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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海口 9月 17 日讯 （记者
孙慧 通讯员杨洲）记者从省住建
厅获悉，在服务社会投资百日大行
动期间，省住建厅将对百日大行动
的行政审批事项实行预约服务制
度，简化项目审批程序，审批效率
提速85%。

省住建厅将对纳入百日大行动
的行政审批事项实行预约服务制度，
建立审批绿色通道，提高审批效率，

审批时限由原来20个工作日（不含
专家审查时间）缩短到3个工作日
（不含专家审查时间），提速85%。其
他审批事项由20个工作日调整为10
个工作日，提速50%。实施网上审
批，首问负责制。

在审批流程中，按照容缺受理机
制，对审批事项非核心要件不全的，
企业提供承诺函后立即受理，进入正
式审批流程，最大限度缩减审批时

间；对“超限高层建筑抗震设防审查”
和“重点项目选择意见书核发”，企业
提交承诺函后自受理之日起3个工
作日内先发证，相关业务处室组织的
专家审查工作照常进行。为确保“容
缺受理机制”有效运转，审批办在9
月1日前要完成所有审批事项材料
清单的梳理，明确每个审批事项的核
心要件与非核心要件。

加强与其他职能部门对审批项

目的协调沟通。对与服务社会投资
百日大行动相关行政审批事项的审
批进展情况，每周五下午书面报告省
住建厅和省政务中心，确保优质快速
完成审批。项目建设完工后30天
内，项目业主提出验收申请的，要按
照《海南省服务社会投资百日大行动
方案》要求推动市县进行联合验收，
并在30天内做出通过验收、限期整
改或全面整顿的意见。

省住建厅还突破国家住建部要
求（独立法人的专门图审）的方式向
市场完全开放住建系统施工图审查，
允许具有甲级勘察设计资质的设计
企业以内设机构方式开展图审业务
试点，全省共新增15家图审机构，共
正式确认18家图审机构，大大缓解
了原来垄断情况下图审业务的供求
不平衡问题，图审业务服务质量和效
率大大提高。

服务投资 加快发展
聚焦服务社会投资百日大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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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海口9月17日讯（记者丁平 通讯员
何宏国 潘伟）今天上午9时15分左右，在海口
市海秀西路一施工现场，因施工不当导致地下
煤气管道爆裂、泄漏，附近21个小区用气受影
响。截至18时，爆裂的燃气管道抢修完毕，受
影响小区全部恢复供气。

上午9时22分，海口市消防支队119指挥中
心接到报警后，立即调派金融中队和国兴中队消
防官兵赶赴现场救援。据现场处置事故的消防官
兵介绍，消防官兵到达现场时，可以闻到一股浓烈
的异味，天燃气泄漏量较大。事故原因主要是，铺
路工人用挖掘机施工，燃气管道被施工破坏。上
午9时52分，现场处置完毕，确定无危险后，消
防官兵收捡器材撤回。事故未造成人员伤亡。

海口市市政市容委相关负责人表示，挖破
管道的是海秀快速路施工三标段的四川国丰建
设集团有限公司，该公司施工虽然办理了报批
手续，但未按照相关规定对燃气管线进行勘查，
并做好保护措施。据悉，海口市市政市容委将
按照规定对造成的损失责令施工单位予以赔
偿，同时依法实施处罚。

码上读

施工挖断燃气管道
21小区用气受影响
涉事公司将受处罚

本报海口9月17日讯（记者叶媛媛 通讯
员林先锋）记者从海口市琼山区获悉，今天三门
坡农贸市场猪肉出售已全面恢复正常，当天共有
25头猪在三门坡农贸市场出售，猪肉供应充足，
价格稳定。

琼山区相关负责人表示，为从根本上遏制
屠宰生猪违法行为和经营非法肉品违法行为，
三门坡镇委镇政府关闭了三门坡食品站和三玄
屠宰场。关闭前，三门坡镇委镇政府已组织相
关猪肉摊贩进行了协商，保障肉品供应，但由于
三门坡农贸市场猪肉摊贩不肯将猪肉送去谭文
屠宰场屠宰，并阻挠其他人到三门坡农贸市场
卖肉，导致市场内无猪肉出售。

事后，琼山区委区政府、三门坡镇委镇政府
就组织相关猪肉摊贩进行协调。9月16日，三
门坡镇政府表示，将适当对猪肉摊贩的运输费
用进行补贴，解决摊贩的运输问题。目前，谭文
屠宰场已能确保凌晨2点到5点定时屠宰，及
时供应三门坡市场，确保新鲜猪肉正常供应。

琼山区相关负责人透露，网络上关于“三门
坡无猪肉供应”的传闻是虚假的，一直以来，三
门坡镇谭文农贸市场一直都在正常供应猪肉，
停止猪肉供应的只有三门坡农贸市场。

该负责人同时表示，开展生猪屠宰综合治
理，依法关闭不合格屠宰场、取消其定点屠宰资
格是从根本上遏制屠宰生猪违法行为和经营非
法肉品违法行为的重要措施，是确保食品安全
的重要举措，绝不会因个别人的阻挠而停止。

海口三门坡农贸市场
全面恢复猪肉供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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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2日，高空鸟瞰海航日月广场建筑群，银色和翡翠绿相间的建筑体、造型独特的下沉式广场，在绿树掩映下，成为海口市国兴大道上的一道靓丽风景。
据了解，海航日月广场按照海南省永久性商业地标来进行打造，50万平方米的商业综合体内集合了购物、餐饮、休闲娱乐等丰富业态，设有快时尚、儿童主

题乐园、精品零售、IMAX影院、剧院、真冰冰场、运动会所、KTV、美食、大卖场等商业购物及文化娱乐设施。
目前整个项目外部LED屏幕、幕墙玻璃已安装完成，正在进行内部精装修及园林种植等工程。 本报记者 张茂 摄

海航日月广场
露“真容”

瞰新闻

◀上接A01版
省社保局负责异地就医合作的工作人
员感叹不已。“签订完协议只是完成了

‘万里长征’第一步。”该工作人员表
示，还要加快系统平台接口对接和升
级改造，建立完善日常联络机制，才能
确保协议内容尽早落地。

在省委、省政府的支持下，人社
部门通力协作，2009年 11月，在未
增加编制的情况下，省社保局抽调
专职经办人员，依托医保处成立异
地就医结算办公室，专门负责异地
就医结算的相关具体工作；2009年
底，省政府拨付专项经费360万元，
用于跨省就医结算系统平台开发建
设，为各经办机构与定点医院之间
构建信息交流渠道，初步解决了各
方信息不能共享的问题，实现了与
合作的统筹区经办机构之间顺畅地
办理异地就医结算业务。

2010 年 12 月，省人社厅、财政
厅制定下发《海南省基本医疗保险
参保人员异地就医结算服务工作
实施办法》，省社保局制定了《海南
省基本医疗保险异地就医结算操
作规程》，这两个规范性文件的出
台为开展异地就医结算工作夯实
了制度基础。

结算模式是异地就医结算工作的
核心问题，不仅要符合不同统筹区的
政策规定，还要操作简便可行。我省
在建设异地就医结算系统平台时，充
分考虑这种情况，提供了即时结算、延
时结算和点对点结算3种结算模式供
合作方统筹区酌情选用，增加了合作
的灵活性。

截至2016年5月，我省异地就医
结算服务量从2010年的 41人次增
至 46728 人次，发生医疗费用总额
1.59亿元，统筹支付1.12亿元。从异
地就医数据分析，外省在海南就医结
算人次占总人次的93%，海南在外省
就医结算人次仅占总人次的7%（主
要集中在广州市和异地安置人员集
中地湛江市）。

推动合作范围覆盖全国市县

我省异地就医结算合作的区域
已经覆盖国内所有的省级统筹区，
但是异地就医结算在全国所有市县
范围内实行仍然任重而道远，目前

也有部分已经签订合作协议的省市
由于合作方式的争议并未有实质业
务的开展。

“譬如，有些统筹区要求必须刷社
保卡就医，参保人在海南就医无法做
到，就难以进行结算，很多原因都有可
能导致合作难落地。”省社保局医保处
相关负责人表示。

目前而言，缺乏统一病种目录、药
品目录、服务项目编码代码等，制约了
跨省就医联网结算的推行。同时，采
用就医地目录即时结算与参保人回参
保地报销的金额可能有一定差异，个
别参保人对此存有异议。

“并且，一些门诊和急诊花费动辄
上万，希望也可以在异地就医中有一

定报销。”来自沈阳、定居海口的市民
郭雪琴说。

据省社保局医保处相关负责人
介绍，我省将继续研究制定社保卡
刷卡就医操作办法，下一步将在省
内实现免登记就医，进而实现省外
社保卡在我省刷卡登记、即时结算，
以及个账支付门诊费用等功能，并
研究实现特殊门诊跨省就医即时结
算的办法。

此外，还将推进医保结算由与省
一级协作向与各省市区所辖地市县级
统筹区建立协作关系，逐步实现参保
人在全国（大陆）任何地方都能享受医
保直接结算。

同时着眼国际旅游岛建设，研究
制定跨境就医结算相关政策，逐步与
来琼旅游、度假、居住人数较多的国家
开展医保结算工作。

（本报海口9月17日讯）

异地就医结算不再“两头跑”

本报深圳9月17日电（记者许春媚 通讯
员钟礼元）为给即将到来的国庆假期旅游宣传
造势，今天，海口市旅游发展委员会组织了海南
酷秀集团等多家海口旅游企业组成海口旅游促
销团，在广东省深圳市举办主题为“十一”自游
海口——2016年海口国庆旅游推介会，吸引了
当地50余家旅行社参与。

海口市旅游委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之所
以将推介会举办地锁定深圳，是因为这一地区
经济发达、人均收入水平高，是珠三角地区一个
特殊的区域连接点，可以辐射整个珠三角地区。

为了让深圳市民身临其境地感受海口的旅
游精髓，主办方将多处实景搬到了推介会现场。
推介会上，主办方逐一向旅行商和深圳市民推介
了“十一”自游海口10项主题游产品，此外海口
市旅游委还联合酷秀在推介会上发布了“乐在体
验亲子游”、“激情时尚双人情侣游”“团队大Par-
ty”“闺蜜游”“家庭大套餐”五大假日优惠套餐。

深圳市民纷纷表示，海口是理想的国庆长
假旅游目的地，有机会一定会去逛一趟百年老
街，登一次火山，品一次最海南味，醉一次海岛
乡村游。

旅游＋产品＋互联网

海口国庆旅游促销
走进深圳邀客珠三角

◀上接A01版
500多人的村子，有47人找不到老
婆，是有名的“光棍村”。

树挪死，人挪活。既然原地难以
发展，那就整村搬迁到山外去。

2003年，在省委、省政府的关心
和支持下，昌江开始实施生态移民扶
贫工程，将牙迫村整村搬迁到了石碌
镇，并易名为“水富村”。

60公里路，13年光阴，彻底改变了
这个黎族村寨贫穷、落后、封闭的面貌。

经过十多年的发展，水富村家家
户户住上了平房，村里通了自来水，道
路全部硬化，安装了太阳能路灯，修建
了文化广场、戏台，修缮了村办公楼，
村民生产生活的条件极大改善。
2015年全村人均纯收入6800元。

“现在的生活，比搬迁之前强多
了。”村民韩建平说，如今村里发展越
来越好，尽管大家还算不上太富裕，但
起码丰衣足食。“下一步，就是要努力
存票子、买车子、盖房子。”

穷思变——特色产业促增收

虽以“水”名，却不因水富。相反，

水富村土地少，严重缺水，搬迁至石碌
镇后一度发展困难。时至今日，水富
村全村耕地仅586亩，人均仅9.2分
地，而由于缺水灌溉，这些地也只能种
甘蔗。

“一年搬家三年穷。”74岁的村民
林亚松介绍，刚搬来的时候，水富村还
是一片荒山，草及人高，杂树遍地。村
民们日夜开荒平整土地种玉米，仍不
足以填饱肚子，只好到附近农场去打
零工赚钱糊口。

穷则思变。
“既然没有土地发展农业种植，那

就从养殖、手工业下手。”水富村党支
部书记林文光介绍，水富村的脱贫，发
展特色产业促增收是关键。

2012年，在石碌镇帮扶和支持
下，水富村开始发展特色山鸡养殖，成
立了山鸡养殖专业合作社。为了加快
山鸡养殖项目发展，合作社向信用社
贷款8万元作为启动资金。近几年，

水富村年出栏山鸡1.2万只，纯利润
达33.6万元，不仅还清了银行贷款，
还实现了盈余。

“全村141户，有126户加入了合
作社。”水富村文书林树清介绍，今年
养鸡效益不太好，目前养殖规模约
8000只，“但我们又有了牛皮凳这个
增收新产业。”

牛皮凳制作是水富村村民祖传的
技艺，村里不少老人都会制作牛皮
凳。前些年，牛皮凳这种极富民族特
色的手工制品被外地游客发现后，开
始声名远播。

为助推水富牛皮凳制作形成产
业，昌江民宗、农科部门投入90万元，
支持水富村建成了牛皮凳制作传习
所。目前，全村已有50户加入，可实
现年产牛皮凳1500张，纯利润约25
万元。去年底，水富村接到3300张、
86.8万元的牛皮凳大订单，村民们在
农业生产之余，男女老少上阵赶制牛

皮凳。
74岁的村民林亚松，是牛皮凳制

作能手，去年 10月份至今年“三月
三”，他共制作牛皮凳150余个，纯利
润近2万元。

“是牛皮凳这个项目让我们从老
祖宗的这门手艺里赚了钱。”林亚松
高兴地说，如今村里年轻人学习牛皮
凳制作的热情很高，不少人来找他拜
师学艺。

夯基础——抓好党建促发展

大海航行靠舵手。村组织这艘小
船要驶得稳，村“两委”班子很重要。

近年来，昌江两级政府非常重
视水富村的党建工作，通过选好配
强村“两委”班子，把党性强、作风
正、想做事、能干事、群众公认的党
员选配到“两委”班子中，发挥好

“两委”的带头人作用，带领群众发
展经济。

为拓宽增收渠道，水富村“两
委”在巩固现有产业的基础上，还
积极引进新产业。去年 7月，村支
书林文光得知儋州有一个豪猪养
殖基地，经济效益很不错，就带着
村“两委”干部和有意向养殖的村
民前往参观学习，回村后发动村民
养殖豪猪。

“猪圈已经建好，计划近期购买
种苗开始养殖。”林树清介绍，村委
会已与企业签订了协议，豪猪养到
8个月左右后由公司负责按市场价
回收。目前，首批12户计划养殖豪
猪 100 多头，试养成功后再向村民
推广。

村“两委”班子的努力，获得了村
民、社会和政府部门的认可。

由于在带领群众致富、服务群
众等方面贡献突出，林文光获评
2015 年“海南省十大最美村官”。
在2015年“十星两委”两次考核中，
水富村也获得目前考核最高的“七
星”，基层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日益
增强。

（本报石碌9月17日电）

一座黎村的变迁十三年

消防官兵用水枪对泄漏点进行稀释。
本报记者 丁平 通讯员 何宏国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