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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信用公示平台 抽查企业年度报告

海口工商构建宽进严管新格局

本报海口 6 月 8 日讯 （记者孙慧
通讯员陈术颖）工商改革登记体制简化
程序后， 是否就意味着对经营主体的
监管放松了？ 记者从海口市工商局获
悉，为彻底实行工商登记体制改革“宽
进严管”原则，市工商局针对市场主体

后续管理难点， 连续出台系列市场主
体监管和企业信息公示等管理办法，
构建信息化、 现代化企业监管体系，推
动市场监管向“宽进严管”转变，促进
形成诚信、公平、有序的市场秩序。

建企业信用公示平台

在海口市工商局一楼大厅，“海
口市企业信用信息公示” 电子屏上，
2014家“黑名单”企业、521家“经营
异常企业”、1713家“行政处罚企业”

名单以及 267 家“良好企业”名单在
不停地滚动播出。据了解，市工商局以
工商部门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为基
础，将全市 13万多家企业的注册登记
及备案信息登记在库， 运用企业信用
信息公示平台进行监管， 市民可登录
信息平台查询企业的信用信息档案。

对企业信用分类监管

自去年 8月份我省实行企业登记
改革以来， 下转 A04 版荩

凝聚共识全力以赴
为国际旅游岛建设提供电力保障

■ 本报评论员

近年来，随着我省经济社会快速发
展，国际旅游岛建设深入推进，全省电
力需求十分旺盛，电力缺口问题开始出
现。 特别是今年，电力供需形势极为严
峻，电力供应不足问题特别突出。 在此
之际，从西南部电厂传来令人鼓舞的消
息，电厂计划明年建成投产发电。

我省电力缺口是一个长期问题，解
决的根本出路是新建电厂。目前海南电

厂布局仍集中在北部、西部，其装机比
重高达 90%，而南部、东部长期以来缺
乏主力电源支撑，三亚、乐东所在的南
部地区依靠电网长距离输送电力，供电
可靠性较低、抗风险能力较弱。因此，西
南部电厂选址乐东是一个全局性、战略
性的科学选择。它将为保证海南电力供
应和优化电源结构奠定坚实的基础，同
时填补国电在海南火电发展的空白。

科学规划、严控风险，建设绿色环
保型电厂，确保群众放心、群众满意。西

南部电厂建设事关海南经济社会发展，
事关乐东当地群众切身利益，消除少数
群众的疑虑， 凝聚最大限度的共识，是
确保电厂建设顺利推进的关键。 在建
厂选址过程中， 有关部门对沿海码头
建设条件进行了充分研究， 考虑台风
登陆对电厂安全性的影响， 最终通过
了中国电力规划设计总院主持的评
审， 认为选址于乐东西部沿海是科学
合理的。 同时，西南部电厂坚持环保高
标准、高起点建设， 下转 A02 版荩

国电西南部电厂明年建成发电
每年可发电约 38.5亿度，将极大缓解我省严峻供电形势

本报莺歌海 6月 8 日电 （记者梁振
君 李科洲 郭嘉轩 特约记者孙体雄）6
月 4日中午， 中国国电集团公司海南西
南部电厂 2×350MW（兆瓦）机组新建
工程主厂房正式开挖， 西南部电厂正式
工程由此拉开建设序幕。 电厂计划明年
建成，投产发电后，将为保障海南电力
供应和优化电源结构奠定坚实的基础，
同时填补国电在海南火电发展的空白。

西南部电厂位于乐东黎族自治县
莺歌海镇， 项目总投资 37.84 亿元，拟
建 2 台 350 兆瓦超临界凝汽式燃煤发
电机组， 建成后每年可发电约 38.5 亿
度。 项目同步建设脱硫、脱硝、除尘、除
灰渣、污（废）水处理及海水直流冷却
系统， 配套建设 1 个 5 万吨级煤炭泊
位、1 座条形封闭煤场、 海水淡化系统
和丰塘灰场等辅助工程和公共设施。
项目由国电海南分公司投资建设，该公
司是中国国电集团公司在海南地区的
二级分支机构。 项目已于近日获得国
家发改委核准。

记者在项目现场看到，尽管骄阳似
火，300多名工人仍坚持在一线施工作
业。 两家施工单位实行白班夜班两班
倒，做到机械不停、人员不断。 截至目
前，项目相继完成烟囱、侧煤仓、磨煤机
基础、#1 锅炉、#1 汽机房、#2 汽机房等
主体工程基础桩基工作，比计划工期提
前 1 周， 占全部主辅桩基总工程量的
70%以上，有力地推进了工程施工进度。

国电乐东发电有限公司总经理厉云
蓬说，为打破电源建设滞后局面，保障国

际旅游岛建设，2007年， 西南部电厂项
目根据“十一五”电力规划编制初步可
行性研究报告，被纳入海南“十二五”重
点基础设施建设项目。 电厂首台机组计
划明年 10月投产发电， 第二台机组 12
月投产发电， 目前有关各方正齐心协力
加快施工进度，争取项目提前投产发电。

据透露，西南部电厂坚持环保高标
准、高起点建设，工程同步安装高效布
袋除尘、湿式静电除尘、脱硫、脱硝装
置。 项目建成投产后，不仅可以有效满
足海南电力负荷增长需求，同时可以改
善海南电网网架结构，极大地缓解海南
电源建设滞后的局面。

另悉，“十二五”期间，海南全社
会用电量预计年均增长 14%，2015
年将达到 300 亿度， 统调最高负荷
2015 年将达 470 万千瓦，比 2010 年
翻一番以上。 今年迎峰度夏期间，海
南用电最高负荷需求将达 360 万千
瓦，同比增长 13.78%；预计全年总售
电量达 188 亿度， 同比增长 9.30%。
受多台燃煤机组集中进行脱硝改造
等因素影响，预计下半年最大电力缺
口达 60 万千瓦， 将迎来近年来供电
形势最为严峻的一年。

省发改委负责人说，随着海南用电
负荷进一步增长，2015 年电力供需形
势也十分严峻， 西南部电厂的及时投
产，将为我省经济发展提供稳定的电力
供应，极大缓解我省日趋紧张的供电形
势，同时为海南电网南部地区提供强有
力的电源支撑。 （相关报道见 A03 版）

编者按：2014 年是海南近年来电力供需形势最为严峻的一年。 缺电，海南的这
个夏天让人揪心。 然而，海岛西南部的海风吹来一个令人欣慰的消息，中国国电集
团公司海南西南部电厂正在加紧建设，明年有望投产发电。本报今起推出大型系列
报道“火热的国电”，从项目建设、背景、意义到各方支持，连续 4 天以“1+1”的模
式，即一版一条消息加上一个整版的篇幅，图文并茂地记录和展示“国电故事”，为
建设者加油鼓劲。我们期待，这一项目在各方合力推动下，创造出新的“海南速度”。

观澜湖世界高尔夫明星赛 10月海口挥杆

48 位明星角逐百万美元奖金
本报海口 6 月 8 日讯 （记者王黎

刚 许春媚）第三届世界高尔夫明星赛
将于 10 月 24 日至 26 日在海口观澜
湖黑石球场举行。 记者今天从观澜湖
世界高尔夫明星赛新闻发布会获悉，本
届明星赛总奖金高达 100 万美元，由
24 位国际高尔夫职业巨星和 24 位国

际知名文体巨星组成。
目前已经确认的明星阵容包括好莱

坞“女神” 杰西卡·阿尔芭、“萨克斯王
子”肯尼·基、著名导演冯小刚、影帝陈道
明、“小巨人”姚明、“体操王子”李宁、
中国羽毛球队总教练李永波、 南非传奇
格雷·普雷尔、“大白鲨”格雷格·诺曼等。

少点“某某”
多些点名道姓

■ 浪淘沙

近日，海口市作风办对遵守工作纪律“六不准”
情况开展明察暗访，对违规者不仅严肃处理、问责追
究，还点名道姓公开曝光。 （见今日本报一版）

政府部门是为人民服务的，而不是养闲人。上
班玩游戏、看电影、炒股票、上淘宝、上网聊天、打
瞌睡，如任由此风蔓延，伤的是群众的心，败的是
政府的信誉。

点名道姓之所以让百姓大呼痛快过瘾， 就是
让人看到了政府在动真格， 不再一团和气 “和稀
泥”。以前曝光通报的情况其实也不少，但对单位、
姓名多以“某某”代替，貌似公允又团结，实则很难
达到惩戒和治病救人的目的。因为“某某”太多了，
法纪的威慑力就会打折， 百姓对党风政风的期望
值也会降低。

如今，不仅在海口，我省其他不少市县对违规
违纪行为， 也开始点名道姓公开曝光。 点名道姓
多了，以情代法的空间就会变小，党风政风也就会
越变越好。

专家共议乡村旅游创新发展

琼海乡村游产品
接轨国际水平

本报嘉积 6 月 8 日电 （记者杨春虹 通讯员吴婷
婷）在以蓝色滨海旅游为特色的海南，快速崛起的琼
海乡村旅游成为一道独特的风景。 今天， 省旅游发展
研究会组织岛内外专家学者共聚博鳌， 围绕琼海乡村
旅游的创新发展举办专题研讨会。中国旅游报社长、国
家旅游局研究室原主任高舜礼，北京交通大学教授、中
国旅游研究院原副院长石培华等参加了研讨会。

与会专家认为， 琼海乡村旅游发展为县域旅游转
型发展和走新型城镇化道路探索出了一条创新之路，
开发出了一批具有国际水平的乡村旅游产品， 其发展
模式在全国具有很好的示范意义。

研讨会上，专家认为，琼海不是以重金建“花瓶
式”乡村旅游点，不是以乡村旅游的名义整合土地搞
房地产，而是以整体建设“田园城市”的做法，为乡村
旅游大规模发展提供了良好背景， 为打造百姓幸福家
园提供了坚实基础。 而琼海提出在全域以旅游景区的
5A 标准建设基础设施和服务设施， 为今后游客舒适
度和乡村旅游附加值的提高进行了铺垫和积累。

在实地考察和调研中，美雅村的青年旅社、阿叔农
家乐以及博鳌的滨海酒吧公园等给专家们留下了深刻
印象。 对比国内外乡村旅游发展地区，专家认为，琼海
尽管乡村旅游发展起步较晚，但由于发展思路清晰、顶
层设计明确，使得乡村旅游发展具有起点高、发展快的
特点，在短短一年多的实践中，已经成功开发出一批能
够与国际乡村旅游接轨的高水平乡村旅游产品， 这在
全国都有较强的示范意义。

西南部电厂项目效果图。 本报记者 武威 翻拍

9个暗访小组明察暗访“六不准”情况

海口点名曝光“庸懒散奢贪”人员
本报海口 6 月 8 日讯（记者李佳飞

通讯员王莉）上班时间玩游戏、看电影、
炒股票、上淘宝、上网聊天、打瞌睡？ 曝
光！ 近日，海口市作风办联合效能办、市
直机关工委，组成 9个暗访小组对市、区
各单位（部门）遵守工作纪律“六不准”
的情况开展了明察暗访， 对违规者不仅
严肃处理、问责追究，还公开曝光。

据介绍，检查采取交叉监督、随机抽
查、实地走访等方式，不定时间、不定路
线地对违规行为进行拍摄取证和当事人
现场签字确认等做法，做到公正透明、不
留情面。 经过检查，共发现各类问题 12
个，涉及 17家单位（部门）18人。

其中秀英区政府办科员张晖，龙华
区教育局工作人员郑峻敬， 龙华区政务
服务中心聘用人员邢丽芸， 龙华区农林
局聘用人员陈强， 龙华区新坡镇农业服
务中心工作人员黄杰， 琼山区云龙镇纪
委副书记詹光景, 琼山区红旗镇政府农
业服务中心工作人员曾德帆、林婷，美兰
区海甸街道办工作人员黄浩、林玉娇，市
档案局工作人员符智， 市地方志办公室
工作人员姚锐， 市交通港航局聘用人员
冯恒鑫、借用人员王秋霖，市国税局劳务
派遣人员邱培燕， 海口质监局聘用人员
李心刚、刘霖冀，市社保局秀英社所工作
人员刘健等，因存在上班时间擅自脱岗、

上网看电影玩游戏、 浏览与工作无关的
网页、睡觉等问题，依据《海南省“庸懒
散奢贪”行为问责办法》，相关单位分别
给予责令书面检查、 诫勉谈话、 通报批
评、调离工作岗位等处理。

“今年是海口市深化改革年、科学
管理年和作风建设提升年，海口将把严
肃工作纪律作为改进工作作风，树立良
好形象、优环境提效能促改革的重要抓
手，常抓常管。 ”海口市相关负责人说，
强化执纪问责，对违反工作纪律问题频
发的部门和单位，既要追究当事人的责
任，又要严肃追究其党委（党组）的主
体责任和相关纪委的监督责任。

省考试局回应乐东只设县城高考考点的报道

全省考点设置将重新评估
本报海口 6 月 8 日讯 （记者陈成

智）本报 6 月 6 日 A07 版头条关于乐
东只有县城考点致千余名考生提前两
天赶考的报道，引起了省考试局高度重
视。 省考试局局长王贤今天致电记者
表示，今年普通高校招生录取工作结束
后，该局将对全省考点设置重新梳理评
估，不排除条件具备时批准乐东设立新
考点的可能。

王贤告诉记者，关于考点设置教育
部有严格规定，按文件规定要求考点要
设在按照国家教育考试标准化考点规
范要求建设的中学等办学机构。 黄流

中学、冲坡中学两所学校目前不符合教
育部规定的考点设置要求。

“乐东约1700名考生提前两天赶考，
确实是一个值得重视的问题， 感谢你们
的报道！ ”王贤说，省考试局历来重视平
衡好考试安全和服务考生两个要素。 待
今年普通高校招生录取工作结束后，该
局将结合我省目前的考点设置情况，进
行一次全省性调研， 对目前各考区的考
点设置进行一次重新评估， 合理安排和
设置考点，使我省考点设置更优化、更合
理。 不排除经各方的努力， 待条件具备
时，批准乐东设立新考点的可能性。

深化改革
海南在行动

“琼中农信”登陆新三板
本报营根 6 月 8 日电 （通讯员朱

德权 记者洪宝光 特约记者黎大辉）6
月 6 日上午 9 时，在北京金融街 26 号
金阳大厦，随着洪亮钟声的响起，海南
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农村信用合作联
社(下称“琼中农信”)正式登陆全国中
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 (俗称 “新三
板”)。 这是琼中首家挂牌“新三板”的

公司，也是第一家在“新三板”挂牌的
农信社，更是农村中小金融机构首次进
入内地资本市场。

据介绍，琼中农信挂牌股票总量为
7920万股，每股面值 1元。 由“琼中模
式”发展而来的“一小通”小额信贷业
务成为该公司的特色业务，并在全省范
围内推广。

拟建 2 台 350 兆
瓦超临界凝汽式燃
煤发电机组，建成
后每年可发电约
38.5亿度

同步建设脱硫、
脱硝、除尘、除灰
渣、污（废）水处理
及海水直流冷却
系统

配套建设 1 个 5 万吨级
煤炭泊位、1 座条形封
闭煤场、海水淡化系统
和丰塘灰场等辅助工程
和公共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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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精至爱 医佑天涯
———解放军总医院海南分院开诊两周年纪实

■ 本报记者 黄媛艳 通讯员 鲍磊

绿叶点缀、蝴蝶纷飞。 走进解放军总
医院海南分院（下称“海南分院”）骨科
病房， 一幅由医护人员精心设计的夏日
壁纸，让人心情舒畅。壁纸的下方，“常常
去帮助，总是去安慰”的话语，滋润心田。

“允忠允诚、至精至爱”是海南分院
医护人员立下的庄严承诺。正式开诊两年
来，他们用仁心仁术呵护生命，用踏实步
履丈量姓军为民的沃壤，将大写的“医”
字深深镌刻在海南经济社会发展进程中。

一片冰心在玉壶

“又能听到爸爸妈妈的声音了，真
好！”16岁极重度耳疾患者方苗雨重回

有声世界，喜极而泣。
方苗雨不是唯一幸运者。得益于海

南分院耳鼻咽喉头颈外科的专家团队
开展的“耳聪工程”公益活动，海南特
殊教育学校的 400 余名耳聋学生获得
免费的耳聋基因筛查， 明晰致聋原因，
有效减少下一代先天性耳聋的病发几
率；30 名贫困的耳聋患者享受了免费
的人工耳蜗植入术。 随着“耳聪工程”
公益活动的持续开展，200 余名耳聋患
者从中受益， 他们原本寂静的世界里，
充满了鸟叫蝉鸣的欢悦。

在海南分院看来，公益脚步，只有
起点，没有终点。

天行集团出租车驾驶员张言军和
他的同行们记得，海南分院免费提供了
体检；三亚市崖城镇港门村 102 岁的陈

亚惠和全省的 22 名百岁老人不会忘
记， 海南分院免费开展的镶牙服务，让
他们在晚年再次咀嚼肉香……

解放军总医院副院长兼海南分院
院长栾复新心中一直装着一幅全省
“医疗地图”。两年来，海南分院精心挑
选组建高级专家医疗队，利用节假日休
息时间，免费为全省多个市县近万名百
姓提供医疗服务。

“姓军为兵”一直是海南分院的宗
旨，海南分院从未忘记身上流淌着军队
的 “血液”。 或赶赴训练场为官兵治
疗、保健；或利用周末为孩子们做患龋
率的调研；或奔赴三沙，医疗服务不漏
过每一位驻岛官兵……海南分院白衣
天使们矫健的身影， 活跃在海南诸多
驻军单位。 下转 A02 版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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