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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海口10月15日讯（记者侯小
健 通讯员尹建军）“土地审批报件从原
来的24个减为现在的10个，项目用地
审查法定工作日为20天，如今4个工作
日就搞定了，审批效率大大提高了！”前
来省政务服务中心国土窗口办事的一
企业员工陈先生为此点赞。为服务投
资项目百日大会战，省国土资源厅不断
精简审批报件，报批材料减少了30%，
所有审批在现有基础上提速50%以上。

今年9月以来，该厅行政审批办共
受理项目用地报件125宗，目前均已
完成审查或审批，按时办结率100%。
其中，97宗3天内完成审批，14宗当日
审批。

“通过精简审批报件，报批材料从
原来的330个减少至230个，整体减少
了30%，进一步优化了办事流程，省去
了一些无法律依据的审批程序，目的是
提高审批效率。”省国土资源厅审批办

负责人称。
省国土资源厅负责人表示，对列入

投资项目百日大会战的500个项目有
关国土资源审批，一律纳入审批“绿色
通道”，第一时间受理，做到一次性告
知、随到随审，并指定专人负责跟踪审
批进展，及时提醒办理进度。同时，实
施容缺受理报件机制，对审批事项非核
心要件一时不齐的，可由服务对象提供
补充报件材料承诺函后即可受理。对

项目用地预审和农转用审批实行定期
会审，分管领导每3天集中一次办理有
关审批事项，对纳入并联审批的项目及
时协调办理审批。

该厅审批办负责人称，通过优化行
政审批流程，行政审批将大大提速。对
报件齐全、符合受理条件的项目用地土
地规划修改调整审查审批，在5个工作
日内完成调整方案审核或审批，提速
67%；对符合用地预审条件的项目，在

5个工作日内完成项目用地预审，提速
67%；对用地报批材料齐全、符合审批
受理条件的省重点项目用地，属于省政
府审批的，在8个工作日内完成审核，
提速60%；需报国务院审批的，在10个
工作日内完成报件审查并组织材料上
报，提速50%；特别紧急的项目，将采取
现场办公方式直接审理，及时保障项目
建设用地。对项目用地有关压矿审批
8个工作日内完成，提速60%。

省国土部门精简审批报件服务

材料少了30%，审批提速50%

本报定城10月15日电（记者赵
优 通讯员司玉 王聘钊）14日下午，定
安县黄竹镇政府内，随着红色印章落
下，涉及274亩土地的17份《征地补偿
协议》成功签订，这标志着定安仅用一
个月，就顺利完成涵盖5个乡镇1个农
场共2179亩土地的红岭灌区工程定安
段项目（一期）土地征收工作，这比此前
计划提前了一个月。

9 月 15 日接到省里下达的任务
后，定安县委、县政府把统一干部思想
作为启动征地工作的第一步。由定安
县委书记陈军亲自部署，成立以县长符
立东为组长的土地征收及报批工作领
导小组。“此次征地工作既是投资项目
百日大会战的一次练兵，也是践行‘三
严三实’要求、强化干部作风建设、学习
乐东见行动的一次检验。”陈军说。

在“5+2”、“白加黑”的工作中，定

安县、镇、村三级干部密切配合，高涨
的工作热情保证了“零抢建抢种”、“群
众和社会较为满意”的和谐征地局面。

“一个月来，镇干部没有任何休
假，全心投入到征地工作中。”龙河镇
镇长吴多毅向记者讲述一个个故事：9
月27日中秋节当天，测绘队员和镇工
作人员依然坚守在恶劣的野外环境
中，满身大汗归来的一群人在镇政府
吃了一顿月饼晚餐，就算过节了；国庆
期间，镇党政办干事吴丽珠放弃了期
盼已久的婚纱照拍摄，坚守岗位，只为
不拖工作后腿。

征地工作的顺利推进，不仅得益于
广大干部工作作风的转变，更在于定安
对老百姓利益的充分考虑和重视。

在岭口镇儒沐塘村，一栋两层民
房被划入征地拆迁范围，为减少损失
和矛盾，国土局和岭口镇积极与上级

部门对接协调，5天后，方案做出了微
调；被征地的各村委会，都贴出了《海
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海南省征地统
一年产值标准和海南省征地青苗及地
上附着物补偿标准的通知》，对群众关
心的补偿标准进行说明；被征地农民
的基本养老保险的人数和对象即将进
行核定，确保被征地农民的长远生计
……短短一个月，2179亩土地征收顺
利完成。

本报屯城10月15日电（记者王培
琳 通讯员邓积钊）15日，记者从屯昌
县国土局获悉，省重点工程红岭灌区屯
昌段项目征地工作全部完成，比原定计
划提前半个月。

据了解，红岭灌区屯昌段全长129
公里，用地合计2473亩，历经新兴、屯
城、坡心、南吕、枫木等5个乡镇36个
行政村，259个经济集体。自9月19日

启动征地工作以来，屯昌县各级干部加
班加点，截至今天，除因项目设计不尽
完善而改道涉及490亩土地外，1936
亩的土地征收工作全部完成。

第一批土地补偿款的公示已于10
月2日进行，预计10月18日起，各批次
土地补偿款将陆续发到农户手中。

据介绍，由于与高速路的征地相重
合、大量坟地的迁移存在困难、高压电
塔改造难度大等问题，此次征地工作共
涉及到11处需要变更路线，目前屯昌
县政府已与省征地办、项目业主和项目
设计单位沟通协调。

屯昌县国土局征地工作组相关负
责人表示，在此次征地工作中，屯昌征
地工作组严格遵守“马上就办”的精神，
克服困难，争分夺秒完成征地工作，争
取打好屯昌投资项目百日大会战的开
头仗。

严实作风惠百姓 争分夺秒为民生

定安屯昌提前完成
红岭灌区项目段征地工作

本报海口10月15日讯（记者杜颖）10月13
日至14日，由省人大法制委、省人大常委会法工委
主办的全省立法工作培训落下帷幕，66家单位120
余名立法工作者聆听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立法专
家授课，专家围绕修改后立法法和行政法中行政许
可、行政处罚和行政强制等有关问题作了精彩演讲。

培训班开班仪式上，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毕志
强对学员提出要求，他指出，要结合学习贯彻落实
张德江委员长在第二十一次全国地方立法研讨会
上讲话和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一期立法法培训班的
精神，进一步认清地方立法工作面临的新形势，明确
新任务新要求。要认真学习贯彻落实修改后的立法
法，切实保障国家立法法在我省正确有效贯彻实
施。他强调，要抓紧完成今年立法任务，科学安排
2016年立法工作。面临今后繁重的立法任务，要进
一步深入贯彻落实“三严三实”要求，改进工作作风，
加强立法工作队伍建设，以更高的标准、更严的要
求、更实的举措，推动我省地方立法工作与时俱进。

全省立法工作培训
落下帷幕

本报讯（海报集团全媒体中心见习记者李
萌）10月16日，海南日报客户端WEB版（http：//
hndaily.cn）正式上线，WEB版客户端与手机客户
端实现跨平台数据共享，用户在浏览器中访问上
述地址，就可以畅读海量新闻和娱乐资讯。

这是海南日报客户端继iOS和Android平
台上线后又一创举，旨在为用户提供更多样化的
新闻平台，用户可根据自己的阅读习惯，选择最便
捷的方式来获取海南日报客户端的资讯。

WEB版与手机客户端功能保持一致，栏目
设置相同，包括“海南”、“正论”、“官员”、“深读”

“体娱”、“读图”、“视频”、“本土”等栏目。
海南日报客户端WEB版页面设计上采用简

洁、时尚的布局，点击进去，就可看到滚动大图，图
下为丰富的新闻列表。页面右边为“最新专题”和

“今日封面”，文章正文页都尽量占据大部分屏幕空
间，方便阅读和翻页，给用户提供沉浸式阅读体验。

据悉，海南日报客户端今年3月26日试上线
运行，“突出独家、突出原创、突出本土”、“既接天
线、更接地气”是海南日报客户端的鲜明定位。客
户端海南日报报业集团旗下媒体优势，已成为海
南第一政经类新闻客户端，在博鳌亚洲论坛年会、
琼中女足首夺世界冠军等报道中，凸显了新媒体
传播的独特优势和影响力。

海南日报客户端
WEB版今日上线
用户通过浏览器也可畅读
海南日报客户端新闻

本报临城10月15日电（记者李
佳飞 特约记者吴孝俊 通讯员许晶
亮）绿源岛生态农业项目、临高实验中
学新建项目、文澜江出海口段防洪
（潮）工程……近日，临高县内一派热
火朝天的建设景象。据临高县委书记
李江华介绍，为确保投资项目百日大
会战活动见实效，临高县委、县政府出
台了5项举措，计划新开工项目50个。

具体措施包括：研究划定“时间
表”和“线路图”，倒排工期，抢阴战晴，
在保证质量的前提下，确保所有项目
在年底前100%完成年度建设任务；
实行联审机制，出台《临高县政府投资
项目联席会议制度》，建立审批绿色通
道，全面清理在办审批事项并办结；国
土、建设等部门及时调整土地利用规
划，想方设法盘活存量土地，并依法收
回长期闲置的土地，为项目建设提供
用地保障；做好项目的策划申报，力争
引入一批招商项目落户；积极探索大
胆引入PPP、BOT、EPC等现代政府
融资模式，争取有更多的公益项目通
过多种渠道和多种方式投资建设。

5举措掀起冲刺高潮

临高计划新开工
项目50个

进行时进行时投资项目百日大会战

从曾经每部数万元的大哥大
到现在几百元一部的大屏智能
机，手机已从最早的奢侈品成为
现在几乎人手一部的生活工具，
甚至是人们身体的一部分，手机
带给了我们太多的惊喜。

这个国庆，海南移动为本岛
消费者带来了更大的惊喜。半
个月时间，海南移动向海南本地
消费者赠出了超10万部4G手
机，总价值超过5000万元，海南
移动让老客户加速进入“4G生
活”。第一批受益的海南移动老
客户国庆着实乐了一回。

3G变4G，移动来买单

2015 年 10月 10日上午，海南移动
国贸服务大厅，近百人的长队正在等待
办理“真情回馈老客户免费送机”业
务，这样的火爆场面已经持续了近半个
月的时间。

从9月25日至10月9日，海南1400
多个移动营业网点，累计向消费者送出了
超过10万部“0元”或最高800元补贴的
4G手机。赠机及补贴部分由海南移动为
消费者买单。

“作为海南智能岛建设的硬件，海南
移动4G网络已经完成布局，免费赠送4G
手机是战略布局的考虑，更是海南移动回

馈老客户的重大举措，海南移动要让老客
户成为第一批受益者。”海南移动市场经
营部副总经理黎志学说，海南移动此次共
投放80多款4G手机，符合活动条件的老
客户只需约定消费就可以免费或者低价
获得一部4G手机，回馈力度超过了以往
任何一次活动。

市民白女士说：“以前只知道国外有
免费使用手机的好事，现在海南移动4G
手机也免费了，也是蛮拼的。”海南移动
的诚意，得到了消费者的热切响应。

十年相伴十年惊喜

10月2日下午，在海南移动国贸营业

厅，43岁的海口市民徐建国换了一部4G
手机，作为海南移动超过十年的老客户，
他免费领取了一部网购价800元的“华
为-G628”4G手机。

“2001年，来海南的第一部手机用的
就是海南移动138的号码，15年了，一直
用海南移动的号，海南移动客户回馈活动
多，服务好，已经有感情了。”徐建国说，
在海南的第一部手机是2001在三亚购买
的，当时觉得海南移动的信号好、网点多，
就选了海南移动138开头的一个“靓号”且
一直用到现在。

15年的时间，他手机换了无数个，让
他感受最深刻的是，手机越来越便宜，手
机的功能越来越强大，而资费却越来越

低，服务越来越好。
“2001年的时候，手机好像都比较贵，

至少也要3000元左右，而且功能很少，基
本就是打电话、发短信、手机自带游戏。”
徐建国说，后来手机的功能越来越多，但
真正具有变革意义的，还是从2G时代进
入3G时代。

当时徐建国也是第一批享受海南移
动回馈的3G用户，购机享受到了套餐和
流量优惠。跟随海南移动的步伐，他进入
了3G时代，手机网络社交、网络办公、网
络购物等等，手机几乎颠覆了他的生活和
工作方式。

“似乎眨眼的功夫，现在又要进入4G
时代了，我想继续跟随海南移动的步伐，

感受手机给生活带来的更为深刻的变
革。”徐建国说，现在他又成了4G时代的
受益者。

从 3G 到 4G，从每秒 2.8M 到每秒
100M，徐建国还没有体验到35倍的速率
能达到的效果，海南移动客服人员告诉
他，一部700M的电影转眼间就可以下载
完毕，令他惊讶不已。

“家里用的电磁炉是存话费海南移
动送的，用海南移动积分还可以换米和
油，现在用的手机也是海南移动送的。
十多年了，海南移动服务未曾止步，我也
已经离不开移动这个号码了。”徐建国
说，进入4G时代，希望看到海南移动为
老百姓带来更多的信息服务和生活、工作

上的便利。
“0元购机”只是一个开始。
“海南移动作为海南智能岛和互联

网+时代建设的主力军，未来将专注于
服务海南国际旅游岛的信息建设，为消
费者带来更多优质、个性化的服务。”黎
志学说，未来，是手机的时代，是数据的
时代，谁拥有更高的速度，谁就拥有了
大数据，谁就拥有了未来。十年间，海
南移动从“移动通信专家”到“移动信息
专家”，一字之差，意义深远。未来，海
南移动将着眼于 4G信息化平台，为用
户提供更为便利、更为精准、更为个性
化的信息服务。

（少荣/文 袁才/摄影)

十万岛民获赠“0元”4G手机
——海南移动助推智能岛建设，“老客户”成受益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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