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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创业 在海南

■ 本报记者 洪宝光

“您好，这款衣服不错，要不试穿感
受一下。”6月16日上午，在海口市金垦
路一家童装店里，短发、身穿紧身牛仔裤
的女孩子正热情地接待顾客，她就是去
年刚从海南师范大学园林专业毕业的董
飞，既是这家店的员工也是老板。

参加创业大赛后
激起创业热情

“要不是参加创业大赛也不会走上
创业之路。”说起创业历程，董飞说。

在海南师范大学读书期间，因参加了
首届“挑战杯”海师学生创业竞赛，董飞逼
着自己不得不上网查有关资料，并做社会

调查，最终在第四届“挑战杯”海南省大学
生创业计划竞赛中获得一等奖。

后来，她带着创业的梦想项目《海南
南岸百合研发责任有限公司》参加全国
第八届“挑战杯”中国大学生创业计划竞
赛，获得铜奖。

虽然参加创业大赛获奖，只是在理论
阶段，并没有实际的创业经历，却让她掌握
了不少知识，积累了创业之初对项目可操
作性、抗压性等方面的评估经验。此外，
创业大赛还让她结识了很多成功创业者。

接触的企业家多了后，也激发了她
的创业梦想。2014年毕业之前，她就开
始谋划着创业了。

做什么好呢？经过一段时间的思
考，表姐告诉她，不妨从事服装生意。

然而，服装行业对她来说，一窍不通。
不过有了创业大赛的经历，她开始做前期
调查，开始对准备实施的项目进行评估。

经过一段时间调查之后，她发现海
口童装的生意还不错，而且市场前景非

常乐观。项目确定后，创业之初，她先到
东莞等地实地考察各个公司生产的衣
服，通过对比，找到质量比较好的企业，
然后再与企业进一步洽谈，最终拿下一
个品牌的海南地区代理。

2014年6月18日，董飞的童装店开
业了，开始踏上梦想已久的创业征程。

创业过程
苦并快乐着

自从开了儿童服装店之后，每天早上
7点多，她就开始忙碌起来，要尽早到店里
开门，整理好衣服，等待顾客的到来。

“想不到创业会那么辛苦。”董飞说，
与参加创业大赛相比，创业的压力更大了。

开业之初，因为有同学和朋友的捧
场，面临的压力并不大，但随着时间的推
移，每月至少2万元的开销，让她有点招架
不住，加上生意还处于起步阶段，每个月能
赚到的钱有限，资金问题越来越凸显。

半年后，老师提供担保的10万元贷
款和向同学朋友借来的10万元资金已
花去一大半。

难道要关闭？不行。面对各种困
难，董飞吃饭不香，睡觉不好，但她并没
有放弃，而是积极去应对。

她开始认真思考，衣服质量本身不
错且价格不高，为何就是没有人买呢？
宣传力度不够，知道的人不多，她及时调
整营销策略，及时印制宣传单，并开展各
种促销的活动，采取灵活的销售模式，薄
利多销，吸引顾客。

系列措施下，终于取得很好的效果，
有时一天的营业额可以达到4000元，店
面生存下去已不是问题，而且还聘请了
3名工人来帮忙，带动了其他人就业。

“一周年马上要到了，到时我还要搞
促销。”董飞说。

创业一年来，董飞瘦了，变黑了，但
她觉得收获颇多，起码在困难时期能生
存下来，而且还能有利润，相当不容易。

未来打算
要开连锁店

创业以来，每个月董飞都在总结，分
析衣服销售过程中的淡季和旺季，然后
结合实际情况进行促销和宣传。

一年的努力，童装店已有了固定的消
费群，她想先巩固好这些群体的同时，再不
断挖掘新客户。今后还要往高端方向发
展，她觉得越是高端的衣服越有潜力。而
且打算开连锁店，将所代理的品牌做大。

董飞觉得自己能坚持下来，创业之
初做好评估是十分必要的。她提醒准备
创业的人员，创业之初，务必做好项目的
评估，和可操作性，否则会失败得很惨。

如今，随着互联网+概念不断提出，
董飞又有了自己的梦想，她准备借助互
联网，通过微信等平台宣传所经营的衣
服，搭上互联网这列快车，让更多衣服销
售出去。 （本报海口6月16日讯）

大学毕业后在多方帮助下，开了个服装店自己打拼

董飞:要在童装里挖金矿

6月16日，在陵水分界洲岛，来自各地的高中毕业生等游客在观看海豚等表
演。当天，分界洲岛景区迎来300多位高考生游客。据悉，高考结束后，海南各景
区陆续迎来了高考生旅游团。 本报记者 张杰 通讯员 童国强 摄

高考后 旅游热

本报讯（记者张谯星 通讯员刘小勇 肖立波）
6月14日，省军区某车船运输大队邀请省南国书
画院17名书画艺术家到部队传经送宝，帮带基层
文化骨干，深受广大官兵的喜爱。

受邀书画艺术家中有不少曾经是部队的老
兵，对部队非常有感情。他们拿出自己的“文房四
宝”，随即为官兵开展创作。艺术家们一边创作，一
边为16名书画爱好者讲解书画基本知识。

省军区某车船运输大队邀请17名
书画艺术家献艺

书画艺术家
到部队传经送宝

本报屯城6月16日电（记者许春媚）《歌声嘹
亮》纪念海南解放65周年文艺走基层系列活动今
天在屯昌县正式启动，本场演出也拉开该活动的
序幕。此次系列活动将走进海南四个革命站点进
行文艺演出。

活动旨在文艺下乡，走基层，连民心，为解放海
南岛65周年纪念活动添彩。活动由海南广播电视
总台主办，影视综艺频道承办，此次系列活动，将走
进四个站点进行文艺演出，首站启动仪式是在屯昌
县南田村南田起义旧址举行，南田起义在琼崖革命
斗争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其余四站将分别走进
75563部队、琼中县红毛镇、五指山市毛阳镇。

纪念海南解放65周年
文艺走基层活动启动

本报海口6月 16日讯（记者陈蔚
林 通讯员李文录）今天上午，“全国向上
向善好青年分享团”首场分享会在海口
举行。今明两天，分享团成员将深入海
口、三亚两地，与我省800余名青年代表
分享向上向善的青春故事。

本次分享活动由团中央发起，分享
团成员由来自生产和工作第一线的“全
国向上向善好青年”和“中国青年五四奖
章”获得者代表组成，事迹鲜活感人，社
会影响广泛，深受青年喜爱。在今天的
分享会上，组织公益活动让2000多名藏
族学生感受温暖的江苏省泰州市姜堰区
先锋公益理事长马晓兵，先后200余次
冒着枪林弹雨护卫中国驻伊拉克大使馆
工作人员出行的武警北京总队雪豹突击

队特战二队副队长刘洋，朝着科研巅峰
不断攀登的黑龙江省大庆油田勘探开发
研究院工作人员孙刚，在创业路上艰难
摸索的河北省承德市创业青年于婷，用
他们的青春故事为我省青年代表上了一
堂生动的“励志课”。

参与分享会的还有4名由团省委推
荐的海南杰出青年代表，分别是获得“中
国五四青年奖章集体”的中国移动通信
集团海南有限公司三沙网络建维团队，
忍受推搡殴打依然坚持抢救伤者的三亚
医生王锡雄，为海南环保宣传奔走的三
亚市蓝丝带海洋保护协会副秘书长蒲冰
梅，“中国大学生自强之星”、获“中国大
学生新东方自强奖学金”的海口经济学
院学生唐娟等。

“全国向上向善好青年分享团”走进海南

分享励志故事
共话责任与担当

本报海口6月16日讯（记者邓海宁 通讯员
叶晓文）记者今天从海口市创业小额担保贷款中
心获悉，今年1月—5月，海口共有246人（笔）向
该中心提出申请，海口共审批申请2211万元，帮
扶279人自主创业，带动738人实现就业，比去年
同期大幅增加。

今年4月，海口市开始实行创业者可自主约
定注册资本总额，取消最低注册资本的政策，极大
地激发了市场活力，有力助推了大众创业、万众创
新的热情。

据了解，国务院日前印发的《关于进一步做好
新形势下就业创业工作的意见》提出，将小额担保
贷款调整为创业担保贷款，最高额度统一调整为
10万元。海口市也将按照《意见》的规定执行，将
创业担保贷款最高额度统一调整为10万元。

海口创业担保贷款
最高额将调至1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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澄迈依法拆除
22处违法建筑

6月16日上午，随着掘土机“轰隆轰隆”
响，澄迈县海榆西线（白莲段）违法建筑被依
法拆除。当天，澄迈县组织城管、联防、公安
等单位共100多名执法人员，对老城白莲段
蓝梦一路的10栋违法建筑进行依法拆除，
占地面积约有3200多平方米，建筑面积约
有1.5万平方米。

为贯彻落实6月1日全省整治违法建
筑三年攻坚战会议精神，有效打击全县违建
行为，澄迈已成立打击违建工作组，继续加
大对违建行为打击力度，重点拆除大体量框
架结构违建。

老城开发区城建管理局相关负责人称，
此次拆除的违法建筑多为当地居民自建用
房，主要涉及未按照国家规定的报建审批程
序进行报建，二是未按照城乡规划用地来取
得土地使用权。拆除前当地居委会等工作
人员多次上门做业主思想工作，阐明相关法
律法规，大部分业主同意依法拆除，并及时
主动搬离房屋。

白莲墟居民李永恒说，此次他家建设的
二层楼被拆除，主要是由于当初建设时没有
向政府部门报建，取得土地使用权，他感到
非常后悔，主动配合政府依法拆除自家违法
建筑。李永恒说，以后再新建房屋，一定要
配合政府部门，主动报建取得合法使用权后
再盖房子。

据悉，此次白莲段违法建筑打击行动
总计要拆除22处违法建筑，总建筑面积
为2万平方米，占地面积3418平方米。负
责此次打击违法建筑行动的副县长王子
龙表示，此次老城开发区带队的白莲违建
打击行动打响了全县下半年整治违法建
筑的第一战。

（小慧 陈超 王家专）

启动打违3年攻坚战

自6月1日我省全面部署整治违法
建筑三年攻坚行动后，澄迈县县委书记
杨思涛召集全县各职能部门召开专题会
议，部署新的计划方案，启动澄迈整治违
建三年攻坚行动。

为贯彻落实省政府《关于进一步加
大力度集中整治违法建筑的通知》文件
精神，澄迈县县委、县政府高度重视，多
次召开专题会议研究部署，进一步明确
各职能部门的职责和任务。

整治违建的根本在于健全长效机
制。自开展打击整治违建以来，澄迈结
合不同的时间节点印发了《澄迈县举报
与拆除违法建筑奖励办法》、《澄迈县查
处违法建筑行为问责暂行办法》、《澄迈
县开展严厉打击及防控违法建设行为专
项整治工作实施方案》等文件，把整治违
建各项工作目标任务层层分解，

同时，澄迈县委、县政府通过发布政府
公告，充分利用宣传栏、电视、报纸等政府
公众信息网广泛宣传，加大对土地、规划等

法律法规的宣传力度，增强广大群众的法
治观念，积极宣传拆违工作，营造良好的执
法氛围。同时，澄迈县政府要求各乡镇政
府全面调查摸底全县违法建筑情况。结合
拆除违建工作要求，全面掌握被拆迁人的
基本情况，坚持抓早、抓小、抓苗头，将隐患
全部纳入视线范围，建立健全隐患台账。

澄迈县委、县政府要求，此次要以三
年攻坚行动为契机加大违建打击力度。
充分发挥联合执法队伍的作用，加强日常
动态巡查，对县城周边区域违法建筑进行
严防死守，将违建行为消灭在萌芽状态，
努力实现违法建筑“零增长”的目标。

重点打击七类违建

今年以来，澄迈加大对违法建筑打
击力度，累计已拆除违法建筑约有2.4万
多平方米。

在此次整治违法建筑三年攻坚战行
动中，澄迈提出要针对七类违法建筑进
行严厉打击（重大建设项目、重点工程周
边，自然保护区、森林公园、风景名胜区、
水源保护区，闲置土地，城镇主城区，交

通基础设施沿线，棚户区、城中村和城边
村等旧城改造区，风情小镇和美丽乡村
等7个整治重点）。

澄迈县委书记杨思涛认为，要强化
乡镇和行政村在打击违建中的组织领导
作用。此次行动中，要求全县各个乡镇
都要建立镇、村两级工作组，以点带面对
全县违法建筑进行摸底调查，各镇要进
行零报告制度，制定整治违法建筑简报，
每月两期进行报道。

违建的出现多在于群众未走报建程
序，在未取得合法土地使用权的情况下
进行非法土地买卖，这不仅造成了违建
层出不穷，也给社会带来不良影响。结
合当前打击非法流转买卖土地的特点，
澄迈县打击小组要明确拆违工作目标、
任务和形势的特点，加大打击全体性违
建力度。

建立严明的打违奖惩工作机制

为更高效规范地整治违建行为，澄
迈从打击、管控两方面建立了严明的
打击违建奖惩工作机制，通过系列举

措保障依法报建房屋的合法权益，在
全社会形成对违建行为的监督氛围。

2014年 3月27日，澄迈县出台《举
报与拆除违法建筑奖励办法（试行）》（下
称《办法》），规定市民举报违法建筑可获
得奖励：举报违建面积在500（含）平方米
以下的奖励金为500元；违建面积在501
平方米以上1000（含）平方米以下的奖励
金为1000元；违建面积在1001平方米
以上的奖励金为2000元。被举报的违
法建筑属于澄迈县副科级以上干部所
为，经调查属实的，给予举报人一次性奖
励2万元，同时，给予被举报人组织处理
处分；被举报的违法建筑属于澄迈县副
科级以下公职人员所为，经调查属实的，
给予举报人一次性奖励1万元，同时给予
被举报人组织处理处分。

2014年 5月28日，澄迈出台《澄迈
县查处违法建筑行为问责暂行办法》，
对县住房和城市建设局、县城市管理局
等负有查处违法建筑行为职责的职能
部门制定了查处问责机制，把查处违法
建筑工作作为绩效考评的重要依据，对

工作不力者给予问责。
今年5月14日，澄迈县又向各部门

印发了《澄迈县开展严厉打击及防控违
法建设行为专项整治工作实施方案》的
通知。把整治时间定为 2015 年 5月 1
日至2017年5月1日，用三年时间对全
县土地非法流转、非法买卖及违法建设
行为进行整治，进一步规范全县城乡建
设活动。

截至5月份，全县共拆除了违法建筑
面积共计3999.75平方米。进入6月份
以来，澄迈县又连续拆除了福山镇、金江
镇美亭作业区、老城白莲地区等违法建
筑共计约有2万平方米。

接下来，澄迈县要在全县范围内进
行拉网式排查，围绕七类重点区域进
行重点查处，不断强化监管力度，强化
委托执法，强化防控力度，实现三年内
全县“增量基本控制、存量基本整治、
形成长效机制”的目标，并按照“抓一
批、判一批、拆一批、曝光一批”的要
求，从重从快严厉打击违法建设行为
的嚣张气焰。

加大打击力度、布置重点区域防控、建立严明奖惩制度

澄迈打违控违“两手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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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拆违现场。

自6月1日我省全面部署
整治违法建筑三年攻坚行动
后，澄迈立即召开部署落实整
治违建工作会议。按照《海南
省整治违法建筑三年攻坚行
动方案》，进一步明确部署打
击违建行为计划，并制定了切
实可行的三年攻坚行动的工
作目标和方法。

今年以来，澄迈加大对城
乡违建的打击与管控力度。截
至5月份，全县共拆除违建面积
共计3999.75平方米。进入6
月份以来，又连续拆除了福山
镇、金江镇美亭作业区、老城白
莲地区等违法建筑共计约有2
万平方米。6月16日，澄迈县
联合城管、联防、公安等多个职
能部门共约100名执法人员，
对老城白莲地区的22栋违建进
行依法拆除，打响了澄迈下半
年整治违建的第一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