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海口 11 月 30 日讯（记者
王黎刚）海口市幼儿园武术健身操
暨青少年武术锦标赛昨日在山高
实验学校圆满结束，海南华侨中
学、农垦第一小学分别获得集体项
目中学组、小学组的第一名。海口
市第一中学获得中学组 12 个个人
单项第一名。海南华侨中学获得9
个单项第一

海口市武术、健身操发展迅速，
在各学校均有很好的基础。本次比

赛为弘扬中华武术精神，增强青少
年体质，促进我市青少年武术运动
竞技水平的提高。共有 22 个学校
代表队近 500 名运动员参加，包括
海口市各区属幼儿园、幼儿培训机
构、市直属幼儿园及学校。青少年
武术锦标赛设幼儿组、少年组、青年
组三个组别。

本次比赛由海口市文体局、海口
市教育局主办，海口市青少年武术协
会承办。

海口市青少年武术锦标赛结束
海南华侨中学获集体项目中学组冠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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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男足超级联赛第8轮战罢

澄迈队逼近领头羊
本报海口11月30日讯（记者林永成）2014年

海南省男子足球超级联赛第8轮比赛昨日结束。澄
迈雷霆队本轮获胜后跃居积分榜次席；卫冕冠军佳
宁娜红色战车队被垫底的三亚兆丰队逼平，虽然继
续保持不败领先积分榜，但领先优势仅有1分。

红色战车队客场对阵三亚队，第72分钟，三亚
队的乌龙球让红色战车队3：2反超比分。补时阶
段，三亚队最后一搏得手，比分变成3：3平。澄迈队
本轮3：1击败海南大学队后取得3连胜。

八轮战罢，红色战车4胜4平积16分依然位居
榜首，澄迈队4胜3平1负积15分跃居第二。前六
轮积分领先的万宁长丰队本轮主场1：2不敌海南师
范大学队，遭遇两连败，排名也跌至第三。海师、海
大和三亚队排名后三位，相互之间只有1分的差距。

泛北部湾体育舞蹈赛落幕
本报海口11月30日讯（记者林永成）2014年泛北

部湾体育舞蹈公开赛暨海南省体育舞蹈锦标赛昨晚在
海口体育馆落幕，近千名体育舞蹈爱好者参加了比赛。

海南龙飞国际拉丁舞培训中心的王春阳和茅
丽华获得公开赛职业组标准舞冠军；三亚文体局
新迪拉丁舞国际舞蹈艺术中心的王伟尊和张琳获
得公开赛职业组拉丁舞冠军；海南龙飞国际拉丁
舞培训中心获得团体舞冠军；海口市群众艺术馆
少儿舞蹈团获得艺术表演组冠军。

本次比赛吸引了新加坡、马来西亚和香港、内
蒙古、江西、河南、广西，及省内的19个代表队51支
俱乐部960多名选手参赛。

■ 王黎刚

切尔西在英超一骑绝尘，以至于不少
球评人士现在就开始预测，他们能否以一
个创纪录的分数夺冠。切尔西本赛季真
的能所向披靡吗？难道真的没有一支球
队能站出来狙击切尔西队？笔者认为，曼
城是切尔西夺冠路上的最大拦路虎。曼
联和阿森纳会给切尔西队制造麻烦。本
赛季英超的争冠大戏并没有提前落幕。

本赛季的切尔西确实踢得顺风顺
水，主帅穆里尼奥引进了科斯塔后，一改
球队上赛季锋线乏力的痼疾。前锋能摧
城拔寨是切尔西领跑的主要原因，此外，

赛季前被看好的曼联、阿森纳、利物浦开
赛后发挥得磕磕绊绊。特别是被寄予厚
望的曼联队，一度沦为鱼腩。不过，经过
几轮的磨合后，曼联逐渐走出了低谷。
曼联人员配置堪称顶级，锋线上的迪玛
利亚、范佩西、法尔考等人虽然状态不太
稳定，但都是“答案型”球员。最近，主帅
范加尔还成功激活了几乎被弃用的费莱
尼，新援布林德在范加尔的体系里也表现
不错，前锋老虎法尔考已经伤愈，没有欧
冠干扰的曼联要能在圣诞赛期踢出好球，
赶上切尔西不是不可能。红魔曼联的复
苏对切尔西可不是个好事。

土豪曼城今年夏天再次挥舞支票引进曼

加拉和费尔南多，人员齐整的曼城几乎可以凑
出两套英超四强级别的阵容。遗憾的是，曼城
队亚亚图雷、席尔瓦、阿圭罗三人的核心球员
新赛季状态不好，拖累了球队的成绩。不过，
只要他们三人能及时调整好状态，再加上约维
蒂奇、纳斯里、克里希等高手的灵光闪现，曼城
队绝对有实力和切尔西抗衡到最后。

英超的特点是弱队敢和强敌拼命，切
尔西每一轮的比赛都不能大意。在刚结束
的第13轮比赛中，他们就
在客场和非强队桑德兰队
战平，则充分说明了这一
点。英超赛程刚过三分之
一，一切皆有可能。

大
侃
台

英超夺冠大戏还没完

西甲第13轮，皇马客场2：1战胜马
拉加，在取得联赛10连胜的同时也创下
了各项赛事16连胜的队史纪录。自本
赛季以来，“破纪录”、“创历史”这样的字
眼经常出现在新闻标题当中，大有让人
应接不暇之势。在这里，不得不提到两
个人，那就是梅西与C罗，正是二人的现
象级表现，让原本值得大书特书的“破纪
录”成为了一种常态。

在巴萨对阵塞维利亚的比赛中，梅
西用一个“帽子戏法”打破了毕尔巴鄂传
奇射手萨拉的进球纪录，成为了西甲历
史射手王。仅仅3天过后，阿根廷人再
次独中三元超越劳尔独享欧冠第一射手
的荣耀。从首次为巴萨出场到成为两项
纪录的缔造者，梅西总共只用了10年的

时间。由于只有27岁，很难想象哪里才
是梅西的极限。

与梅西亦敌亦友的C罗在经历了巴
西世界杯的不愉快后继续在俱乐部的比
赛中持续自己的高光表现。13轮比赛
过后轰入令人咋舌的20球，比多支球队
的总进球数还要多。对阵马拉加，虽然
葡萄牙人没有取得进球，但是C罗的2
次助攻帮助球队从玫瑰园球场带走了胜
利，难怪球队主帅安切洛蒂会将他比作
是“胜利的钥匙”。

C罗的高效也让“银河战舰”有了与
普拉蒂尼叫板的底气，当欧足联主席抛
出“金球奖该颁发给德国人”言论时，皇
马甚至发表声明力挺自己的当家球星卫
冕这一奖项。此外，安帅麾下的皇家马

德里经历了赛季初的磨合之后目前处在
非常良好的状态当中，如果能够在本赛
季的欧冠比赛中再度抡元，那将成为欧
冠改制以来第一支卫冕成功的球队，而
这无疑又是一项新的纪录。

当然，除了梅西与C罗，国际足坛还
有许多“纪录缔造者”值得我们期待。鲁
尼在英格兰队的比赛中已经打入46球，
他能否在短时间内超越博比·查尔顿成为
英格兰队历史第一射手？在多特蒙德联
赛掉队的情况下，拜仁能否更早地夺取联
赛桂冠？继上个赛季102分获得联赛冠
军后，在意甲无人能敌的尤文图斯能否再
一次刷新自己所创下的联赛积分纪录？

赛季尚未结束，纪录仍将书写……
（新华社北京11月30日电）

11月 30日，在西
班牙足球甲级联赛第
13轮比赛中，皇家马
德里队客场以2：1战
胜马拉加队。图为皇
马C罗（上）与马拉加
队博卡在比赛中争抢。

新华社/法新发

在西甲第13轮的比赛中，皇马客场
2：1战胜马拉加，创下了球队各项赛事
16连胜的队史纪录。当家球星C罗虽然
未能取得进球，但他在比赛中送上两次
助攻，得到了球队主帅安切洛蒂的称赞。

这是C罗首次在西甲联赛中没能取
得进球，但他的2次助攻依然为球队带来
了胜利。安切洛蒂说：“我们总是习惯他
的进球，但本场比赛的2次助攻也体现了
他个人的价值，这是属于他的胜利。”

在本赛季C罗为皇马出战的20场
比赛中，葡萄牙人已经为球队打入了26
粒进球以及10次助攻。安切洛蒂表示：

“他太伟大了，他是我们获得胜利的钥
匙。” （新华社马德里11月29日电）

安切洛蒂赞无私C罗

皇马各项赛事16连胜创队史纪录，梅西成西甲和欧西甲和欧冠历史射手王

西甲双雄打破纪录打破纪录 成常态
三亚国际沙滩健美先生比基尼

小姐大赛结束

三亚选手收获两冠
本报三亚11月30日电（记者符王润）2014吉

成健美之夜暨第4届三亚国际沙滩健美先生比基
尼小姐大赛，总决赛于今天在三亚大东海举行。
三亚队选手杨新民和孔美琪分别获沙滩健美先生
职业组第一名和沙滩比基尼小姐职业组第一名。

比赛分职业组和业余组两个大项，23个小项
（组级别），各组级别按年龄和身高及体重来划分；
业余组各组级别取前六名发给证书、前三名发给
奖杯奖牌；职业组设三个组别，健美先生职业组取
前十名、比基尼小姐职业组取前六名、健体先生职
业组取前六名，职业组总奖金为25万元人民币。

据介绍，这项赛事将着力打造具有三亚特色
的国际性体育赛事品牌，进一步把三亚打造成健
身健美爱好者切磋技艺、交流情感的竞技平台。

研究制定《深化推进边检勤务改革
创新工作的实施意见》，推行边检站站
内科队联勤、省内支援执勤等勤务模式，
推动业务士官及协警队伍建设，优化整
合现有警力，进一步提高用警效能。

首创公务机“一站式”通关服务，
组建专门的公务机业务检查科，实现

单证交接、手续办理，减少公务机候
检等待时间。

建立游艇联勤联管工作机制，整
合边检站和边防支队管理职能和警
力资源，在码头一线设立集视频监
控、手续办理等，全面打造游艇联勤
区域内“三十分钟快速服务圈”。

凤凰边检站对“免签团快速验放
系统”进行改造升级，实现对所有免
签团的“随到随检”，单个旅客验放10
秒内通关；三亚边检站创新推出“大
型邮轮快速通关法”和“赴境外随船
办检勤务”，邮轮检查“三亚模式”得
到公安部的充分肯定并向全国推广。

【海南省公安边防总队】

主编：傅人意 美编：石梁均专题

近年来，在省委、省政府的正确
领导下，我省口岸系统围绕国际旅
游岛建设和“科学发展，绿色崛起”
战略目标，解放思想，大胆创新，锐
意进取，真抓实干，在深化改革促进
开放中不断奋进。

开放
扩大口岸开放促经济社会发展

近年来，我省不断加大口岸开放力度，
扩大开放了洋浦港口岸神头港区，新增三
亚鸿洲国际游艇停泊码头、华能东方电厂
煤码头、华能海口电厂四期码头、海口港二
期深水泊位起步工程码头等4个对外开放
码头，海口港口岸马村港区、海口港口岸临
高金牌港区、三亚港南山港区水域扩大开
放等3个项目被列入国家口岸发展规划。

截至目前，全省共有国家一类口岸7个，其
中空港口岸2个，呈南北两极分布，北有海口美
兰国际机场、南有三亚凤凰国际机场；海港口岸
5个，形成“四方七港”格局，北有海口港（海口港
区、马村港区），西有洋浦港（洋浦港区、神头港
区）、八所港，南有三亚港，东有清澜港。

口岸开放格局进一步扩大，有力助推了
全省对外开放和经济社会发展。2010年以
来，共向国家申请批准非开放水域临时进靠
国际航行船舶9批次、临时靠泊外籍鱼苗船
舶5批次共260多艘次；协调开放水域内新
建码头靠泊国际航行船舶 200 多艘次。
2010年至2014年10月，海南口岸进出境旅
客412.4万人次，比2005-2009年（下同）增
长27.3%，进出境旅客运输工具6.1万艘（架）
次，增长20%，进出境货物11111.7万吨，增
长80.5%；出入境邮轮710艘次，邮轮旅游
114.89万人次；进出境游艇969艘次。

合作
多方通力合作形成服务保障合力

随着贸易自由化、经济全球化的发展，
我省充分发挥口岸联动协调机制作用，依
托泛珠三角区域口岸合作平台，主动作为、
积极融入泛珠三角区域口岸合作，相继签
署了《泛珠三角区域9省（区）口岸合作备忘
录》、《泛珠三角区域沿海省、区口岸推进邮
轮游艇产业发展合作框架协议书》、《琼粤
口岸加强直通车管理合作备忘录》，深化区
域合作，实现口岸互利共赢。

积极开展区域航运合作，开辟区域“中途

分程权”航线航班。近年来，先后开通了海口
—南宁—曼谷、海口—广州—首尔、太原—海
口—新加坡、合肥—海口—新加坡等四条“中
途分程权”航线，开通了琼台两岸直航常态化
定期航班。截至2014年9月，在海南执飞
的国内外航空公司20家，航线33条，为推进
海南对外合作交流发挥了积极作用。

建立完善全省口岸工作联席会议制
度，定期召开会议，研究部署工作任务，协
调解决问题，合力提升口岸服务保障综合
效能，有效协调推进离境退税、离岛免税、
26国旅游团入境免签证、口岸签证、邮轮
边境游异地办证、多点临时开放境外游艇
海上游览景区等国家赋予我省的口岸开放
政策落地实施，促其持续释放政策效应。

博鳌亚洲论坛年会、金砖国家领导人
会晤、世界旅游旅行大会、APEC财政副手
会议、环海南岛国际大帆船赛、司南杯大帆
船赛、沃尔沃帆船赛、三亚海天盛筵、世界
游艇盛典、海口游艇经济论坛等重大涉外
活动、重要赛事活动中，全省口岸系统通力
合作，圆满完成了口岸通关服务保障工作。

效率
创新监管模式提高通关效率

全省各口岸查验机关坚持以人为本，把
监管执法寓于服务之中，优化口岸服务环境，
创新监管服务模式，不断提高口岸通关效率。
从今年11月起，海南口岸全面实施关检合作

“三个一”通关新模式，海关和检验检疫部门以
“一次申报，一次查验，一次放行”的方式对进
出口货物进行监管、验放，将有效提高通关效
率、降低企业成本、促进贸易便利化。

——海关开通“12360”服务热线、门户
网站等平台开门服务，创新窗口受理模式，

实现“一个窗口对外，一次性办结”，开展通
关作业无纸化及“属地报关、口岸验放”等多
项改革，实行“一次申报、一次查验、一次放
行”的便捷通关服务。

——检验检疫部门加强口岸核心能力建
设，推动美兰国际机场等6个口岸成为世界卫
生组织口岸核心能力达标口岸。运用“三·三
制”监管模式，加快出口食品和农产品验放速
度。推行“人-机-犬”三位一体综合查验模
式，防止疫情疫病传入。与深圳、珠海检验检
疫签署合作备忘录，深化合作，形成海南特色
的供港蔬菜检验检疫管理体系，为海南农产
品进入港澳市场开通了绿色通道。

——边检机关出台28项便民服务措施，
推行预报预检、检查、签发证件、监护，一次
性、一条龙服务的“四位一体”管理模式和
出入境集装箱互动联管机制，实行“单人、
一次性验证”通关办法，进一步完善了团体
预检、网上报检等便民服务项目；建立了电
子实时评价系统，接受群众和旅客的监督。

——海事部门推行“助航工程”十大举
措，简化业务办理流程，提供预审模式和24
小时受理服务，实现海事审批和查验“零待
时”；加强便利运输工作，开辟绿色通道，保
障鱼苗运输等民生船舶临时进靠非开放水
域和港口；解决境外游艇及艇上操作人员证
书互认问题，建立国际邮轮证书抽查及电子
建档制度，实现邮轮游艇“一站式”管理。

——公安边防部门采取预先在机上发
放签证申请表的方式，缩短了旅客落地签证
等候时间。建立游艇联勤联管工作机制，全
面打造联勤区域内“三十分钟快速服务
圈”。推广网上报检、网上咨询、预约办证、
办证告知等服务举措，实行24小时全天候
通关服务，逐步实现网络化、智能化、便民化
服务。 （文/轩言）

全力推动离岛免税购物新模式
实施和三亚海棠湾免税购物中心顺
利开业运营，确保离岛免税购物政策
顺利实施。

大力促进邮轮游艇产业发展，支持
海南省首家水上保税仓投入运作，有效
减轻游艇企业的资金周转压力；试点引

入专业担保为租赁游艇、自驾进境游艇
提供担保，研究探索保税仓游艇试乘试
驾功能；实行统一备案、集中办理、24小
时预约通关、驻点监管等措施，不断完善
会展赛事等进出境游艇监管操作规范。

出台支持海南外贸稳增长23项
措施，为全省19个市县实施“一对一”

的外贸监测预警服务，探索引入社会
中介机构协助稽查，推进差别化稽查
作业和差别化审单作业模式，全面推
行分类查验和查验分流。

以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为着力点推
进简政放权，压缩26个行政审批及业务
办理事项法定时限，平均提速49.2%。

口岸大通关 琼岛大开放
【海口海关】

积极推进口岸通关模式改革，
全面推行出口货物省内直通放行制
度；实施海口辖区“港区地”联
动、海口地区办事处合署办公的一
体化运作管理模式，实现海口地区

“通报、通检、通放”，进一步便利
通关。

创新邮轮游艇检疫监管，探索

邮轮电讯检疫、靠泊检疫等便利化
检疫措施，研究母港邮轮“一站
式”监管模式，组织制定《出入境
游艇检验检疫查验暂行操作规
程》，促进海南邮轮游艇产业健康
发展。

探索离岛免税进口商品基于风
险的分类管理模式，动态实施宽松

型、正常型和加严型监管方式；筹建
“国家进口化妆品检测重点实验室
（海南）”，完善电子监管系统，确保离
岛免税商品质量安全。

制定多项措施推动贸易便利化，
并先后与海事、港航公司等建立合作
机制，实现信息资源共享，提高通关
效率，助推外贸发展。

【海南出入境检验检疫局】

与海南海事局等单位签署执法合
作协议，建立了信息通报、资源共享、国
际航行船舶监管协作和执法协作等八
大机制，提升边检综合执法服务水平。

建设完成“口岸限定区域监控界
面报警系统”和“3G移动监控系统”
建设，并自主开发梅沙系统和公安网

接口软件，便利邮轮及载运旅客快捷
出入境，深入推进海港边检管理改
革。

完善《美兰口岸公务机服务保障
流程》，强化公务机出入境服务保障管
理，做好海口至越南、海口至香港邮轮
航线复航服务保障工作。美兰边检站

在机场服务的ASQ评选中，“入境护
照/证件检查”测评单项位居全球第
三、国内第一，被公安部授予提高边检
服务水平成绩“突出单位”称号。

加强与口岸部门、代理单位联系，
形成了博鳌亚洲论坛年会、邮轮游艇、
帆船及相关赛会边检服务长效机制。

【海口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

加强琼州海峡客滚运输安全管
理，坚持邮轮进出港护航制度，推行
游艇“3+3”管理模式，编制渡口渡船

“档、人、账”安全网，免除渡工培训考
试费用，2013年实现了客滚船、客渡
船、游船、游艇、邮轮零等级事故、零
人员伤亡。

保障重点物资运输，2013年累

计免征琼州海峡客滚船港建费1.6亿
元，降低民生物资的运输成本。全年
保障8，081艘次重点物资运输船舶
安全运输新鲜瓜菜、电煤等重点物资
1，823万吨。

服务重大涉水活动开展和重点
涉水工程建设，圆满完成博鳌亚洲论
坛年会等重大国事和赛事活动的水

上安保工作，积极为文昌卫星发射基
地、昌江核电站、洋浦跨海大桥等重
点涉水工程保驾护航。

2013年共安全监管危险品运输
船舶3，762艘次、危险货物2，772.3
万吨，未发生泄露、溢油等污染事
故，实现运输船舶对海南海域的零
污染。

【海南海事局】

改
革
实
践

海口港集装箱码头繁忙的运输景象。 乐凯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