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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进一步规范我省税收秩序，共建和
谐税收，海南省地方税务局欢迎社会各界
对税收违法行为进行检举。我们郑重承
诺：严守保密规定，对重要线索一查到底。
检举的税收违法行为经立案查实处理并依
法将税款收缴入库的，依照相关规定给予
奖励，检举奖金数额最高不超过1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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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告

本报讯（记者杨勇 特约记者高智 通讯员梁
昌琪）记者日前从东方市民政局获悉，从6月至
今，东方市已向1.41万名低收入群众发放第一季
度价格补贴，共计发放补贴125.9万元。

为切实保障困难群众的基本生活，减轻物价
上涨对困难群众的影响，东方市建立物价联动补
贴机制，依据物价上涨指数的涨幅情况，对城乡低
保户、农村五保户、优抚对象、失业保险对象、在校
贫困大中专生等低收入群体发放物价补贴。

据了解，在校贫困大中专生每人每月补贴26
元，其他困难群体每人每季度发放90元。第一季度
东方市共发放物价补贴金额125.9万元，其中城乡
低保户、农村五保户、优抚对象、失业保险对象领取
补贴人数1.38万人，市职业技术学校贫困学生261人。

东方1.41万低收入群众
领到物价补贴

8月6日，蓝天白云下，游船在风景如画的南渡江（澄迈段）航行，泛起层层
涟漪。据了解，澄迈将在今年“十一”黄金周前完成南渡江航道和农家乐旅游
资源整合，开辟一条南渡江（澄迈段）旅游新路线。

本报记者 张茂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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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立彬

五部门关于进一步加快推进宅基地和集体建
设用地使用权确权登记发证工作的通知，10日由
国土资源部正式公布。这是不动产登记工作部际
联席会议制度建立以来，有关部门首次联合发文
明确不动产统一登记城乡统一。对赋予农民更
多财产权利、保障农户宅基地用益物权、建立城
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

“农地入市”等重大改革具有基础性作用和非常重
要的意义。

当前全社会高度关注的不动产统一登记改
革，很多时候被狭义地理解为“房地统一”或房
地产税等城市房地产问题改革。其实，我国最
大的不动产家底在农村地区。对研究不动产问
题的专业人士来说，很多年来一直就有“大统
一”“小统一”的形象说法。简单说，在维持各部
门多头管理构架下进行修修补补，是“小统一”；
彻底打破多头管理的方案，真正实现城乡统一
改革是“大统一”。

按党中央、国务院明确部署，我国不动产统
一登记，只能是“大统一”。因为“小统一”本质
上还是要维持城乡分割格局，城市国有土地上
的房地产是一摊，山水林田海等农村土地是另
一摊。目前加快推进的不动产统一登记工作，
遇到的大部分障碍，归根到底是一些“小统一”
利益团体或明或暗的抵触。说穿了他们就是不
喜欢打破城乡二元化的不动产管理格局。五部
门的通知，将彻底打破这些利益团体对“小统
一”的幻想。

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存在的各种问题，
大多可以追到城乡二元化格局这个根子上。城乡
二元化格局有两大“支柱”，一个是户籍，一个是地
籍。这两大“支柱”直接造成农业户口与城市户口
不平等、城市建设用地与农村集体建设用地不平
等。此次五部门的通知，从全面深化改革的高度，
强调了户籍制度、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缺一不可，彰
显了“大统一”改革的决心。

7月30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同时讨论有序推
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和《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
（征求意见稿）》；7 月下旬，国家发改委、中央编
办等 11 个部门联合印发了《关于开展国家新型
城镇化综合试点工作的通知》，明确提出将宅基
地和农房纳入全国统一的不动产登记体系，并率
先建立和实施不动产统一登记制度。盘点近期
中央密集出台的一系列政策，信号一致而明确：
30多年前，中国的改革从农村土地大包干发轫；
今天，我国不动产统一登记乃至整个不动产管理
改革，也必须从难点重点所在的农村突破，从以
城乡统一为基础，确认、保护农民的不动产权利
破题。

不动产统一登记
贵在城乡统一

■ 韩洁

财政部、审计署近日发出通知，从
今年8月起在全国再度开查小金库。无
独有偶，近日中央和地方陆续公布的去
年决算审计报告，又曝出一批政府乱花
钱老问题的新表现：如交通运输部、民
政部等22 个部门在非定点饭店召开会
议384个，其中87个在五星级酒店等。

审计扮演着国家利益捍卫者、公共资
金看门人的角色。每年大大小小审计风
暴发现的问题，不外乎违规转移套取资
金、非法用地、违规收费、违规招投标、私
设“小金库”、“三公”超标这些老问题，就
像牛皮癣一样顽固。“屡审屡犯”已经导致

公众出现“审丑疲劳”，极大地损害了政府
的公信力，必须下决心施以治本之策。

医治“屡审屡犯”的牛皮癣，关键要
找到病根。审计出的问题多隐藏着部
门利益，其背后的“体制土壤”是病根所
在。2013 年中央对地方实际专项转移
支付超过 1.8 万亿元，汇总 45 项收费的
全国政府性基金收入超过5万亿元，无
论是专项资金还是收费项目，大多通过
部门进行运作。部门对资源的掌控程
度，直接决定着背后的权力寻租空间有
多大，决定着有多少收益可能被“化”为
本部门人员的福利。“体制土壤”不改
变，顽疾自然难以治愈。

克服“屡审屡犯”的牛皮癣，必须围
绕“体制土壤”双管齐下、依法治根。一
方面，审计暴露问题触目惊心，惩戒措
施绝不能轻描淡写、下不为例，政府部

门必须下狠招、出重拳根治顽疾。应尽
早出台预算法，在法律责任章节从严设
置违法后果，并结合其他法律法规，针
对政府铺张浪费、舞弊营私等行为架起
法治的“高压线”。

另一方面，要积极推动体制机制的
完善，从源头和制度上预防问题发生。
既要给审计出的问题排出整改时间表，
逐个“对账销号”，建立整改长效机制，
也要结合财税体制改革，加快清理整顿
专项转移支付、财政专户、小金库等顽
疾，推进税制改革清费立税，减少政府
部门权力寻租的空间，铲除各种乱花
钱、乱收费行为滋生的“体制土壤”。

只有围绕“体制土壤”根表齐治，长
效机制与法治利剑双双发力，才能堵住
制度上的漏洞，让掌握纳税人钱者不敢
乱花、不能乱花。

铲除“屡审屡犯”须双管齐下

四川一名律师在宜宾县检察院拍
摄案卷后，被工作人员要求缴纳每张
0.5元的费用，称不付钱就不归还律师
证，且不给任何票据。事件曝光后，宜
宾县检察院道歉并称要退费，且保证
不会在此案上为难该律师。

相关法律和文件规定，律师复印
案卷只能收取必要的工本费用。用手
机拍下案卷，按理说并不会产生工本
费用，检察院收拍照费也就没有依

据。出现这样的情况，从根本上看是
有关人员没有规则意识、服务意识。
当地检察院在退费、道歉的同时，也应
对这一不当收费行为作出处理，切实
照章办事，提升服务群众的意识和水
平。只有这样，才是正视错误的态度，
才能赢得群众的肯定。这正是：

拍摄案卷强收费，
司法人员反违规。
退费道歉不可少，
提升服务莫乱为。

（文/石言 图/美堂）

@人民日报：北京朝阳区回应“强
拆报亭”：并非拆除，是依法改移。部分
报亭违章占道、超范围经营，确需治
理。但它连接市民需要和业主利益，即
便依法整治，也当以顺畅沟通避免冲

突，以人性执法消弭分歧。小小报亭，
折射民意民心，敬畏公民权利，才有公
信力。

@南都评论：环保部通报批评62名
环评工程师，对于建立起第三方机构的
权威来说是一个正面信号。但第三方
的建立不是仅仅依靠批评几个环评师
即可，而是要形成一套动态的监督-淘

汰机制，通过引入政府监管、社会监督、
行业自律多方面的力量，来实现第三方
的“独立”的“客观”。

■ 巴览

新的审批模式增加了县里干部的
工作量，但大大方便了办事企业。这样
的交换，是睿智的，也是值得的。搞经
济工作，必须会算账。这个账不单是经
济账，也是政治账，还是民生账

近日，澄迈县委在县政务中心开
了一次特别的常委会，会上研究通过
的项目在当天就完成了批准立项。从
此以后，讨论投资项目的县委常委会
都会搬到政务中心举行，只要通过一
个项目，就立即办理一个项目，以此大
幅度缩短审批时间，更好地服务立项
企业。

“立即通过，立即审批办结”的创
新举措值得鼓掌叫好！好就好在这一
举措抓住了审批难、立项难的“牛鼻
子”，过去申请立项，往往要经过多部
门调研、常委会研究讨论以及事后通
知审批等多个环节，时间算下来少则

一周，多则半年。澄迈县经过几番改
革，在实行新的审批模式后，审批权限
明确了，避免了项目积压、推诿、扯皮
等现象，大大提高了审批速度，杜绝了
审批部门向项目业主吃拿卡要的情况
发生。

新的审批模式增加了县里干部的
工作量，但大大方便了办事企业。这样
的交换，是睿智的，也是值得的。在新
的模式下，县委常委会增加了研究企
业项目投资会议的频率，会议地点也
搬至县政务中心举行，无疑加大了相关
领导和工作人员的工作量。但换来的
是什么呢？是立即办理的最快审批速

度，是立项企业的便利和省心，是一个
地方更加优良的服务环境和更加为民
务实的工作作风，更为地方的经济发展
赢得了加速度。

搞经济工作，必须会算账。这个账
不单是经济账，也是政治账，还是民生
账。算经济账，澄迈这一举措为投资企
业节省了人力成本和时间成本，也简化
了政府行政环节，减少了行政支出；算
政治账，这一举措服务了群众，优化了
干部作风，营造了良好的发展环境；算
民生账，投资环境好了，落户企业多了，
经济上去了，发展民生也更有基础，更
有底气了。

不管从哪个账面上看，澄迈都从
这些优化服务环境的创新举措中狠狠

“赚”了一笔，这在全省经济下行压力
较大、完成全年目标压力较为严峻的
当下，意义更加凸显。澄迈的做法值
得好好总结，各地都要问一问自己的
紧迫感够不够，找一找自己在提升服
务企业水平、优化投资软环境方面还
有哪些不尽如人意的地方，查一查自
己还存在哪些问题，想一想还有哪些
工作可以完善和提升。办法总比困难
多，只要找准了问题，敢于抛弃旧思
维、敢于大胆创新，就一定能找到促进
经济发展的好路子。

为项目发展提供更好的服务环境

■ 本报记者 黄媛艳 通讯员 周加卿

“首批选拔的40名村民已经开始参
加船员上岗培训，资源整合后的‘海上
游天涯’项目有望于今年10月投入运
营，为游客提供一个放心游玩的水上旅
游环境。”三亚天岭海上旅游有限公司
筹备组负责人陈伟，今天向记者透露了
三亚旅游市场整治的又一个好消息。

今年6月9日，央视曝光了三亚海
上旅游乱收费等新闻，鹿城以此类问题
为导向，在去年国庆整治旅游市场突出
问题的基础上，多措并举，持续净化旅
游环境。

打蛇要打七寸，要想旅游市场整治
出成效，关键是要找准问题。今年上半
年1603件的旅游投诉，三亚不仅实现办
结率100%，更是将每例投诉进行分析，
从中寻找自身不足。而且，三亚还强化

多部门联动工作机制，严打“欺客宰客
或商业贿赂、旅行社零负团费或承包挂
靠、海上旅游乱象、不合格供应商”等4
类问题，综合运用监督检查、联合执法、
综合整治结合专项整治等方法，有的放
矢，寻找旅游市场突出问题。

同时，三亚还善于给自己“找茬”，
从今年元旦开始，启动旅游市场暗访机
制。“各联合执法部门有关人员、媒体代
表、群众代表组成暗访小组，分岛内和
岛外两个方向，岛外主要到客源城市了
解三亚旅游市场状况，岛内主要以网络
报名参加‘一日游’、‘两日游’等方式，
摸准市场脉搏。”三亚旅游质监局局长
张理勋表示，今年上半年，通过暗访取
得线索协助解决的旅游投诉，占总量的
20.36%。暗访配合明察，找准问题，提
高工作的针对性，力求标本兼治。

今年三亚启动了深化改革年、科学

管理年和问题整改主题月活动，在涉旅
版块持续发力。综合多渠道汇总的市
场信息后，目前，三亚将出台《三亚市继
续整治旅游市场突出问题工作方案》，在
第一阶段已整治完结24项问题的基础
上，继续新增并着力解决涉海涉水旅游、
旅游交通、旅游经营、旅游住宿、旅游环
境、旅游餐饮、旅游安全等7个方面存在
的60项突出问题，强化旅游市场治理。

“三亚最近旅游市场情况不错，比
我两年前来的时候好多了，‘黑旅馆’、

‘投诉难’等现象缓解不少。”这是北京
游客周昌的切身感受。

其实，这与三亚在不断找准问题、
细化分析后，用行动取信于游客的思路
转变息息相关。

在线旅游火热，使得今年上半年三
亚网络预订旅游业务引发的投诉占比
达14.10%。

为此，三亚旅游质监局负责人约谈
各大旅游电商在三亚的负责人，向7家
主要的旅游网络电商去函，强化合作共
管网络旅游市场；坚决下架不合格的旅
游产品和服务供应商；并与知名旅游网
站合作建立“红黑名单”及诚信档案共
享等联合监管机制；积极推动旅游网
站，推出新的旅游电商经营许可审核标
准；并由该市旅游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
通过其官方网站加强正面宣传，引导旅
游者加强辨别、理性消费。

成绩的取得，不仅得益于三亚畅通旅
游咨询投诉渠道，不断提高旅游热线
12301在线处理的效率和质量；也归功于
三亚强化市场主体的自我约束和诚信经
营，通过“市场诚信主体建设”、认证102
家“诚信商家”和打造“诚信一日游”，主
动为游客推荐放心的消费场所，率先发
布旅游舒适度指数，引导有序出游……

“上半年三亚旅游市场秩序良好，
度假氛围进一步优化。我们一方面通
过问题倒逼整改机制进行自我整改和
提升，另一方面我们也着力通过出台
《三亚市边境旅游突发事件应急预案》、
《三亚市水上旅游管理暂行办法》等规
定，建立长效机制，实现标本兼治。”三亚
市旅游委主任周春华说，改善旅游市场
秩序是提高三亚旅游服务水平，打造精
细化国际旅游城市的一项长期工作，整
治旅游市场突出问题，需要常抓不懈。

三亚市副市长许振凌表示，三亚将
进一步加强旅游市场的精细化管理，以
突出问题为导向，制定或完善实施方
案，创新工作手段，不断健全三亚旅游
市场长效管理机制，营造良好的旅游整
体环境，让广大游客在三亚充分感受真
诚服务，放心消费，开心游玩。

(本报三亚8月10日电)

三亚强化市场主体自我约束，暗访明察双管齐下，开创在线旅游监管新模式

打扫门前“雪”真诚迎游人

本报海口8月10日讯（记者许春媚）日前在
西藏自治区尼木县境内发生的特大交通事故中，
有一海南籍导游不幸遇难，这是记者今天从我省
旅游界相关人士处获悉的。

据新华社消息，8月9日下午，西藏自治区尼
木县境内318国道发生一起特大交通事故，一辆
旅游大巴车与迎面开来的一辆越野车、一辆皮卡
货车相撞。三辆车共有55人，经全力抢救无效死
亡44人，其余11人受伤，正在全力救治。

记者从海南鑫旅导游服务有限公司有关负责
人处获悉，该莫姓导游在旅游大巴车上，系自己到
西藏带团工作，并非选派的援藏导游。

西藏特大交通事故中
一海南导游不幸遇难

本报海口8月10日讯（记者侯小
健 通讯员徐武）两天来，因东环高铁供
电接触网上挂有沿线村民燃放的孔明
灯，导致7趟动车组列车临时停车，运行
晚点。这是记者今天从粤海铁公司获
悉的。

铁路方面特别提醒，孔明灯挂在高
铁供电网上会危及动车组行车安全，为
确保高铁安全运行，请沿线广大居民勿
在高铁附近燃放孔明灯。

据了解，8月9日21时31分，东环
高铁供电网出现供电电压不稳，造成
D7354次、D7353次等6趟动车组列车
无法运行，临时停在运行区间。今晚20
时43分，D7354次动车运行受阻，在陵
水站停车。经专业技术人员检查，确定
为供电网上挂有孔明灯造成电压不
稳。铁路方面及时组织力量清除高铁
供电网上的孔明灯，经全力抢修，昨晚

23时50分，6趟动车组全部恢复运行。
今晚21时24分，D7354次动车恢复运
行，晚点41分。

孔明灯又叫天灯，用白结方纸糊制
而成，是根据热气球原理，空气受热膨
胀产生的热力升空的。每年中元节（农
历7月15日）前后，文昌、万宁等东部市
县，民间有燃放孔明灯祈福的习俗。

粤海铁公司有关负责人称，孔明灯
飞行在半空中有可能会挂到高压线
上，极易导致电线短路，严重危及高铁
的运行安全。据悉，东环铁路开通几
年来，已发生多起因低空漂浮物落挂
引发的接触网设备烧损、电路断电跳
闸的事件，其中不少是因燃放孔明灯、
放风筝所致。这些事件的频繁发生，
不仅导致东环动车运行受阻，致使多
趟列车晚点，而且严重危及了东环铁
路的运输安全。

孔明灯逼停东环7趟动车
铁路方面提醒：请勿在高铁附近燃放孔明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