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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陈蔚林 实习生 黄宁馨

手指轻轻一点，各项领事证件业务
的办理情况就清晰地呈现在手机屏幕
上，精确到分钟的进度条，让办事群众明
白、放心。不仅如此，APEC商务旅行
卡、外国人来华邀请和领事认证等业务
也可以通过省外侨办开通的微信公众服
务号、在线服务大厅进行申报。

省外侨办借开展“三严三实”专题教
育契机，顺应时代潮流接续为办事群众
打造了“口袋里的服务大厅”、“指尖上的
办事平台”，开启了“互联网+”便民时代。

打破执行20年的陈规繁习

“践行‘三严三实’不能光喊口号，关
键得出实招、见实效。”在省外侨办主任王
胜的带动下，“三严三实”专题教育启动以
来，省外侨办各处室掀起了“头脑风暴”。

怎么为群众服好务，怎么让群众省下
心？省外侨办决定利用建设因公电子护照
项目契机，充分运用“制度+科技”管理手
段，把电子化建设深入到各项领事业务。

一直以来，省外侨办都把“缴交押金
领取护照，退还护照领回押金”作为因公
护照能够及时回收的监管手段，而如今
有了电子护照系统，可以通过登录提醒、
定时催缴等功能提醒因公出国专办员归
还因公护照。

“如不按期交还，系统会将专办员账
户冻结，不仅未交还的护照不能使用，短时
间内也无法再为单位其他人员办理因公护
照。”这样一来，我省因公护照回收率达到
了100%，省外侨办也取消了执行近20年
的因公护照、赴港澳通行证押金制度。

从心里没底到胸有成竹

“以前办业务是心里没底，现在却是

胸有成竹。”提起省外侨办的电子化建设
成果，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海南省
委员会工作人员艾旭辉深有感触。三年
来，他为我省进出口企业办理了数不清
的商事证明领事认证业务，也几次因为
材料不齐、证书有误而“白跑腿”。

领事认证、APEC商务旅行卡和外
国人来华邀请网上申报管理系统建成
后，办事人不仅可以网上填报、在线缴费
和查询进度，省外侨办还能在系统上及
时发现材料错漏并提醒申办人员进行修
改。艾旭辉说：“一次我提交的材料有
误，刚上传到系统就接到来电，提醒我修
改后再送，不然我又要白跑一趟。”

“让数据多跑路，让群众少跑腿”，口
号打出去，行动自然得跟上来。据了解，
当前，省外侨办承办的部分业务已经能
够接受邮寄办理、回寄办理结果，让群众
办事足不出户逐渐成为现实。

同时，省外侨办还与各国驻广州领

馆进行洽谈，逐个争取代办服务。目前，
广东外事服务中心已经被允许授权代送
我省申办的所有驻广州外国领馆的因公
出国签证。“从此，准备好的签证材料可
随时寄送广东省外事服务中心，而不是
此前的每周三派专人赴各领馆专送专
取，极大地提高了签证申请材料的流转
速度，缩短了因公出国人员的等待时
间。”省外侨办领事处处长陈健娇说。

优化服务助力“走出去”战略

亚太经合组织成立后，为加强区域内
经济合作，促进商务人员自由流动，APEC
商务旅行卡由此诞生。持有APEC商务
旅行卡的商务人员可以在亚太经合组织国
家享受长期签证和快速通关礼遇。

但是，由于办理APEC商务旅行卡
的“门槛太高”，而海南仍属经济欠发达
地区，能申办此卡的商务人员寥寥无

几。为了推动小微企业“走出去”，省外
侨办多番向外交部建议、争取，降低了门
槛，让他们也能享受到APEC商务旅行
卡带来的便利，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我
省对外经济贸易发展。

“随着‘一带一路’国家战略实施，我
省公民出境人数迅速增加，企业‘走出
去’步伐不断加快，我省还率先启动了境
外领事保护政企应急协作机制。”王胜介
绍，省外侨办已与海航集团有限公司、中
国南方航空海南分公司等多家企业签署
协议，组织它们参与构建中央、地方、驻
外使领馆、企业和公民“五位一体”的境
外安全保护工作联动网络。

王胜认为，这项机制的达成将为
我省公民和企业顺利实施“走出去”战
略保驾护航，也可为我省对外开放和
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系上一根“安全
带”，是省外侨办践行“三严三实”的又
一有力举措。 （本报海口8月2日讯）

省外侨办开启“互联网+”便民时代

让数据多跑路，让百姓少跑腿

■ 本报记者 易宗平
特约记者 谢振安 通讯员 黄洋

在儋州市和庆镇新村，有一个由16
名党员或入党积极分子组成的联防
队。这是一群无私无畏、不计名利的真
汉子。

7年来，他们风雨无阻地巡逻，使这
个治安一度复杂的村，在防范盗抢、救
火救灾、维护交通方面有了“守护神”，
提升了村民的安全感和精气神。

三地交界 治安复杂

被称为“一脚踏三地”的新村，位于

儋州、临高、澄迈三市县交界处。“由于
地理原因，新村一度是违法犯罪分子的
落脚点，治安状况复杂。”该村党支部书
记、村委会主任陈扬告诉记者。

陈扬说这话，有血的惨痛记忆。
2006年6月17日，两个外地人走

进新村橡胶收购站，持刀勒索该站负责
人。未达目的，那两人便开始砸店。刚
从空军某部退役的陈扬与多名村民，在
制服歹徒的过程中不同程度受伤，其中
陈扬的手掌、肩膀、颈部、背部中了5
刀。事后，4位村民被授予“海南省见义
勇为先进个人”。

“除了这样的流血事件，当时村里
盗窃、吸毒等现象也屡见不鲜，村民们

整天提心掉胆。”陈扬边说边挥右手，手
掌上已愈合的伤痕仍然清晰可见。

七年如一日 守护家园

2008年，新村8名党员自发组建了
治安联防队，坚持每天巡逻。到现在已
经发展到16名。联防队员们白天或干
农活，或在附近打零工挣钱养家。但一
到晚上8时，他们就会在村委会办公楼
前集合，然后分组巡逻。

2010年10月的一个晚上，新村村
委会联防队发现有3个外地人偷割橡
胶，于是发动村民们分三路合围。

联防队员陈国杰最先发现一个偷

胶者，丧心病狂的偷胶者手握胶刀猛扑
过来。军人出身的陈国杰挥起木棒冲
了上去，很快将其撂倒在地。而另两人
却已逃之夭夭。愤怒的村民们意欲痛
揍落网者，甚至要将其手筋割断。联防
队员们一边报警，一边劝阻村民，制止
了一场非理性事件发生。

和庆镇派出所所长詹建忠说，“新村
联防队七年如一日坚持巡逻，不仅是新
村，其周边农村的社会治安也得以好
转。”他表示，下一步将在新村设立警务
室，派出所定期对队员进行业务培训和
指导，使之成为维护一方秩序的重要后
备力量。

（本报那大8月2日电）

儋州新村16名党员群众自发成立联防队，7年如一日坚持巡逻换来村庄平安

用一身硬气 守一方安宁

本报海口8月2日讯（记者张中宝）昨天，海
口怡和·湖城大境正式开盘，在开盘短短4小时
内，创下了300余套房源去化九成的佳绩，引爆了
海南楼市，用事实再次印证了“淡季不淡”的逆势
热销现象。

在该项目开盘当天，炎炎夏日，仍然抵挡不住购
房者的激情。在开盘现场早早就聚集了千余名购房
者，依次签到进入摇号现场。

本报保城8月2日电（记者易建阳）
昨日，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新闻直播
间》栏目以《创新农村党建，服务“最后一
公里”》为题，用3分钟时间报道了保亭黎
族苗族自治县农村党建新探索。保亭以
信党信法信组织，爱村爱邻爱亲人的“三
信三爱”活动为切入点，搭建党员与群众

沟通的新平台，党群关系变得更和谐。
如何发挥村小组党员带头作用？如

何让各项惠农政策以及服务能够真正
落实到农民的手中？如何让群众有问
题、有想法、有建议的时候及时向有关
部门反映？为了及时回应和解决群众
提出的各类问题，去年8月以来，保亭
在各村小组开展“三信三爱”活动。

央视记者到保亭三道镇田滚村委会
什办村亲历一次村党小组会议，村里每

户派一名代表参加会议，共同商议村内
公共事务。其中一位村民提出了村里垃
圾桶不够用的问题，经过村民们集体商
议，最后决定由村民集资购买。

保亭县委常委、组织部部长邝旭彪
在接受央视记者采访时表示，开展“三
信三爱”活动构建党员联系群众的树形
模式，村里每名党员在村里选择几户群
众作为联系对象，在村公开栏公布，除
了解决问题，还要宣传惠农政策，帮助

发展生产和调解矛盾。
同时，为了发挥村“两委”干部的示

范带头作用，保亭在全县62个村委会
搭建“民事村办服务站”，将群众需要到
县、乡镇有关部门办理的诸如低保、计
生等14类85项内容汇编成册，通过与
相关部门对接，由村干部在“民事村办
服务站”受理或全程代办。“群众动嘴，
干部跑腿”，有效地实现了打通为民办
事“最后一公里”的目标。

央视关注保亭基层党建

“三信三爱”让党群关系更和谐

本报三亚8月2日电（记者黄媛艳）昨日，天
涯海角游览区景区耗资百万装修的158个爱心铺
位，免费提供给246位三亚户籍的贫困人士。

爱心摊位总面积约700平方米，分设纪念品
区和食品区，装饰十分具有民族特色。一些经营
者尚在整理货架，而一些经营者已经投入销售。
正在经营纪念品的陈卫香，是三亚回辉村的村民，
家境贫寒、收入微薄。“我在景区经营了十多年摊
位，一直收入不高。爱心摊位免去租金，能降低经
营成本，为所有摊主减轻生活压力。”陈卫香说。

“景区对爱心摊位实行统一管理，提升经营者
诚信经营意识及服务能力。”天涯海角景区副总经
理戴彬森透露，此举有利于营造安全放心的旅游
市场购物环境，提升景区的品牌形象。

据悉，2014年天涯海角旅游发展有限公司还
成立了“百分百关爱·天涯海角公益基金”，旨在帮
助更多需要关心和帮助的人。

“天涯海角”
献出158个“爱心摊位”
免费供全市246名贫困人士经营

本报海口8月2日讯（记者郭景水 通讯员高
春燕）省考试局今天正式公布我省今年高招本科
第三批录取的录取最低分数线：文史类494分，理
工类484分，体育类406分（术科成绩74分）。8月
5日至8日进行录取，8月3日至4日模拟投档。

省考试局新闻发言人介绍，本科第三批的录
取最低分数线划定的办法是：结合我省本科三批
的计划数，按照1：1.2的比例划定本批次各科类
的录取最低分数线。

据悉，今年本科三批招生计划9550人，其中
文史类计划招生4287人，理工类计划招生5188
人，体育（理）计划招生75人。

我省今年高招三本录取最低分数线划定

文史类494分
理工类484分

中央媒体看海南

8月 2日，渔民在三亚渔
港进行开渔后的第一网鱼货的
卸货、交易。

当日清晨，三亚渔港，南海
伏季休渔结束后出海作业的首
批海南渔船满载而归，码头上
洋溢着丰收的喜悦。

本报记者 武威
特约记者 陈文武 摄

开渔归来
鱼满舱

海南省整治违法建筑“监督曝光台”
（ 2015年7月26日-2015年8月1日）

市县（洋浦、
农垦）

海口
三亚
儋州
琼海
文昌
万宁
东方
五指山
乐东
澄迈
临高
定安
屯昌
陵水
昌江
保亭
琼中
白沙
洋浦
农垦

注：由于部分市县未按要求上报相关数据，本期“监督曝光台”暂不排名。

本周整治违法建筑情况

新增量（万m2）

0.15
0.77
0.00
未报
0.00
0.00
0.01
0.00
0.00
0.26
0.38
0.00
0.07
0.15
0.60
0.00
未报
0.00
0.00
未报

查处量（万m2）
拆除量
4.74
16.08
0.04
未报
0.02
2.45
0.01
0.00
0.00
0.26
0.17
0.03
0.01
0.07
0.00
0.00
未报
0.00
0.00
未报

其他
0.00
0.00
0.00
未报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36
0.00
0.07
0.00
0.00
0.00
未报
0.00
0.00
未报

控违量（万m2）

0.95
0.03
0.03
未报
0.00
0.00
0.06
0.00
0.82
0.00
0.36
0.05
0.08
0.02
0.00
0.00
未报
0.10
0.00
未报

减存量（万m2）

33.68
15.68
0.04
未报
0.02
2.45
0.00
0.00
0.00
0.00
0.53
0.03
0.00
0.05
-0.60
0.00
未报
0.00
0.00
未报

存量
（万m2）

822.55
360.47
未报
未报
10.20
5.28
6.16
2.29
20.72
6.41
7.50
0.41
1.01
18.50
2.98
4.02
未报
4.98
1.82
未报

按新增量排名

────────────────────

按（查处量+控违量）
排名

────────────────────

按减存量排名

────────────────────

按存量排名

────────────────────

重拳打违违 攻坚三年

立体交通铺实
海南腾飞“跑道”

◀上接A01版
该市提出用三年时间，打造儋州蜜柚等九大省内
外农业知名品牌。

据儋州市农委统计，儋州全市现有蜜柚面积近
3000亩，其中南丰镇1950亩、东成镇750亩、大成
镇200亩。目前，大部分蜜柚已进入挂果丰产期。

除了鼓励和支持企业规模化种植外，儋州市
还积极组织和引导农夫子等农民专业合作社进行
种植。“通过组织、引导农民专业合作社，吸纳当地
分散农户，入股龙头企业，在充分保障农户利益的
同时，有效管理农户，提升产品质量，帮助企业扩
大生产规模，打造优势农产品产业带，形成产业规
模，实现规模效益，实现农业增产、农民增收。”儋
州市委书记严朝君说。

线上线下创新营销模式

“这段时间很多客商通过网上直接订购我们
基地的蜜柚，每斤20元以上仍然供不应求。”儋州
大成晶柚实验园负责人侍文博告诉记者。

拥有海南大学园艺专业硕士学位的侍文博，
由于技术先进，经营的200亩实验园蜜柚果大香
甜，近几年来，价格一直高于市场价。

“其实，其中很大一个原因是，政府帮助我们
建立网上销售平台，为我们解决了季节性水果的
销售难题。”他说。

近年来，儋州市引导农产品种植户进行线上
销售，并且推出“121店海南儋州馆”，升级改造儋
州农业信息网，对儋州农产品进行线上展销，不仅
提升了农产品的品牌影响力，而且还能更好地提
高农产品的销售价格。

“鼓励和支持电商、物流、商贸、金融等企业在
儋州参与涉农电子商务平台的建设，拓宽农产品
销售渠道，而线上线下两种方式联合，能促进销售
渠道的成熟，形成全国性的知名农产品品牌。”儋
州市副市长张广英很看好农产品网络销售。

创建品牌发展特色农业
“如今蜜柚的热销除了品种好、上市早外，还

离不开政府的引导、技术上的支持以及蜜柚品牌
的创建。”梁静霞说。

她告诉记者，儋州市十分重视蜜柚产业的发
展，不仅经常有农技人员提供技术上的指导，而且
还经常给他们带去市场信息，为他们争取补贴，为
种植户解决了不少后顾之忧。

此外，该市把创品牌、塑品牌作为儋州农业发
展突破口和推动农业产业发展的重要举措，制定
儋州蜜柚的生产规程与标准，稳定产品质量；引导
和协助蜜柚企业或合作社对生产基地进行无公害
基地认证，协助企业对产品质量进行检测分析，逐
步申报无公害农产品、绿色产品认证和有机食品
认证，申请商标注册。

目前，在政府的支持和引导下，儋州多个蜜柚
基地都已开始申请注册蜜柚品牌产品。

儋州市市长张耕说：“通过制定相关奖励办
法，引导企业、种植户、农民专业合作社等经营主
体积极申请蜜柚商标，创建品牌，并且在农业品牌
创建基础上融入地方特色、文化、人文历史等因
素，打造蜜柚等特色农业品牌，发展壮大现代特色
农业。” （本报那大8月2日电）

儋州：
“柚”到一年飘香时

◀上接A01版

为区域发展添动力

路能提升人气，路能聚集财气。
加快立体交通是我省助力区域经

济发展的一着活棋。
董宪曾说，加快构建“田”字型高速

公路主骨架，目的是打通“任督二脉”，
形成纵贯中部、连通东西的快速通道。
这是制胜产业布局和区域大发展的重
要引擎。

高速公路向中部延伸，点燃了中部
发展的新希望。

琼中县委书记孙喆对此感触颇
深：“屯琼高速开通，琼中已纳入省会
海口一小时经济圈。再过几年，横线
高速与纵线高速将在琼中交汇，届时
琼中将真正成为中部地区的重要交通
枢纽，意味着大量信息流、资金流等将
流入琼中，为琼中经济发展注入新活
力。”

因交通不便而被边缘化了的乐东，
更是期待琼乐高速早日开通。

乐东县县长王大辉说，今后高速
开通后，乐东将借路腾飞，乐东至海口
的车程将从现在的4小时缩短至两小
时左右，真正打通乐东沿海、山区的快
速通道，有利于打造环乐东山海生态
旅游、沿海特色现代热带高效农业等
产业带。

有关专家认为，琼乐等高速公路
建设，有助于缩短时空距离，实现区
域间优势互补和良性互动，增强海
口、三亚等中心城市对中部地区的
经济辐射和带动能力，加快城乡一
体化发展进程，促进区域经济均衡
发展。

人们期待西环高铁早日开通。因
为西环建成后，将与东环构成环岛高
铁，构筑起海南现代交通运输体系，串
起加快海南发展的“金腰带”，成为区域
经济发展的强大引擎。

省发改委有关负责人称，西环高铁
建成后，将大大加速人流、物流、资金
流、产业流向西部地区汇聚，加速西部
地区崛起。借力高铁，实现全岛“同
城”，促进区域一体化发展。

投资将带旺相关产业

相关分析表明，每1元的交通基础
设施投资能带动社会3-5元的关联投
资，乘数效应显而易见。

据初步估算，2013-2018年间，我
省公路、高铁、机场等重点项目投资额
将达到近千亿元，其辐射带动效益不可
小视。

“总投资271亿元的西环铁路可为
我省带来93.4亿元的直接收益，其中，
税收9.8亿元、地方材料采购30.1亿元、
材料运输费10.59亿元、劳务收入7.93
亿元、征迁费35亿元。其带动效应凸
显。”省跨海办（铁路办）副主任颜人才
如是分析。

省交通运输厅副厅长姚建勇称，
2015—2018 年，我省将在公路基础
设施方面投入 400 多亿元的建设资
金，这些巨额投资将发挥巨大的投资
乘数效应，带来可观收益，可拉动经
济增长约 0.4 个百分点，为社会提供
近 1 万个就业岗位和大约 40 亿元的
劳务收入。

省统计局提供的数据显示，今年上
半年，全省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完
成投资220.03亿元，同比增长20.8%，
约占全省固定资产投资的15%，对拉动
我省投资的贡献不小。

专家表示，新常态下，交通固定资
产投资保持高速增长，对稳增长产生
了积极作用，也为未来经济增长构建
基础。

（本报海口8月2日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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