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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服务热线

12345，件件落实，事事着地

中央媒体看海南

■ 新华社记者 郑玮娜 魏骅

走在海南省三沙市永兴岛上，白天
可以听见校园里的书声琅琅，夜晚的酒
吧烧烤巷时常传来笑声朗朗；赵述岛上
已绿树成荫，娇艳的红花伴随着海风摇
曳，在湛蓝海水和洁白沙滩的映衬下显
得分外妖娆，这里热水有了，蔬菜多了，
水果也不缺了……三沙巨变的背后，是
感人至深、泪和汗交汇的暖人故事，而故
事的主角正是那些默默无闻坚守在祖国
最南端的劳动者们。

“儿子叫我舅舅”

在永兴岛见到沈建彬时，正值他和
船员们在“南海救118”轮上进行消防和
逃生演练。“南海救118”轮是南海救助局
最新列编的一艘大功率远洋救助拖轮，
能搭载救援人员上百人，具有神舟系列
飞船发射海上保障等功能。沈建彬是轮
上的大副，主要负责甲板上的全面工作。

“‘南海救118’是去年12月正式列
编的，对于大家而言，很多先进的设备都
需要熟悉，不停地学习、 下转A04版▶

劳动者默默坚守
唱响三沙巨变

■ 本报记者 叶媛媛

这天是星期六，海口市政府服务中
心里，联合审批窗口的工作人员潘秋娥
和她的同事正在仔细地为企业做审批
验收。

4月9日虽是周末，但也是不少企
业办理事项审批的第三个工作日，政务
中心许多工作人员顾不上休息，一大早
就赶到工作岗位。他们的加班加点，换
来的是一个个大项目的更快落地。

联合审批：
追着企业提供高效服务

大项目要落地，企业得和人防、节
能、国安、环保、园林等近10个部门打交
道。在海口做项目多年的海南恩祥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司开发中心主任方万功，
对近年来海口的审批提速深有体会。

“原先项目审批采用阶梯式办理的方
法，办理人得跑遍所有涉及单位，挨个递材
料，基本上没个三四十天办不下来，”方万
功说，“这还没完，申报后每个单位都会到
现场勘查，有10个单位我们就得接待
10次。”这样的服务一度让企业很头疼。

考虑到企业的综合需求，自2011
年8月海口在全省率先实施建设项目
联合审批工作后，海口政务中心就对

“联合审批”的时限进行了多次自我刷
新。以房地产项目审批为例，2011年一
般需94个工作日，到2014年缩为42个
工作日，而在去年的投资项目百日大会
战期间，最快的仅需3个工作日。

不断刷新的数字力证着职能部门
办事效率的提高，也让不少来琼建设的
企业吃下定心丸。现在，房地产、工业、
旅游三类建设项目办理人只要去政务
中心提交资料，相关部门就会尽快自发
组团到工地勘查，现场给予修改意见。

对于这种变化，已经两次体验过这种服
务的方万功感触颇深，“以前我们追着
政府跑，现在政府主动找我们，心里踏
实了。”

电子化办公：
简便服务让市民省时省力

常到海口政务中心办理业务的人，
一定不会对这里的电子化办公感到陌生。

打开海口政府服务网，点击“网上
办事大厅”，选择相关部门和所涉事项
名称，办理此业务所需要的资料、表格、
注意事项等内容立马就会弹出。

个体户陈少梅近期因私人原因需
要将营业执照上的法人代表进行变
更。因为朋友的一句提醒，她半信半疑
地在海口政府服务网上注册了用户名，
提交了相关资料。几天后，她收到一条
手机短信，提醒她可以领取新执照。直

至领到新执照，她依旧不敢相信，“这就
结束了吗？”

以前，老百姓到政务中心办业务至
少要跑三趟，第一趟咨询，第二趟交资料，
第三趟领取结果。“推行电子化办公后，可
以让百姓三趟中少跑两趟。”海口市政务
中心副主任符傲霜告诉记者，只要办理
了相关业务，市民随时可以登录网站查
询业务办理的实时状态，“进行到哪个环
节，轮到哪个部门处理，都可以看到。”

一站式办理：
阳光服务让百姓放心

“这就办完了吗？”这已是海口市民
张先生第三次问询这个问题。在得到
工作人员的反复确认后，他才安心离开
政务中心公安办章窗口。“不到20分钟
啊，我以为至少得花一两个小时呢。”

张先生的惊叹，得益于公安窗口的

一站式服务。海口市政务中心督办处投
诉信访专员丁凯介绍，在公安窗口入驻政
务中心之前，市民办理印章得先到公安
局进行审批，再到公安部门指定的印章
公司进行刻章，“别看只是跑两趟，有时
光是找个印章公司，百姓就得找半天。”

2013 年公安窗口进驻政务中心
后，完善了其打造的一站式服务——在
政务中心设立印章公司服务台，办章者
在公安窗口办好相关办章凭证后，将凭
证交至服务台即可回家，3天后来服务
台就可领证。政务中心从冷冰冰的办
事机关变成了热心的“代跑小伙”。

海口市政府副秘书长、政务中心常
务副主任肖成武表示，政务中心将继续
以“审批事项最少、审批环节最省、审批
时间最短、审批流程最优”为目标，构建
第三代政府服务中心，“我们会继续努
力，为百姓带来更多便民服务。”

（本报海口5月1日讯）

海口政务中心不断升级服务，力争审批事项最少、环节最省、时间最短、流程最优

四个“最”擎起3.0版政务中心

本报海口5月1日讯（记者彭青林）
针对近日我省交通安全事故频发的情
况，省政府今天召开紧急会议，专题研
究部署加强交通安全管理工作。省委
副书记、省长刘赐贵批示，要尽快查明
原因，全面消除隐患，切实保障人民群
众生命财产安全。

据悉，从即日起，我省全面加强全
天候上路执勤巡查力量，严查各种违
章违法行为。

4月29日晚和30日凌晨，在海南
环岛高速定安段、临高段，各发生一起
货车追尾碰撞导致的一般道路交通事

故，分别造成22人受伤和2人死亡、4
人受伤；5月1日凌晨，在环岛高速东
线海口新坡段又发生一起较大交通事
故，一辆货车与一辆中巴相撞，目前已
造成4人死亡、10人受伤。

3天内连续发生3起交通安全事
故，受到省委、省政府的高度重视。刘
赐贵在批示中要求，要全力抢救伤员，
妥善处理死者善后及家属安抚等工
作，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各级交通、安
监、公安等部门要针对节日期间车流
密集、交通事故频发的特点，全面排查
消除事故隐患，加强全省道路交通安

全管理，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
安全。

受刘赐贵委托，副省长李国梁上
午主持召开省政府专题会议，研究部
署加强道路交通安全管理工作。

会议深入分析了近期交通事故频
发多发的原因。会议指出，上述事故
多发生在夜间，且多与大货车有关。
一是由于超限、超载大货车为躲避检
查，有意选择在后半夜上路；二是近期
环岛高速货运车辆明显增多，同时期
客车流量增大，两个高峰叠加，是近日
高速交通事故多发的主要原因。

针对当前形势，会议要求，各市县
党委政府立即采取果断措施，从即日
开始增加执法力量，加强夜间、尤其是
后半夜的巡查；公安及交通部门要根
据各自职责，通过设点堵截及上路巡
查，严厉查处超速、超载、超限车辆和
各种违章违法行为。会议还就加强宣
传引导和舆论监督、加强信息流转和
统筹协调等工作进行了部署。

又讯（记者彭青林）省政府办公厅
今天下午紧急通知，要求全面加强近期
道路交通安全工作，坚决遏制道路交通
事故多发势头。 下转A02版▶

海南省全面加强节日交通安全管理
刘赐贵批示：全面消除隐患，切实保障安全

本报海口5月1日讯（记者王黎
刚）记者今天从省文体厅获悉，海南琼
海姑娘黄丽珠获得了里约热内卢奥运
会女子帆船470级比赛的入场券，这
是海南建省以来首位海南队的女子选
手获得参加奥运会的资格。

世界杯帆船赛法国站的比赛今天
结束系列赛，这是中国帆船470级最
后一次参加里约奥运会的选拔赛，比
赛进行得非常激烈。在充满悬念的男

子470级的角逐中，徐藏军/王伟（浙
江）最终领先蓝浩/汪超（山东）9分获
得入场券。王晓丽（山东）/黄丽珠（海
南）在女子470级的比赛中则毫无悬
念地获取奥运参赛资格。至此，中国
帆船队参加里约奥运会的选手全部产
生。中国队其他级别获得里约奥运入
场券的分别是芬兰人级宫磊（山东）、
女子激光蕾迪级徐莉佳（上海）、王爱
忱（辽宁）和陈佩娜（广东）。

今年31岁的黄丽珠来自琼海体
校，身高 1.75 米，曾是篮球运动员。
省帆船队主教练邓道坤说，当时省帆
船队到琼海体校选拔队员时，发现黄
丽珠身体素质出众，就“挖”到帆船队
来了。

黄丽珠多次参加国内、亚洲和世
界大赛，曾多次获得全国锦标赛和冠
军赛的冠军，夺得过全运会铜牌，并曾
代表国家队参加釜山亚运会。

海南帆船运动员黄丽珠获奥运资格
系建省以来首位获奥运入场券的海南队女选手

快乐五一小长假

5月1日，国家5A级旅游景区分界洲岛，游客在这里观赏海豚表演。“五一”小长假期间，分界洲岛推出散客特惠价格，吸
引了众多游客，仅5月1日一天就迎来1000多名自驾游客。 本报记者 张杰 通讯员 童国强 摄

本报三亚5月 1日电 （记者陈雪
怡）四川航空股份有限公司近日正式开
通三亚⇌胡志明及三亚⇌岘港两条航
线，并圆满完成首航。

两条航线的执飞机型均为A320，
三亚⇌胡志明航线的班期为星期一、星
期三、星期五，三亚⇌岘港航线的班期为
星期一、星期五。

据介绍，这两条航线是四川航空股
份有限公司与海南联合航空服务有限公
司共同联营、合作执飞港澳台及国际包
机航线的第三及第四条航线。这两条航
线的开通，进一步完善了三亚至东南亚
航线网络覆盖力度。

三亚⇌胡志明、三亚⇌岘港开通

三亚再增
至东南亚航线

本报海口5月1日讯（记者许春媚 通讯员钟礼元）
“五一”小长假第二天，海口各大景区（点）和周边的乡
村旅游区（点）迎来了客流小高峰。在这个以劳动为荣
的节日里，为了向劳动者致敬，海南热带野生动植物
园、海口火山口世界地质公园等景区特别推出优惠政
策或组织活动，邀请劳动者们一起感受出游的乐趣。

据了解，海南热带野生动植物园今天对获得海口
市级以上“劳动模范”“先进工作者”称号的市民、游客
推出了凭有效证件免票入园参观的优惠，同时，5月1
日至5月4日期间，大学生可以凭学生证等有效证件
享受全票价4折的优惠。

海口火山口世界地质公园今天则特别邀请了一批
特殊的游客。今天上午，“秀英区总工会‘双创’活动走进
火山口暨火山口公园20年老员工表彰大会”在火山口公
园举行。50名为“双创”付出努力的海口最美劳动者
——环卫工人，身着橙色工作服，穿行在山道上，感受公
园的美景，度过了一个有意义的假日。

海口：

邀劳动者出游

本报三亚5月1日电（记者黄媛艳）今天是“五一”假
期的第二天，海棠湾作为三亚的新兴湾区，再次表现抢
眼，免税购物、滨海度假、健康养生、家庭度假等业态颇
受游客喜爱，整个湾区的旅游饭店平均开房率跃居全
市之首。

据抽样调查显示，今天海棠湾片区旅游饭店出租
率为81%，亚龙湾片区旅游饭店出租率为78%，三亚
湾片区旅游饭店出租率为66%，大东海片区旅游饭店
出租率为68%，市区旅游饭店出租率为51%。

随着三亚国际市场开拓力度不断加强，三亚国际
游客数明显增加。今天，三亚凤凰国际机场接待国际
航班量同比增长200%，进港的国际旅客数同比增长
113.98%。

三亚：

海棠湾表现抢眼

本报万城5月1日电（记者赵优 特约记者陈循静）
“原来咖啡是这样生产出来的，怪不得这么美味。”来自海
口的游客李发涛坐在位于万宁兴隆镇的隆苑咖啡庄园，
品尝正宗的兴隆咖啡。“五一”小长假期间，不少游客选择
在兴隆度过一个自在悠闲而又充满咖啡香气的假日，集
观赏、体验为一体的咖啡庄园成了游客新宠。

摘咖啡的小竹篓、磨咖啡的石磨、炒咖啡的厂
房……在隆苑咖啡庄园，体验的不仅仅是咖啡的味
道，更为有趣的是咖啡的制作：除了能够观摩机器炒
制咖啡豆、亲自动手磨咖啡粉、用虹吸壶冲制咖啡外，
人们还能够在咖啡园寻到一种亲近自然的乐趣。

坐落于湖光山色之间的兴隆咖啡谷也迎来了前
来游玩的客人。坐在依山伴河而建的咖啡屋里，咖啡
香味令人沉醉。或田间漫步或悠然骑行，咖啡、可可、
菠萝蜜等热带经济作物俨然组成了一个植物大观园。

“不少人都是冲着这份‘悠然见南山’的自在舒适
而来的。”兴隆咖啡谷负责人告诉记者。

万宁：

咖啡庄园成新宠

本报营根5月1日电（记者刘贡 实习生李梦瑶）
“村子真的很美，适合修身怡情。”“五一”小长假第二
天，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迎来了旅游高峰期。在探访
了最美乡村什寒后，游客曹先生大赞琼中的乡村美景。

据了解，4月30日-5月1日全县共接待游客4.16
万人次，接待旅游过夜游客6030人次，实现旅游收入
1375万元。其中云湖农家乐、什寒村、白鹭湖等乡村
旅游点接待游客超过2万人次。

“和去年相比，预计琼中今年‘五一’小长假游客接
待量同比增长37.5%，旅游收入同比增长168%。”琼中
黎族苗族自治县旅游委主任邓开扬表示。

琼中：

游客点赞乡村游

伊军方宣布
巴格达进入紧急状态

与豚共舞

本报海口5月1日讯（记者单憬
岗 计思佳）记者从今晚召开的海口市
委常委会获悉，海口市委市政府对秀
英区长流镇琼华村拆违行动中发生的
殴打群众事件进行严肃处理，秀英区
政府主要负责人引咎辞职，还有3人
被问责。今天下午，海口市委市政府
和秀英区委区政府领导还登门看望慰
问被殴打群众并道歉。

4月30日，在依法拆除琼华村违
建过程中出现了暴力抗法行为，在制止
暴力抗法过程中，个别执法人员违反
规定殴打群众。对此，海口市委市政
府高度重视，连夜进行了布置安排。

公安部门及时介入调查处置，对7名
参与殴打群众的人员进行治安拘留。

市委市政府今天上午召开紧急会
议强调，全体党员干部首先必须有清
醒的、正确的、坚定的认识：党的宗旨
是为人民服务，政府是人民的政府，无
论在任何时候，都不允许伤害人民群
众，这是党纪国法所坚决不能容忍的。

会议强调，处理好这件事必须从四
方面着手：一是由市领导代表市委市政
府看望慰问被打群众并道歉。二是要
组织专门的工作组，迅速查清事情真
相，依法严厉查处、严肃问责。如果构
成犯罪，要追究刑事责任；如果不构成

犯罪，要按照治安管理条例的有关规定
进行处罚。三是欢迎媒体介入，调查事
情经过，让广大群众包括网民了解事情
的前因后果，更客观地认识事情经过。
四是各区要对联防队员进行警示教育，
深刻汲取教训，强化管理。市直各部门
的执法队伍，包括公安、城管等，都要以
此为戒，立即进行严格的教育并进一步
强化管理。各级各部门必须马上抓紧
布置此项工作，深刻汲取教训，决不允
许有类似事件再次发生。

会议结束后，海口市立即召开了
全市执法单位负责人参加的专题警示
教育会议。随后，由市委副书记、政法

委书记吴川祝带队，市委常委、副市长
巴特尔以及秀英区区委书记张霁等市
区领导一起，专门前往琼华村，登门看
望被殴打的群众，包括5名妇女和1名
13岁未成年人，并就联防队员的暴力
行为表示歉意。此前，秀英区区委副
书记王晓龙已专门看望慰问了被殴打
的群众并道歉；长流镇也组织被殴打
的群众到医院进行了身体检查，检查
显示为组织挫伤，镇里还将对被殴打
的群众做好进一步的医疗服务工作。

今晚，海口市委召开常委会，在调
查组严格调查的基础上，对相关负责人
进行了严肃处理。 下转A02版▶

海口市委市政府严肃处理琼华村殴打群众事件

市委常委会同意秀英区长引咎辞职
市领导登门看望慰问被殴打群众并道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