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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改进行时整改进行时教育实践活动

■ 本报记者 陈蔚林

台风“海鸥”过境后，文昌市房屋重建
工作开展得如火如荼。走在文昌市冯坡
镇青兰坡村的村道上，处处可闻修房砌砖
的叮当声，却极少看到建筑垃圾堆在路
旁。文昌市住建局副局长林尤坚告诉记
者，是村民们自觉及时地将无污染毒害的
建筑垃圾填埋于村子低洼处，这与文昌市
近期在教育实践活动中对农村环境治理
下大力气进行宣传引导密不可分。

在第二批教育实践活动中，省委、省
政府把集中治理该项问题作为事关全省
发展的民生大事，引导各市县结合当地
实际，坚持规划先行，强化源头治理，让
整改“落地有声”，大大改善村容村貌。

列出清单承诺把好事办实

近几个月来，昌江黎族自治县石碌
镇香岭村村民林文发现村里环境干净多
了，而村头村尾悄悄竖起了几只崭新的
分类垃圾桶，定期有垃圾车从镇上开到
村里把垃圾运走处理。

他从村干部口中获知，这就是时兴
的“户分类、村收集、镇转运、县处理”城
乡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模式。

“我们向群众公布了整改问题清单，
要以一天也不耽误的精神把向群众承诺
的事办好办实。”白沙黎族自治县县委书
记严正所说的清单是《白沙县2014年城
乡环境整治工作实施方案》，要求在2015

年底前实现“村收集、镇转运、县处理”城
乡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模式全覆盖。

而双管齐下的琼中黎族苗族自治
县在推广城乡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模
式的同时，还开展了农村污水处理试
点工作，为相关单位定下目标并公开
承诺：力争在 2014 年达成“城镇污水
处理率、农村污水集中处理率、城乡生
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分别达到65%、
29%和80%以上”的目标，切实以整改
实效取信于民。

加大投入让农村旧貌换新颜

从今年6月份开始，三亚市就采取
城乡党组织“一对一”结对帮扶的方式，
在全市推开了为期3个月的农村（社区）
环境卫生集中整治活动，号召每位村民
积极参与。与此同时，还投入省、市两级

资金共1226.8万元购买清洁车等设备。
而陵水黎族自治县则通过开展“清洁

乡村，美丽陵水”活动，着力解决高速公
路、国道、旅游景区景点及其周边、乡镇和
村庄的“脏乱差”问题，投入3000多万元
全面清理乡村存量垃圾，完善全县城乡生
活垃圾运收体系；屯昌县委书记陈笑波也
列出数据，今年以来，该县对96个脏乱差
的后进村制定了环境整治规划，共投入资
金3655万元治理农村环境，其中已建成
垃圾转运站有11个，共有187个村配备
了垃圾清扫收运保洁员。

记者从省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
动领导小组办公室获知，目前，全省已投
入5亿多元，对3173个脏乱差的“后进
村”制定了环境整治规划，让6048个村
庄实现了“户清扫分类、村收集、乡镇转
运、市县处理”的垃圾处理体系。

（本报海口9月23日讯）

各市县建章立制、加大投入集中整治农村人居环境脏乱差问题

整改落地有声 乡村再绽新颜

本报海口9月23日讯（记者许春
媚 通讯员钟礼元）海口于今天正式启
动迎接黄金周旅游小高峰的各项准备
工作，并明确规定对监管旅游市场不
力的单位进行问责，这是记者从今天
上午召开的2014年海口备战国庆假
日旅游工作动员会上获悉的。

动员会上，海口对国庆假日旅游管
理工作进行了部署，将重点针对旅游安
全生产、旅行社和导游的服务质量、旅
游景区流量、旅游交通、治安环境、卫生

环境等进行监管。铁路、民航、港口等
部门按照部署也将加大动力保障、安全
监管和客流疏导，避免大规模滞留。各
相关部门将依照职责分工，如果对旅游
市场监管不力，出现重大旅游投诉，造
成行业管理不良影响或经新闻媒体曝
光造成旅游市场负面影响的相关部门，
海口市政府启动相应的问责。

此外，记者从会上获悉，国庆黄金
周期间海口各景点景区都准备了文化
内涵丰富、参与性强的旅游活动及假日

旅游产品。白沙门公园将举办恐龙科
普展，而海南热带野生动植物园将推出

“欢度国庆重阳，约‘惠’动植物园”主题
活动，游客在网上订票可以享受优惠。
琼山区旅游局也推出了4条“金秋国庆·
踏歌骑行”琼山乡村之旅线路。观澜湖
华谊冯小刚电影公社则推出了一系列
精彩活动，如特色展览、街头技艺表演、
个性婚纱秀等。此外，国庆期间过生日
的游客还可以凭本人身份证及扫描电
影公社二维码便可获得门票一张。

探秘恐龙科普展，游览冯小刚公社，踏歌骑行山村，还有优惠大礼包——

海口黄金周旅游“含金量”高

本报海口9月23日讯（记者侯小
健 通讯员周前通 邓世贵）国庆长假即
将拉开帷幕，为规范国庆期间我省旅游客
运市场秩序，给广大游客营造安全、舒适
的旅游客运服务环境，省交通运输厅将从
9月24日至9月30日在全省范围内组织
开展大规模的旅游客运市场综合整治活
动，重点打击非法从事旅游客运行为。

据介绍，此次专项整治，重点是查
处非法从事旅游客运、超越许可事项
（经营范围）运营和旅游车私自承揽团
队业务等行为；旅游车驾驶员向游客
索要小费，擅自改变行程和恶意甩团
等；旅游车在高速公路上随意停靠、超
速行驶，以及驾驶员疲劳驾驶等。

整治采取省交通运输厅统一组织

和市（县）单独组织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其中，省联合稽查队由省道路运输局组
成两个联合稽查队（成员由省公安厅、省
旅游委，省道路运输局和各市县运管人
员组成），采取设点稽查与流动稽查相结
合的方式，分别负责琼南和琼北地区稽
查。另派3个流动稽查组分别在琼南、
琼北地区景区（点）开展流动稽查。

我省今起开展旅游客运市场综合整治活动

严查非法从事旅游客运行为

本报海口9月23日讯（记者李佳
飞 实习生潘媚）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
国成立65周年，今天上午，省民政厅有
关负责人率省老龄办相关负责人在海
口走访慰问解放前参加革命的老战士、
老党员、烈士遗属以及伤残军人等，送
去慰问品，把党和政府的温暖送进优抚
对象家庭。

上午8时30分，慰问人员首先来到
79岁的烈属林廷霞的家中。据悉，林廷
霞的父亲林伯熙，1942年牺牲，生前任
琼崖抗日游击队独立纵队第三支队支队
长。“十分感谢党和政府对我们的关心与
关怀，谢谢！”林廷霞激动地说道。

在灵山镇晋文村，现年89岁老党员
黄育秀的家中，当黄育秀的儿子搬出政
府当年赠予的写着“保家卫国”的牌匾实

时，黄育秀老人仿佛忆起当年的往事，眼
睛顿时湿润了，他说：“保家卫国是我们
每一个人必须肩负的责任，是应该的！”

随后，慰问团一行又看望了伤残军
人刘振禄、走访了在乡复员军人陈振德
的家。

据悉，慰问团为优抚对象每户赠送
慰问金1000元以及食用油和大米等，
并代表省委、省政府向优抚对象表达最
深切的慰问。

本报定城9月23日电（记者赵优）
在烈士纪念日和国庆65周年到来之
际，今天上午，省民政厅有关负责人一
行轻车简从，在定安县走访慰问农村老
党员、伤残军人、烈士遗属等优抚对象，
向他们送去党和政府的关怀与问候，并
送上慰问金和慰问品。

省民政厅有关负责人先到定城镇
看望因战伤残军人陈坤，对这位曾参加
过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并在一次战斗
中因炸碉堡而被震聋耳朵的90岁高龄
的老人表示慰问。

慰问组一行还慰问了农村老党员
黄兰花、在乡复员军人梁爱梅、烈士遗
属沈凤喜等优抚对象。

慰问组实地查看了优抚对象的生
活状况，详细了解每户优抚对象收入、
医疗等基本情况。

本报文城9月23日电（记者刘笑
非）随着新中国第65个生日和第一个
烈士纪念日的临近，省民政厅慰问组今
天赴文昌走访慰问革命老战士、老党
员、烈士遗属和伤残军人等优抚对象，
给他们送去真诚问候的同时，民政部门

还带来了1000元慰问金以及大米、食
用油等物资。

23日下午，省民政厅慰问组首先来
到文昌市文城镇南阳片区，慰问农村老
党员龙碧玉。龙碧玉老人1948年便加
入中国共产党，并在解放海南战争的后
勤战线上贡献了自己的青春。工作人
员随后送上了慰问物资，并叮嘱老人一
定要注意身体。

随后慰问组前往文城镇看望了在乡
复员军人陈凤梅老人、烈士遗属吴春梅
老人和伤残军人张学孝老人。在得知吴
春梅老人目前体弱多病时，慰问组特意
叮嘱文昌市民政部门一定要做好优抚对
象的生活保障工作。在张学孝老人家
里，慰问组不仅送去了物资，还和老人聊
起了当年参加革命的热血经历。

国庆节前夕，省民政厅走访慰问优抚对象

把温暖送进优抚对象家庭

本报海口9月23日讯 （记者梁振君 侯赛
通讯员陈海峰 贺澜起）日前，海南省公安厅派出
警务室进驻海南省食药监局联合打击食药犯罪，
警方提前介入制售有毒有害食品线索的摸排，为
食品药品犯罪案件的快速侦破提供了极大便利，
有效弥补了食药部门侦破案件能力过弱，案件侦
办成功率低、侦破时间较长的不足。

目前，警务室主要工作为指导涉刑食品药品
案件的办理、协调调动相关市县公安力量参与协
助办案、参与重大食品药品违法犯罪案件的侦破
和帮助规范食品药品执法办案制度。

据了解，一周来，警务室进驻海南省食药监
局，已参与打掉了两个使用化工原料加工食品的
黑窝点、参与了打击涉嫌走私进口冷冻食品等专
项行动，取得了初步成效。

警务室目前正在进行警务室工作规则、食品
药品涉刑案件侦办工作规则、食药监与公安部门
的直通车机制等规章制度的制定工作。

海南省食药监局还将进一步协调沟通公安、检
察和法院，推动实现“四个快速”，即快速查处、快速
抓捕、快速起诉、快速审判，建立“四方联席会议”快
速通道机制，严厉打击食品药品违法犯罪行为。

警务室进驻省食药监局联合打击
食药犯罪

一周端掉两个
加工食品黑窝点

本报海口9月23日讯（记者杜颖）
记者今天从省博物馆获悉，“十一”黄金
周期间，省博将举办丰富多彩的少儿主
题活动，包括真人角色扮演亲子游戏《穿
越生死线》和国防主题科普实验班等。

据介绍，真人角色扮演亲子游戏《穿
越生死线》将展览与游戏相结合，试图带
领孩子们重回抗战中易被遗忘的大西南
角落，缅怀滇缅公路上的英雄——南侨
机工，领略英雄的感人事迹，孩子们可以
在亲子游戏中感受到滇缅大动脉上的惊
心动魄，亲子间分工协作，冒着“敌人的
炮火”，抢险运资，穿越生死线，以此激发
参与者的爱国主义情感。该活动时间为
10 月 1 日-10 月 7 日上午 9：30-11：
30。每场活动限报9组家庭，须是拥有
8岁以上儿童的家庭方可免费报名，每
组家庭限报两人。

国防主题科普实验班活动，将通过
尖端武器模型向孩子们讲解国防知识，
通过科学实验了解武器原理，亲手制作
气爆火箭和滑翔机等。活动时间为10
月 1日-10月 7日上午场 10：00-11：
30，下午场15：00-16：30。年龄5-9岁
的儿童均可报名参加，每场活动限额20
名小朋友。有意参加活动的市民可拨打
报名电话：65238891。

省博物馆“十一”黄金周
精彩连连

亲子活动等你来

本报海口9月23日讯（记者况昌
勋）省统计局发布的海南8月统计月报
显示，8月我省新签利用外资协议合同7
宗，同比增长16.7%，新签协议合同规定
外商投资额1.8591 亿美元，同比增长
1.5倍。

统计数据显示，1-8月份，我省新签
利用外资协议合同数为40宗，同比去年
增长21.2%，其中31宗为外资企业，9宗
为合资企业。1-8月份新签协议合同规
定外商投资额3.9813亿美元。

今年前 8 月，我省实际利用外资
总额为13.174亿美元，比去年同期增
加8105万美元，增长6.6%。其中，外
资企业投资额 12.9975 亿美元，同比
增长32.7%。东部地区是外商投资的
主要地区，1-8 月累计投资 11.9464
亿美元，同比增长 94.6%，其中，外商
投资额增幅较大的有陵水、琼海、三
亚等市县。

前8月我省利用外资同比
增长逾两成

东部地区更受
外商投资青睐

本报海口9月23日讯（记者罗霞
实习生吴小璠 通讯员王基辉）近日，海
口海关按照相关规定要求，今年对涉及
报关企业注册条件、报关人员从业资
格、进出口货物收发货人证书时效性等
近 20项内容进行了简化。“以往我省
1800余家进出口企业每年需要办理变
更企业注册信息800余次，新规定实施
后，进出口企业办理注册登记、变更、换
证等手续次数将减少一半以上。”海口
海关相关负责人日前在接受记者采访
时表示。

简化企业注册登记手续，是海口海
关深化改革落实简政放权、推进便民服
务的其中一项举措。据了解，今年以来，
海口海关认真落实海关总署简政放权转
变职能的统一部署，以优化服务、提高效
率，促进外贸安全与便利为目标，着力于

“四个注重”推动关区简政放权转变职能
工作。

一是注重规章制度清理完善，确
保执法依据准确统一；二是注重执法
检查监督，确保执法规范公正；三是注
重审批流程优化，确保行政审批效能
提高；四是注重行政职权公开，确保权
力阳光运行。

海口海关：

为企业注册登记
手续“瘦身”

本报营根9月23日电（记者洪宝
光 特约记者黎大辉 通讯员朱德权）

“全县扶贫资金的使用情况、扶贫政
策、项目计划安排等都及时向社会公
布。”近日，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扶贫
办公室在网上晒出相关承诺事项，接
受群众监督。

近日，琼中将全县101个单位就今
年党风政风行风建设的具体措施和工作
目标向社会作公开承诺，接受社会公众
的监督和评价。

“充分发挥政务服务中心规划局窗
口作用，减少中间环节，简化办事程序。
做到有问必回，有回必公开。开通投诉
热线和意见箱，登记群众意见并建立台
账。限时反馈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并公
开办理结果。”琼中县规划局公开承诺，
并接受群众监督。

琼中101家单位网上晒承诺——

扶贫资金使用
公开“亮家底”

◀上接A01版
于迅强调，海南是海洋大省，其所管辖的南海

诸岛及附属海域是海上丝绸之路的“必经之路”，
具有独特的地理优势，还拥有丰厚的资源优势和
华侨优势，以及博鳌亚洲论坛这个优势平台，在参
与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一定要搞清楚“国
家要干什么、海南能做什么、海南需要国家支持什
么”这三方面的问题，希望各有关部门深入研究，
多做工作，争取国家更多支持，力争在21世纪海
上丝绸之路建设中发挥更大作用，做出更大贡献。

省政协秘书长李言静参加调研。

建设海上丝路
海南要发挥更大作用

本报三亚9月23日电（记者林容宇 通讯员
袁欣）近日，由清华大学、三亚学院合作建设的民办
高校德育研究院（以下简称“研究院”）在三亚学院
中国高等教育展望论坛上正式揭牌，该研究院属于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百所重点研究基地高校德育
研究中心。此次研究院落户三亚学院，是清华大学
高校德育研究中心首次在民办高校设立研究院。

“研究院”主要任务是通过设立课题，集结全
国民办高校的研究力量，为民办高校德育工作提
供学术支撑和智力支持；针对民办高校德育教育
发展，组织全国性的高层次学术会议，开展国际学
术交流；力求完成探索研究民办高校思想政治理
论课实现由教材体系向教学体系、知识体系向信
仰体系转变的研究任务。

清华大学高校德育研究中心成立于1999年
12月，2000年9月被确定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
学百所重点研究基地”之一，并于11月正式挂牌
成立，成为清华大学第一个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
重点研究基地。

民办高校德育研究院
落户三亚
为教育部百所重点研究基地之一

本报海口9月23日讯（记者梁振君 通讯员
蔡锋 实习生林诗婷 程范念）为完善我省医疗服
务和公共卫生体系，加强结核病医治和防控工作，
省发改委近日批复省结核病医院可行性研究报
告，决定充分利用省农垦总医院内现有的各种医
疗资源优势，建设省结核病医院。

项目拟建设综合楼1栋，结核病研究所1栋，
洗衣房1栋，总建筑面积2.4万平方米，总床位
300张，投资估算1.4024亿元，资金筹措由省级财
政按项目进展情况，分年度安排。

海南将建省结核病医院
结核病研究所1栋，总床位300张

规
划

3173个“后进村”
制定环境整治规划

保
洁
员

6396个村配备垃圾
清扫收运保洁员

体
系

“户清扫分类、村收集、乡
镇转运、市县处理”

全省已投入5亿多元资
金

全省开展环境整治活动

制图/杨薇

国庆旅游

国庆慰问

◀上接A01版
通过在线营销的方式，抱团闯市场。”26岁的黎子
豪说，他这辈子就在海棠湾发展了。

海棠湾，这个昔日寂寂无闻的地方，2010年首
家高端酒店开业，2012年解放军总医院海南分院建
成开诊，2014年海棠湾免税购物中心（下称免税店）
开业运营，现代服务业产业体系不断丰富。不到4年
时间，10家一线海景高端度假酒店落户海棠湾，年接
待游客能力超过150万人次，直逼已运营近20年的
亚龙湾国家旅游度假区，旅游业发展迅速。

“以前长辈们或是风口浪尖地打渔讨生活，或
是面朝黄土背朝天地种田养家，都是勉强糊口。
现在旅游业发展起来，生活大不一样了。”黎子豪
笑言。

新开业的酒店和免税店，必须同步不同比例
吸纳当地失业农民就业，提供就业者每人每月数
千元的薪酬；整合风情小镇部分别墅，旅行商统筹
经营，利润归集体收入；组建海棠湾出租车营运队
伍，200名失地村民驾车当湾区旅游向导；出租别
墅经营民宿，挖掘“林旺鱼汤”等当地美食，开拓农
家乐市场……如今，黎子豪和他的江林村乡亲们，

“旅游饭”越吃越有味。
江林村，因有河有树而得名。“儿时守着一大

片海棠，只为拣树果玩耍，现在看海棠，更像是一
种精神寄托，海棠新区的建立，让我们看到了美好
生活的希望。”黎子豪年轻的面庞上，写满了自信
与骄傲。 （本报三亚9月23日电）

海棠花开色愈浓

9月 23日下午，海口假日
海滩工作人员在抢修旅游设施，
迎接即将到来的黄金周旅游高
峰。台风“海鸥”使海口假日海
滩旅游设施损毁严重，台风过后
海滩管理部门立刻展开灾后重
建，目前部分设施已具备接待游
客能力，今天下午开始对外开
放。 本报记者 古月 摄

假日海滩
重新开放

海口赶工修复受损
设施迎国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