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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黄媛艳 陈雪怡

一个月减重12斤，这是三亚市
吉阳区东岸棚改工作人员吴越岸勤
入群众家门，打开群众心扉的“代
价”。

“迈开腿，管住嘴”，是吴越岸的
“六字真经”。这对吴越岸而言，其意
味只有两个字：艰辛。整个东岸棚改
划分为16个片区，他负责第十片区，
亦是东岸棚改“党员突击队”的一员。

一户至少得拜访5次！“第十片
区任务重、难点集中。”接受棚改任务
以来，长期驻扎在村里，吴越岸变得
又黑又瘦。迈开腿，就是勤入户，多

与百姓沟通；早出晚归、错过饭点是
常事，管住嘴，实则是饿了得忍，骂不
还口。

“平常做事需要一分的耐心，东
岸棚改工作需要至少十分的耐心和
细心。”东岸棚改市工作组组长吉桔
透露，棚改是惠民的好事，但开始百
姓不了解政策，以为棚改就是简单的
拆房，有抗拒情绪是可以理解的。

脸难看，门难进，原来的好友见
面就躲……24年后重返昔日愉快的
工作地，今昔对比巨大反差，让吉桔
心里百味杂陈。但为做通群众思想
工作，吉桔、吴越岸等一批三亚干部，
只能把自己的好脾气是磨了又磨。

百姓不理解、不接纳，工作队员
就逐户拜访、逐个解释。“我们每个片
区设立‘党员突击队’，发挥党员先锋
模范带头作用。与群众交友交心，争
取他们的理解与支持。”三亚吉阳区
区委书记张蔚兰说。

心与心的交融，百姓能感受到。
看着干部们如此辛苦，有着30多年
党龄的东岸村村民郭运忠态度逐渐
软化，同意让吴越岸进家聊聊。

“家里采光差，阴暗潮湿不宜人
居，消防治安隐患大，不利孩子成长，
棚改后大家住小区，生活配套齐全，
居住环境可以改善很多。”6月底首
次拜访，吴越岸从聊家常入手，讲生

活远景，将心比心地为郭运忠分析利
弊。

7月1日建党节，吴越岸又来了，
这次是一群党员陪同，他们要和老党
员郭运忠一起过节。看着这么多党
员同志和自己一同过节，郭运忠心里
高兴，随后他带着好心情听取了棚改
的相关政策，同意考虑。

随后多轮的拜访和解释，吴越岸
心里越来越有底，“党员的带动力量
是无穷的，老郭不仅同意签意向书，
还带动了5户百姓一起支持棚改。”

同样是党员，在“硬骨头”月川棚
改的推进中，原月川社区党支部书记
林世耀向工作人员详细了解政策后，

率先带头丈量房屋，支持棚改。“以大
局为重，支持政府工作。”林世耀说，
安置小区8月底开建，幼儿园、医务
室等配套一应俱全，棚改后村民住小
区不仅能改善居住环境，给下一代一
个良好的成长环境，还能通过配套的
公寓租售获得收益。

最难的难题党员来解，最暖的关
怀百姓来受。城市高速发展带来民
生建设滞后的短板，是很多城市的

“通病”。棚改工作，实则是民生补
课。通过走村入户，干部沉在一线，
听民情，解民忧。

走访中获悉村民家中有孩子感
染手足口病， 下转A02版▶

党员表率，深入群众，依法推动，三亚棚改工作稳步向前

他们，这样打开百姓心扉

本报海口7月16日讯（记者孙
慧 通讯员成和军）为加强房地产市
场管控与开发，做好去库存工作，省
政府办公厅日前发布《关于落实省政
府2016年22号文件有关问题的通
知》（以下简称《通知》），《通知》规定，
将对“两个暂停”实行半年评估动态
管理，未列入“两个暂停”的市县，也
将实行商品住宅用地计划管理。

《通知》明确，“22号文”关于暂
停办理新增商品住宅及产权式酒店
用地审批的范围包括：暂停农转用及
土地征收审批；暂停供应审批（含土
地供应方案审批、发布土地出让公
告）；暂停非商品住宅用地改为商品

住宅用地及产权式酒店用地审批；暂
停商品住宅用地容积率提高审批。

“22号文”关于暂停办理新建商
品住宅项目规划报建审批的范围是
指：“22号文”下发之日前未取得建
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或建设工程规
划许可证失效的商品住宅项目。“22
号文”下发之日前，已取得建设工程
规划许可证的商品住宅项目，可按
原规划许可继续实施。已取得建设
工程规划许可证按规定申请延期
的，可按原规划条件办理延期；建设
工程规划许可证已过期或未依法申
请延期的，暂停办理规划报建审批。

《通知》指出，列入“两个暂停”

的市县，分期开发商品住宅项目和
商住等混合开发项目中的商品住宅
部分的用地审批及规划报建审批属
于“两个暂停”的范围。保障性住房
项目、列入省棚改计划的棚户区改
造项目中在拆除旧房的原址上建设
的商品住宅项目、征地及拆迁补偿
安置住宅项目不纳入“两个暂停”范
围和商品住宅用地计划管理。

《通知》规定，“22号文”中关于
商品住宅库存消化期的计算，以商品
住宅库存量除以最近24个月的商品
住宅月均销售面积得出。“两个暂停”
实行半年评估动态管理的制度。每
年6月、12月底，由省住房和城乡建

设厅统计截至本月末各市县商品住
宅库存消化期。对商品住宅库存消
化期高于全省平均水平的市县，在下
一半年实施“两个暂停”。

未列入“两个暂停”的市县，实
行商品住宅用地计划管理，商品住
宅用地计划周期为半年。农垦系统
商品住宅用地计划指标实行单列，
不占用所在市县指标，按照不超过
全省商品住宅用地计划指标总额的
10%予以核定并下达。各市县不得
超商品住宅用地计划指标办理商品
住宅项目、产权式酒店项目用地供
应以及改变土地用途用于商品住宅
项目、产权式酒店项目用地审批。

我省“两个暂停”实行半年评估动态管理
暂停范围进一步明确

本报海口7月16日讯（记者陈
蔚林 实习生陈卓斌）记者从省考试
局获悉，本科第一批平行志愿投档
分数线于今天划定。文史类最高分
为北京大学881分，理工类最高分
为清华大学876分。目前，文史类
院校已录取考生244人，33所院校
结束录取；理工类院校已录取考生
748人，55所院校结束录取；体育
（理）类院校已录取考生19人，2所
院校结束录取。

省考试局新闻发言人高春燕告
诉记者，本科第一批院校平行志愿
投档比例原则上不高于1：1.05，超

出1：1.05比例投档的院校，须承诺
对服从专业调剂、且体检符合学校
要求的投档考生均被录取，超出计

划的将通过教育部网上计划管理系
统向我省追加计划。

在模拟投档阶段，省考试局分
别将1：1、1：1.05、1：1.15、1：1.2等4
个比例的生源情况发给院校，由院
校确定投档比例。为了减少已投档
考生被退档的可能，录审员还积极
与院校沟通，主要通过争取院校为
我省增加招生计划或按照1：1的比
例投档这两种渠道来减少考生被退
档的可能。

我省高考本科第一批投档分数线划定
文科881分上北大 理科876分上清华

7月15日，在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儋州花卉中心基地，热科院专家为来自格林纳达农业部、教育部、大学和农场等
10多个单位的20名学员授课。据介绍，2016年格林纳达热带果蔬种植技术培训班由商务部主办、中国热带农业科学
院承办。培训内容涉及香蕉、芒果、菠萝、西瓜、辣椒等热带果蔬的选育种、高产栽培、病虫害防治等技术。

本报记者 苏晓杰 通讯员 林红生 摄

外国学员“拜师”
热科院专家

本报海口7月16日讯（记者孙
慧 通讯员成和军）记者今天从省住
建厅获悉，今年以来，全省通过加大
督查督办力度等多项措施，上半年
全省拆除违法建筑414.23万平方
米，占全年拆违目标任务500万平
方米的82.8%，防控违法建筑39.99
万平方米，整治违法建筑取得明显
成绩。

全省分成两个小组、三个片区，
对全省整治违法建筑工作进展和全
省交通干线沿线违法建筑整治工作
进行专项督查。通过督查，共发放督
查整改通知书和专项督办通知书对
948宗疑似违法建筑进行挂牌督办。

省高院、省住建厅等组成联合
调研组开展整违工作涉法涉诉问题
专项调研，加强司法与行政良性互

动，妥善解决好整违工作中出现的
涉法涉诉问题，研究对策，为整违工
作提供优质高效的司法保障。

同时，进一步理顺市县与垦区
整违工作关系，将垦区整违攻坚行
动纳入市县统一管理，把垦区违建
列入市县年度整治任务，统一进行
查处。目前各市县已基本完成垦区
整违工作移交。

我省上半年拆违414万平方米
占全年拆违目标任务的82.8%

海花岛国际会议会展城加入ICCA

我省ICCA认证
会展场馆实现零突破

本报海口7月16日讯（记者杨艺华）记者今天
从省会展局获悉，恒大海花岛国际会议会展城日前
正式加入ICCA国际大会及会议协会，成为我省首
个加入ICCA的会议场馆、中国第46家会展单位的
ICCA会员。

据了解，ICCA成立于1963年，是领先的国际
会议市场行业组织，在全世界90多个国家和地区拥
有1000多个公司和机构成员单位，聚集会议行业顶
级供应商，在全球会议产业中具有很强的竞争优势。

ICCA的认证程序与标准十分严格，据悉，恒大
海花岛产业集团经过1年的努力与准备，经过层层
把关、审核，在会展场馆尚未建立的情况下，凭借多
业态、高规格、大规模的优势获取了ICCA的认可。

我省启动2016年度
著名商标认定工作
被认定为省著名商标或著名品牌
产品将奖励3万元

本报海口7月16日讯（记者宗兆宣 通讯员陈术
颖）记者日前从省工商局获悉，为推动企业实施商标战
略，省工商局启动2016年度“海南省著名商标”认定工
作。被认定为海南省著名商标或者海南省著名品牌产
品的，由省政府一次性给予3万元人民币的奖励。

据了解，依法在海南省登记注册的企业法人或
者其他组织和自然人持有的有效注册商标（含商品
商标和服务商标）均可申请认定海南省著名商标；已
超过3年有效期或有效期前3个月的海南省著名商
标，需重新认定。企业申请认定海南省著名商标，应
当在7月30日前，向企业所在地市（县）工商局办理
相关申请手续。

海口25日起实施
不动产统一登记
原颁发证书与证明继续有效

本报海口7月16日讯（记者邵长
春 叶媛媛）经海口市人民政府批准，
7月25日起，海口市辖区范围内的不
动产实施统一登记，颁发《不动产权证
书》或《不动产登记证明》。原已依法
颁发的证书与证明继续有效。

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不动产统
一登记制度改革工作，连续两年把
此专项工作纳入省委、省政府重点
工作进行部署落实、督查督办；去年
年底提前完成了省、市、县不动产统
一登记职责和机构整合工作，今年
年底前我省将全面实现不动产权证
停旧发新，确保统一登记制度在基
层扎根落地。

海口市国土资源局相关负责人介
绍，按国务院《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
规定，海口市住建、林业、海洋等部门
承担的登记业务划转到市国土资源局
办理，为此，须对各相关部门的业务系
统进行改造升级、调试。为了做好不
动产登记统一发证衔接工作，7月22
日全天暂停受理房产、海洋、土地登记
业务。

自7月25日起，海口市辖区范围
内的不动产实施统一登记，颁发《不动
产权证书》或《不动产登记证明》。按照

“不变不换”的原则，原已依法颁发的
《国有土地使用证》、《房地产权证》、《他
项权证》、《林权证》、《海域使用权证》等
证书与证明继续有效。如不动产权未
发生变更或交易，可不申请换发《不动
产权证书》或《不动产登记证明》。

我省今年累计出口
章雄鱼苗1750吨
货值逾2亿，同比增9.29%

本报讯（记者杨艺华 通讯员耿
伊潇 陈光前）记者日前从海口海关
获悉，据统计，我省今年累计监管出
口章雄鱼苗1750.24吨，货值2.05亿
元人民币，与去年同期相比增长
9.29%。

章雄鱼苗是海南特色出口产品之
一，出口量约占全国出口总量70％，
出口地主要是日本。受海南季节水质
影响，每年的出口季节都在 3-6月
份。章雄鱼苗经济价值高，但抵抗力
较弱，环境适应能力差，对水质、水温
和装卸时间要求较高。

为减少鱼苗运输时间，降低渔民
养殖成本，提高鱼苗成活率，海口海
关将查验场所从开放渔港口前移至
渔排基地，采取“船边验放”、“海上监
装”等形式为鱼苗办理通关手续，并
在报关大厅设立鱼苗出口“绿色通
道”，为企业提供“提前申报”、“预约
加班验放”等便利措施，确保“全天
候”无障碍通关。

部分录取高校投档最低分

北京大学 881
清华大学 877
上海交通大学 848
中国人民大学 847
复旦大学 845

清华大学 876
北京大学 873
上海交通大学 855
浙江大学 841
复旦大学 8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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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剧《东坡海南》演出
慰问海口“双创”工作者

动人乐舞演绎
“文化大餐”

土耳其发生
军事政变

A05

2839人涉嫌参与政变被逮捕

1440人受伤161人死亡

起底临时仲裁庭
A0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