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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国都市报1月11日讯（记者
姚传伟蒙健）自海口1日开始收取出
租车1元燃料附加费起，就一度引
发了一些争议。记者11日从海口运
管部门了解到，因为出租车1元燃
料附加费的发票问题一直没有得到
解决，已要求出租车司机暂停收取。

司机开不出发票乘客
“不买账”

“连发票都开不出来，凭啥问
我收这个钱。”近日，读者黄先生
在给记者打来的电话中吐槽说，对
于收取出租车1元燃料附加费这个
决定本身，大家并没有任何异议，
但钱给了，司机却开不出费用的发
票，这点让人很难接受。

“一定要消费得明明白白，发
票不给算咋回事啊？”读者刘先生
说，有关部门当初在决定向乘客收
取出租车1元燃料附加费的时候，
就应该事先考虑到发票这个问题。

一些乘客不知已暂停
收取燃料附加费

10日下午，记者接到一位出租
车司机打来电话说：“我们昨天晚上
就接到通知说，因为发票问题，要求
暂停向乘客收取1元燃料附加费。”

“暂停收取了？我都不知道
啊！”11日下午，本报一位读者向
记者反映说，她下午乘客一辆出租
车还向司机支付了 1元燃料附加
费，司机没说已暂停收取了，现在

听到了这个消息，虽然只是 1元
钱，她心里也觉得很不舒服。

到底有没有暂停收1元燃料附
加费？记者从海口运管部门有关人
士口得知，海口出租车1元燃料附
加费确实已暂停收取。该人士说，
就发票的问题，他们下周还会与税
务部门进行协调，在发票问题还没
有得到解决前，他们要求司机暂停
向乘客收取1元燃料附加费，等发
票问题解决后，再根据适时情况决
定是否恢复。

物价部门：已将文件交
由交通部门办理税务手续

“燃料附加费未进入计价器，
从计价器内开出来的发票自然就不

对应，当时海口市物价部门在制定
这一政策时，难道没有考虑过这个
问题吗？”有市民对此提出了疑问。

记者据此向海口市物价局价格
管理科一负责人进行了咨询。据该
负责人介绍，物价部门批了相关文
件后，由交通部门将文件拿到税务
部门去办理发票手续。“燃料附加
费是计价器以外收取的。”该负责
人告诉记者，之所以目前出租车司
机无法向乘客提供发票，主要可能
是交通部门目前在发票申请手续上
还未办完。

“物价部门只是批复相关文件
给交通部门，至于为何至今没有办
理下来发票，那就不清楚了。”该
负责人表示。

海口暂停收取
出租车1元燃料附加费

因开不
出发票

近日，海南省农垦总局与海南
日报报业集团达成合作，联合主办
2015年第二届海南年货展暨迎春庙
会。此次合作，是双方稳定长期合
作关系的再次深化合作项目，将联
手借助年货展平台共同挖掘春节商
机，助推海南农垦的名优农产品走
向市场。

海南省农垦总局党委宣传部
部长王昌龙表示，此次合作标志
着海南省农垦总局与海南日报报
业集团全面合作提升到一个新层
面，体现了海南农垦与海报集团

的互相期待、互相借助各自的优
势资源共同发展，互利共赢。
2014年，以海南农垦网新版上线
为契机，拉开了海南日报报业集
团与海南省农垦的全面战略合作
序幕。王昌龙认为：“基于全面战
略合作的思考，这次双方合作可
促使海南农垦的农业产业加快发
展，促进海南农垦传统农业向标
准化、品牌化、产业化发展，对农
业产业向现代农业转型升级起到极
大的推动作用。

本届年货展由海南省农业厅作

为指导单位，由海南日报报业集团
与海南省农垦总局联合主办，将于
2月8日至15日在海口国兴大道海
航文化广场举行，展会共8天。本
届年货展以“乐购新春淘最海南”
为主题，采取“网上年货展+线下
年货展”的联动方式进行，配合各
种特色春节民俗文化表演，将成为
集品牌推广、年货采购、民俗展
示、便民服务为一体的“一站式”
的精品展会。

据了解，海南农垦旗下共有9
个农场和公司参展，前来年货展
选购年货的市民可以买到海南白
沙绿茶、南吕香富硒大米、金鼎
红茶、昌农胡椒等一系列海南名
优农产品。 （南海网）

三亚春光路

改造完工
南国都市报1月11日讯（记者

林方岱）今年年初，三亚春光路改
造工程峻工，北段实现全线通车，
凤凰路行驶的车辆可从春光路北段
进入迎宾路，附近路段交通拥堵情
况有所改善。

据了解，春光路改造工程于
2012年12月动工，起点与凤凰路
相接，沿线途经海螺村委会、海螺
小学、海螺鑫苑小区、同心家园五
期小区，终点交于迎宾路。这段路
通车后，可有效分流出入主城区尤
其是凤凰路与迎宾路两条主干道交
叉口的车流，改善交通拥堵状况，
提升交通通行效率。

国际太极文化养生园

落户保亭
南国都市报1月11日讯（记者

利声富）记者从11日召开的2015
海南七仙岭国际健康与养生文化
交流研讨会上获悉，经省民政
厅、文体厅批准，海南七仙岭国
际太极文化养生园正式落户保
亭。据了解，海南七仙岭国际太
极文化养生园将结合“环境养
生、营养养生、文化养生和心灵
养生”五大健康养生系统，以

“立足海南、面向世界、健康养
生、造福民众”为宗旨，打造世
界级健康养生福地。

北影（海南）培训
中心培训基地

落户海口
南国都市报1月11日讯（记者

纪燕玲 实习生 刘少珠）北京电影
学院（海南）培训中心培训基地
11日正式落户位于海口的南国国
际艺术中心，未来将共同开设少
儿表演班、表演职业班、艺考冲
刺班等表演方面的课程。

北京电影学院（海南）培训
中心是由北京电影学院与海南电
影公社共同合作，在海南地区成
立的唯一授权的教学培训中心，
中心依托北京电影学院强大的品
牌及资源优势与海南本土知名的
南国国际艺术中心强强合作，共
同成立北京电影学院（海南）培
训中心南国培训基地。该培训基
地主要针对海南省青少年艺术培
训，共同开设少儿表演班、表演
职业班、艺考冲刺班等表演方面
的课程，随着市场的需求，未来
还将增设影视编导、影视动画、
电脑后期制作等专业。

全军关节外科论坛

海口举行
南国都市报1月11日讯（记者

纪燕玲实习生刘少珠通讯员杨秋
梅）2015年全军关节微创技术下基
层活动暨关节外科论坛首站近日
在解放军第187医院举办，来自
全国军内13名师职以上专家、国
内众多知名医院相关专家学者以
及187医院骨科医护骨干参加了
此次论坛。

此次论坛分为授课讨论和现
场巡诊两大部分。最后，专家们
进行了微创手术演示，并赶赴体
系部队巡诊，以直观的形式传播
了新技术对于手术方式和手术理
念的改变。

南国都市报1月11日讯（记者
王天宇）近日，海口市琼山区在召
开的经济工作会议上透漏，琼山今
年将启动南北蔬菜批发市场搬迁建
设，新建的批发市场计划将搬迁至
椰海大道旁的石塔村。日前记者对
新市场初步选址地石塔村进行走
访，并了解到新市场将打造数百亩
的蔬菜基地，此举将对平抑菜价能
起到积极作用。

原蔬菜批发市场
无法满足发展需求

据介绍，但随着城市的扩张和
人口的增长，海口南北蔬菜批发市
场日交易量不断增加，导致现有批
发市场道路拥堵、配送不齐全，面
积有限的场地已不堪重负，承载不
了大型蔬菜批发市场的功能，且场
地内部的设施简陋，信息化程度
低，功能分区在受限于面积的影响
下无法进行科学优化。

据海口南北蔬菜批发市场有限
公司总经理林雄介绍，目前海口南
北蔬菜批发市场每天的交易量保持
在 1500—2000 吨，而按照要求，
南北菜蔬批发市场要达到日交易量

4000吨的规模，才能满足海南市
民的需求。对此，位于府城中山南
路的南北蔬菜批发市场搬迁已是大
势所趋。

拟建批发种植一体化基地
将带动当地村民就业

林雄称，在石塔村新建的批发
市场不但面积会扩大，同时还将打
造数百亩蔬菜基地。为此，记者近
日在石塔村委会支部书记王业兴
的带领下走访了石塔村计划打造
的数百亩蔬菜基地。

在现有种植户的菜地上，记
者看到一畦畦蔬菜长势喜人，一
个个菜筐整齐排列，不少菜农
正在田间劳作。放眼望去菜地上
种植了不少蔬菜，但其周围还有
部分空旷地未被利用。对此，王
业兴说，长年以来，那些闲置的
荒地因为疏于管理、交通不便等
原因，造成无法充分利用。“海口
南北蔬菜批发市场及蔬菜种植基
地项目的进驻，不仅能更好地利
用土地资源，还能增加村民的收
入。”王业兴说，打造蔬菜批发、
种植基地是在现有165亩菜地的基

础上进行扩充，届时将会达到400
多亩。目前现有种植户100户，等
蔬菜种植基地扩充后，种植户还
会增加，这样还能带动石塔村村
民在家门口就业。

正在菜地忙活的菜农陈本贵
说，他已经在此处种菜 20 多年
了，每天重复的一件事就是，在凌
晨2点钟左右，将成熟的蔬菜用三
轮车运至海口南北蔬菜批发市场进
行批发，如果海口南北蔬菜批发市
场搬迁到石塔村，对他们菜农来说
真是件好事，那就不用起早赶路去
卖菜了，节省出来的时间还能干点
别的事。

蔬菜市场搬到新址后
老百姓可吃上便宜菜

搬迁后我省市民能否吃上便宜
菜呢？据海口市商务局有关负责人

介绍说，海口南北蔬菜批发市场搬
迁后将有效解决现有蔬菜等农副产
品的批发场地面积不足的问题，位
于中山南路的南北蔬菜批发市场占
地面积才80亩，这对一个省会城市
来说是远远不够的。新建的蔬菜批
发市场将达到200—300亩之间，供
应量和规模增大后，会带来交易成
本的降低，从而也会降低菜价。

该负责人还称，按照现在农产
品流通的标准来规划设定新的交
易市场，功能分区将更加科学合
理，集散、物流功能配套等也会
完善，加上信息化应用以后电子结
算、电子交易、信息透明公开和共
享等这些科学的管理手段将会提高
效率，这样也会有效减少人力资本
增加导致蔬菜价格提升的情况。因
此，届时老百姓将会吃到便宜新鲜
的蔬菜。

海口南北蔬菜批发市场
将搬至琼山石塔村村
拟建批发种植一体化基地

石塔村委会书记说，左边荒田将种500亩蔬菜，右边将建蔬菜批发市
场。这些举措有利于提高菜农收入，并降低菜价。南国都市报记者汪承贤摄

省农垦总局与海南日报报业集团

再度携手联办海南年货展海口马拉松
昨日万人开跑

南国都市报1月11日
讯（记者 张毅）2015 年富
力海口马拉松赛11日上午
在海口市举行。

据介绍，本次比赛有
近万人参加，设置全程马
拉松、半程马拉松、“迷你
马拉松”及“家庭乐跑”
等项目，是一场“平民马
拉松”比赛。

经过激烈的角逐，来
自天津的陈山林和来自贵
州六盘水的郑文荣，分获
全程马拉松男、女组冠
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