机场等各互通口进入高速公
路往西线方向通行&

)! 为了确保比赛终点海月广场
及周边路段的交通安全"从$3月!,日
$!.("至$).""期间对迎宾路海月广
场.外贸路口路段实行交通管制-滨
海路海月广场至吉祥街路口路段实
行交通管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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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午"'.("至$($""时"对海棠
湾中心广场%海棠湾北路实行双向道
路交通管制& 禁止一切车辆在上述时

间段内进入管制路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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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述管制时段内"请遵守交警
指示或按标示牌通行& 由东向西方向
通行的车辆可参照以下线路通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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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市区经迎宾路往吉阳镇%高
速公路方向通行的车辆可从榆亚路%

0!!(国道通行&

!%参赛队伍集结管制期间"解放
路和老铁路通道保持通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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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三亚往西线通行的车辆"一
律从迎宾互通口驶离高速公路经市
区%西线高速公路口往西线片区通行-

!%从亚龙湾往凤凰机场%火车站
通行的车辆从迎宾路经凤凰路通行-

(%从荔枝沟%三亚学院%凤凰机
场%水蛟等互通口进入西线高速公路
往西方向通行的车辆" 绕从凤凰路%

桶井%西线高速公路口经天涯海角互
通往西线方向通行-

)%绕城高速公路!(,公里至天涯
海角互通路段左半幅保持正常通行&

+%从天涯海角%天涯镇经西线高
速公路往市区通行的车辆可从绕城
高速公路经荔枝沟互通路口往市区
方向通行&

因赛事交通管制造成的不便"

三亚交警支队敬请广大市民谅解和
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