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呀诺达景区被评为

“中国十大文化生态旅游景区”
本报保城 6 月 4 日电（记者洪宝光

通讯员曹传佳）近日，在北京召开的“第
三届京交会中国城镇旅游产业发展大
会”上，海南呀诺达雨林文化旅游区被
评为“中国十大文化生态旅游景区”。

本次会议由国家商务部和北京市
政府联合举办，东方华夏文化遗产保
护中心、亚太旅游联合会、国际度假
联盟组织、中国生态旅游促进会合作
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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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亚将实现村级便民服务站全覆盖

便民服务站设在村民家门口
本报三亚 6 月 4 日电 （记者程范

淦）“想不到在家门口就可以办理社保，
太方便了！”三亚市凤凰镇妙林村 50岁
的董存基办理完社保证后高兴地说。 随
着妙林村便民服务站投入使用，凤凰镇
成为三亚市首个实现村级便民服务站
全覆盖的乡镇。

为了给基层百姓提供“零距离”贴心
服务，凤凰镇去年底便开始筹建全镇村级
便民服务站。截至 6月 3日，全镇 16个村

（社区）便民服务站已全部建成并向群众
提供服务，真正打通为民服务“最后一公
里”，获得广大群众的交口称赞。

6 月 3 日上午， 在凤凰镇妙林村便
民服务站，记者见到该站专门设立了开
放式窗口。 宽敞、明亮的大厅里，电脑、打
印机、饮水机、空调一应俱全，工作人员
由“两委”班子成员或大学生“村官”担
任，其中，服务站站长由村支书担任。

据了解，凤凰镇 16 个村（社区）便

民服务站在服务群众的过程中， 坚持方
便群众办事与严格依法行政相统一的原
则，将按照“八个一”（一个场所、一块
牌子、一部电话、一台电脑、一个公示栏、
一套制度、一本台账、一套办事须知）的
基本要求进行建设，对便民服务的内容、
程序、流程和标准、责任追究等统一公布
上墙，严格做到服务内容、办事程序、收
费标准、政策依据、服务电话、工作人员
情况“六公开”，使到服务站办事的群众

一看就明了、一看就放心。
凤凰镇委书记张可称， 各村级便民

服务站主要提供劳动就业、社会保险、社
会救助、社会福利、计划生育、新型农村
合作医疗、农用地审批、农业技术指导、
涉农补贴、村企合作、食品卫生、邮政、水
电气安装、快件、家暴投诉、建房报建、户
籍管理、流动人口管理、综合治理、环境
卫生、 违建管理等与老百姓生活息息相
关的政务服务项目。 同时，各村（社区）

两委的公章也于当天放到了便民服务站
进行统一管理和使用， 镇里将组织人员
对公章管理和使用情况一个季度进行一
次检查。

三亚市政务中心有关负责人说，凤
凰镇实现村级便民服务站全覆盖后，其
他乡镇也会按照此标准建立村级便民服
务站，争取在今年 8 月份建成 140 个村
级便民服务站， 实现全市村级便民服务
站全覆盖。

琼中再出“硬”招

环境卫生搞不好 电视上曝光检讨
本报营根 6 月 4 日电（记者洪宝光

通讯员朱德权 特约记者黎大辉 ）“建
设银行琼中支行责任区内的多家店铺，
不同程度上存在占道经营现象，造成人
行道通行不便，严重影响市容市貌整体
美观。 ”近日，在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
营根镇人流量、车流量最大的万福隆商
厦， 一个大大的 LED 显示屏正在曝光
该县环境卫生综合整治过程中存在的

不和谐画面。
如何保住琼中的绿水青山这块

“金字招牌”，琼中又出“硬”措施，
于近日印发了《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
2014 年城乡环境卫生整治工作方
案》（以下简称 《方案》）， 不遵守
《方案》规定的乡镇、城区各单位、各
村支部书记等，不仅要在该县万福隆
商厦 LED 显示屏上公布，还将在县广

播电视台上曝光。
对于季度考核中处于倒数第一

的乡镇、城区单位以及各村（居）委
会，单位一把手要在县广播电视台进
行检讨， 检讨后仍无具体整改措施、
环境卫生仍未好转的，单位主要领导
将被约谈。 目前已经有县工商局、什
运乡等单位主要领导在县广播电视
台作检讨。

荔枝也可以盆栽啦
本报金江 6 月 4 日电（记者孙

慧 通讯员王家专） 盆栽花草很常
见， 但您见过盆栽荔枝吗？ 今天上
午， 记者在澄迈县金澄超级无核荔
枝研究所见到了挂果累累的盆栽荔
枝（见左图）。

一个圆形塑料盆桶里种着一
株高达 1.5 米左右的荔枝树， 细数
一下，大约有荔枝 30 至 40 颗。 据
该研究所负责人王廷标介绍，这是
他研究的荔枝种植新技术，盆栽荔
枝不但可食用， 还具有观赏价值。
今年已有 500 盆荔枝挂果，这批盆
栽荔枝将销售到非荔枝产区的内
地地区。

组团参加首尔国际旅游展

三亚热带休闲风吹拂韩国
本报三亚 6 月 4 日电（记者黄媛艳

通讯员黄苗俊）2014韩国首尔国际旅游
展日前在首尔市江南区韩国国际会展中
心(COEX)1 层 A 展厅举行。 三亚组织
多家旅行社和旅游景区等企业参会，推
介三亚旅游资源。

韩国是三亚第二大入境游客源市
场，韩国首尔国际旅游展是亚洲重要的

旅游展会，聚集了信息交流、业界合作、
参访考察等强化旅游交流与合作的功
能，为三亚旅游做大韩国客源市场提供
了难得的互动平台。本届首尔国际旅游
展分为韩国宣传馆、海外宣传馆、公演
舞台、旅游商品馆、世界风物馆和体验
馆等分馆， 汇集了世界 60 多个国家和
地区的景点和旅游商品信息。

海南首期无限航区
船员适任考试三亚开考

本报海口 6 月 4 日讯 （记者宋国强 通讯员
何志成）今天，在海南海事局组织下的首期无限航
区海船船员适任考试在三亚考点开考。 此次共有
51名考生分别参加船舶驾驶专业和轮机专业的考
试。这也是海南海事局在获得交通运输部海事局无
限航区考试授权后组织的首次船员适任考试。

据海南海事局有关负责人介绍， 本期参加考
试的 51 名考生来自我省三亚航空旅游职业学院
和海南科技职业学院在读的船舶驾驶和轮机专业
的学生。 而在此前， 海南省内无限航区船员的培
训、 考试、 评估和换证均需要前往广东海事局办
理。 获得授权后，海南省内无限航区船员可就近在
家门口参加培训、考试和申办各类证件，极大地方
便了船员培训机构、服务机构以及广大船员，同时
也减轻了培训、 服务机构和船员去异地所产生的
经济负担。

澄迈公安反恐处突训练
6月 4日上午， 澄迈县公安局公安民警正在

训练基地开展警务实战训练。 为适应当前反恐防
暴处突应急形势和维稳工作的新需要， 切实训练
一支专业反恐防暴维稳处突的实战队伍， 澄迈公
安局组织全体民警和特勤队员轮流定期开展封闭
式集中培训，以提高防恐防暴反应能力。

通讯员 王家专 摄

我省 12 家单位获
全国“青少年维权岗”称号

本报讯（记者陈蔚林 通讯员李文录）记者从
团省委获知， 近日， 我省琼海市人民法院少年法
庭、 海口市秀英区人民检察院未成年人刑事检察
科等 12家基层单位荣获 2013年度全国“青少年
维权岗”称号。

“维护青少年合法权益” 是共青团的四项
基本职能之一。 近年来，团省委紧紧围绕省委、
省政府的中心工作，在维护青少年合法权益、预
防青少年违法犯罪、 未成年人保护等方面做了
大量工作。

万宁携手电商 网上促销旅游
本报万城 6 月 4 日电 （记者符王润

特约记者陈循静 通讯员黄良策） 记者日
前从万宁市 2014年夏季旅游营销线上操
作和奖励资金结算专题培训班上获悉，从
今年 6月 1日起，游客可在携程、艺龙、去
哪儿、爱哪哪旅行网、美团等电商平台，享
受到加入该市夏季旅游营销联盟的旅游

景区、星级酒店、餐饮店等 46家旅游企业
的折扣优惠，优惠总金额超过 1000万元。

据介绍，万宁将通过网络媒体、网络
社区等渠道对万宁的旅游资源、 相关旅
游产品进行宣传，同时，通过电商平台销
售旅游产品。游客只需通过网络，就能订
购万宁丰富多样的旅游产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