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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 通讯员 $%&

"#$$ 年! 我省人大代表认真履行代
表职责!围绕促进海南经济社会又好又快
发展"加快海南国际旅游岛建设和人民群
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共
提出建议" 批评和意见 #以下简称建议$

"%& 件%

一件件建议! 是代表智慧和汗水的结
晶!或反映一方百姓的利益诉求!或关乎经
济社会发展的重大问题! 这些建议经政府
部门办理后! 对推动问题的解决发挥了积
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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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j#五指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原有功
能区划主要依据对区内野生动植物资源'珍
稀濒危物种现状等的不完全调查!而且基于
绝对保护的思想! 忽略了保护与发展的关
系"必要性和可行性的协调& 由于区划手段
相对保守! 原有功能区划存在一定的问题!

使得多年来保护区的保护在实践中存在明
显的管理难度&

de#为科学合理开发利用五指山丰富
独特的旅游资源! 省林业局 "'$'年聘请国
家林业科学研究院对五指山国家级自然保
护区区划调整进行了调研! 并提出调整方
案!方案已分别通过省林业局和国家林业局
组织的专家评审& 按照项目的申报程序!在
国家林业局向国务院专家委员会申请报批
方案的同时!须海南省政府出具同意申报方
案的书面意见&为此!建议省政府出具(关于
同意五指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功能区划调
整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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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j#目前!我省北部汉族地区特别是
南渡江沿岸的儋州'临高'澄迈'海口'定安'

屯昌等市县!农村土坯房还大量存在& 土坯
房主要以泥巴'稻草'竹杆建成!建筑质量较
差!年份久远!加上我省属于热带季风海洋
气候!台风'洪涝等自然灾害频繁!对土坯房
极易造成损坏!许多房屋已坍塌或倾斜成为
危房!存在着极大的安全隐患&

de#一是调查摸底!登记造册&二是加
大投入!分步实施& 三是科学设计!确保质
量& 四是突出重点!整村推进& 五是项目捆
绑!整合资源&

�lmn # '¡¢£¤¥¦§¨+

,!!!

©&Fª«¬¢�®¯Q# °±«¬

;23²³¢´µT $^_'

!"$$

¶«¬

¢�®U·��%CD"�¸L¹)º*b

¦§±»¼½3$^_'«¬¢�®«¾

¢¿ÀÁlbÂÃÄ%" ÅÆÇ['«¬

¢3ÈÉÊË#Ì&¬Ík6£¦Î§Ï#Ð

;k6¦§±»�ÑÒ«ÓUVÔD"ÕT

:;ÓÖ×Ø&�ÙÚÛ&¦ÎÜÝ"Þßà

á«Ó¦¢âã£äåæç"èé«ÓTO

¼Ã«¢¦§êë£ìílb"îÉ«Ó¦

§ï*TO&45ðÁ&ÀÁUã&@Añò

3¡ó#ô&¼0«¬¢�®¦§õö#÷

¶"[ø��"F�G«¬¢�®ùúõ

ö3ûüýþ"ÿ!#"'&º¹+¦§ùú

õöÀÁûü,£+¦Î§Ï#&v,lÐ$

5±»£x)äå%�3&ã"UKùúä

åNO%�!'&()]Q"*+ùúõö

ÀÁ# ,&XTHI"¦§?�-./«¬#

«¬¢�®ù&z�Ó�&Ó0&12&3

45&;í*l67ù&m89"�ì:;

:À<ùú&:=>¦&/«¬¦§lù&

mÕT"#"HIXjM?"@Aù&T¯#

()+,.

!89����

��$������$�wp

5��D��������

�����Jde"

+,&.

���

ij# 海南和台湾同为岛屿型经济!在
土地面积'地理环境'人文资源等方面有不
少相似相同的地方!在经济发展'旅游合作

上面有很强的互补性&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
以来!琼台两岛交流与合作取得了可喜的成
果& 从总体上看!琼台合作与交流尚处在起
步阶段!规模不大'热点不多'层次不高'还
具有较大的发展空间和潜力&

de#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通过各种
方式和途径! 拓宽琼台经济交流与合作渠
道!营造更加适合台资企业健康发展的投资
环境和空间!加大琼台大交流大合作!努力
把海南建设成两岸农业合作的重点地区'两
岸旅游合作的示范基地和两岸经济性事务
商谈的重要平台! 增强两岛经济依存度!促
进海南现代农业和观光休闲农业快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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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海南属海岛性热带气候区!所辖
海域面积达 "''多万平方公里!占全国海域
面积的三分之二!海岸线长!在风能'太阳能'

生物质能'海洋能'地热能'空气能等可再生
能源领域!具有一定的资源优势&充分利用可
再生能源有利于促进我省能源结构调整!减
少环境污染!促进节能减排工作的有效开展!

推动海南生态省和国际旅游岛的建设&

de#加强领导!建立强有力的组织保
障!推动我省可再生能源大发展*明确发展
目标! 科学编制我省可再生能源发展规划*

重点示范! 推动一批可再生能源发展项目*

加强政策引导!营造我省可再生能源发展环
境%当前我省可再生能源的发展还处于初步
阶段!迫切需要政府加大对政策的研究和制
定工作!通过补贴'贴息'税收和土地等方面
的鼓励政策!降低开发成本!扩大发展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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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一般的乡镇'农村环境卫生管理
不到位!环境脏'乱'差现象严重!主要表现
在以下几方面+一'由于工资较低!环卫工人
工作积极性不高!管理工作不到位!街道每
天只清扫!不能做到全天保洁!二'乡镇环卫
经费没有保障!对环卫工作投入不足!环卫
设备落后!配备不足!不能满足环卫工作的
需要!同时!乡镇没有垃圾处理场!垃圾收集
后集中清运到露天垃圾堆放场!不能做到无
害化处理!对周边环境造成污染%三'农村的
垃圾没有收集清运!村民把垃圾乱堆乱倒%

de#一'切实加强领导!开创镇'村环
境卫生新局面% 二'要建立健全环卫作业队
伍% 三'乡镇要组织制定好村,居$委会环境
卫生工作指导意见%四'要加大投入!保障环
卫经费% 五'要实行环境卫生工作责任追究
制度% 六'做好镇'村环卫设施规划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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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省政府遵循中央指示积极进行宏
观调控抑制房价!针对不同的购房意愿者采

取了一系列的具体措施! 但因经济适用房'

廉租房'限价房供给数量有限制!申请'等待
轮候周期长'门槛高等原因!还未惠及一些企
业中收入处于中低水平的夹心层群体! 保障
性住房远远不能满足海南人住房的需求%

de#必须采取多种措施!加大经济适
用房'廉租房'限价房供给数量% 一'员工住
房需求大'实力比较强的企业可以参与保障
性住房建设% 二'加大保障性住房和廉租房
的建设力度! 保证保障性住房的建设资金!

建立完善的住房保障体系%三'对重点企业'

发展潜力大的企业的员工买房给予支持!让
员工与企业紧密联系! 有利于企业的发展!

海南形象力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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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j#新生代农民工在为城市的建设与
发展做出巨大贡献的同时!所享受的社会保
障程度却很低% 究其原因!用人单位推卸责
任'农民工自身社会保障意识低'农民工签
订劳动合同的比例低' 社会保障制度不合
理'政府对农民工社会保障工作的监管力度
不够是其社会保障缺失的主要原因%

de#

$' 加强新生代农民工维权培训!

提高农民工社会保障意识% "' 严惩违法行
为!规范新生代农民工社会保障制度% %'成
立新生代农民工工会!解决农民工边缘性问
题% ('完善农民工医疗保险制度% &'尽快完
善新生代农民工工伤保险制度!推动-工伤

保险条例)的落实!尤其是完善工伤保险纠
纷的调解机制%)'完善新生代农民工失业保
险和社会救助制度!逐步提高农民工失业保
险和社会救助的覆盖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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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j#目前我省的社区卫生服务工作相
对滞后! 无论是在覆盖面上或是服务水平
上! 都与国内先进城市或地区存在较大差
距% 按卫生主管部门的专项检查!社区卫生
服务信息系统建设'居民的专项健康档案建
设和社区卫生服务机构的标准化建设!都难
达标! 无法体现社区卫生服务的公益性!更
难达到.六位一体/的基本服务功能&

de#

$' 政府应尽快研究制定有关公
立社区卫生服务机构人员编制'经费补偿'

管理体制和运行模式等相关政策和实施办
法!增加社区卫生服务经费投入& "'研究制
定支持居民到社区卫生服务机构门诊就诊
的优惠报销政策& %'依托重点医疗机构!投
入专项资金!建设集培养'扶持'考核为一
体的全科医师综合培训基地& ('创新管理!

鼓励重点医疗机构参与社区卫生服务体系
建设!进入社区卫生服务网点!充分发挥公
立医院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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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ABC 特约记者 DE

正月十一!上午!琼海市地税局整洁
明亮的办税服务大厅里!来办理纳税业务
的人只有零零星星两三个&纳税服务管理
局的副局长李宥萱像往常一样!在办公桌
前处理完手头的工作后!在大厅里0溜达1

起来% 走到填单台前!看到一个正在填单
的纳税人好像有疑问! 他主动上前询问+

您有什么需要帮助的吗2在耐心细致的解
说和协助之后!他终于为该纳税人办理好
了相关业务% 记者夸他服务态度好!他谦
逊地说+我们是税官!同时也是公仆!纳税
人是功臣!我们要服务好他们!做个出色
的服务员%

记者注意到!为民服务的理念充满这
个大厅的每个角落% 资料填单区里!不但
备齐了填单所需的纸'笔'范本等!还准备
了数十张适当高度的小圆凳!在等候休息
区里! 不但有办理纳税业务的相关材料!

还备有报纸'杂志'饮水机'医药箱'便民
伞等物品% 特别的是!这个大厅还设置了
一个接待室!里面摆放了电脑'沙发'茶水

等% 李宥萱告诉记者!这个接待室是用来
接待纳税人的% .在工作中!碰到对政策和
办税程序不理解的!纳税人会对办税服务
厅工作人员大声斥责!特别是去年!新税
费征管系统上线后! 部分工作程序有变
动!有些纳税人感觉办理业务不顺利了就
生气地嚷嚷!这时!接待室就发挥作用了%

我们把纳税人请进接待室! 端上茶水!耐
心地解释! 并为他们查询相关业务流程!

主动联系业务部门沟通协调有关事项%在
我们的诚意下!他们的气就会消了!事也
办得顺了% 1

李宥萱还记得!去年有一次有一个纳
税人!在填单区填单时不慎将钱包留在了

填单台上! 办完事后也没发现就直接走
了%这个丢失的钱包被大厅的工作人员上
交到李宥萱手里% 几个小时后!失主寻来
了%经过再三确认后李宥萱将钱包交还给
这位纳税人%失主对服务大厅的工作人员
连口称谢!因为钱包里有身份证!他第二
天就要飞广州! 证件如果丢了就耽误事
了%

.以后!我们会做得更好!打造一个软
硬件环境俱佳的五星级办税服务厅!为纳
税人提供更细微'更贴心的服务% 1李宥萱
为办税服务厅订立了一个新年的奋斗目
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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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FGB 特约记者 HIJ

$ 月 ") 日!正值大年初四!按照五
指山市当地黎族的习惯! 不到正月十
五!还不算过完年% 可是就在当天!五指
山市福建村的黎族织锦能手黄慧琼 !

就和村里的十余个姐妹一道! 来到番
茅黎锦坊!开始织就她们新一年的期望
与梦想%

黄慧琼是五指山市番茅黎锦坊的经
理!春节前夕!她收到了一批订单+&' 条
筒裙'一批床旗以及将图案裱框!$&天后
交货% 为了遵守协议! 按时按质按量交
货!春节期间!她不敢闲着!赶紧组织村
里的姐妹们织锦% 姐妹们都很支持慧琼
的工作!反正闲着也是闲着!不如就来织
黎锦!一来支持姐妹!二来也可以赚些钱
补贴家用%

黄慧琼告诉记者!原先村里的姐妹们
织黎锦是各自为战!这样不仅不了解市场
行情!而且不利于大家相互之间的学习交
流!产量也比较低%自 "''*年 &月成立黎
锦坊以后! 这些问题得到了较好的解决%

"'$$年! 番茅黎锦坊年产值就达到了 "'

多万元%

生意是越做越好了!可是黄慧琼还有
些许的担心%掌握织锦技艺的能手一天一
天老去! 年轻人又不愿意学习织锦技艺!

黎族织锦面临着失传的危险%

新的一年! 她规划如何把织锦产业
化!而且要做得更好% 通过争取政府的
扶持!不断改进织锦技艺!扩大黎族织
锦的知名度!使销量节节攀升% 同时!举

办织锦培训班!让更多的人喜欢并掌握
织锦技艺% 今年上半年!黄慧琼将着手
改善黎锦坊的工作条件!让姐妹们坐在

宽敞明亮的作坊里!共同织就黎家妇女
美好的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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