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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举国欢庆中华人民共和国 67
华诞的日子里，我们迎来了第47届世
界邮政日。借此机会，我谨代表海南
省邮政管理局向关心、支持我省邮政
事业发展的各级政府、各部门及社会
各界表示崇高的敬意和衷心的感谢！
向全省邮政行业干部职工致以节日的
问候和良好的祝愿！

邮政体制改革实施十年来，我们
坚持“人民邮政为人民”的根本宗旨，
坚定不移抓改革、一心一意促发展，
全力保障邮政普遍服务，全力激发市
场主体活力，全力汇聚全省行业发展
新动能，推动了海南邮政业实现跨越
式发展。“十二五”期间，全省邮政业
的业务总量年均增长为 15%,业务收
入年均增长为 18%。2015年，全省邮
政业的业务总量突破 12亿元，与“十
一五”期末相比，实现翻一番。业务
收入突破 15亿元，占全省生产总值
比重达 0.41%。其中，快递业务收入
突破 6亿元，最高日快件处理量超过

80 万件，创历年单日处理量新高。
透过这些数据，我们看到邮政业已成
为产业间和地区间的纽带，在服务经
济社会发展和民生改善中发挥重要
的基础作用。

邮政业作为现代服务业的重要组
成部分，在推动流通方式转型、促进消
费升级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我们必须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
省政府的决策部署，牢固树立和全面
贯彻五大发展理念，不折不扣地落实
好国务院关于促进快递业发展的若干
意见和海南省促进快递业发展实施方
案的要求，继续树立“大邮政”的理念、
坚持“大发展”的导向、把握“大融合”
的关键、践行“大民生”的宗旨、坚定井
冈山精神这个“大信念”不动摇，努力
保持行业发展态势，更好地服务海南
经济社会发展。通过继续深化“简政
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改革，大力
推动邮政服务创新发展，加快推动快
递服务转型升级，继续强化寄递安全

管理，特别是要全面加强党建和党风
廉政建设，确保如期建成与小康社会
相适应的现代邮政业。

坚持创新发展，更加注重扩大邮
政业的有效供给。把创新驱动尤其是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摆在行业发展全局
的核心位置，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
推进体制机制、技术应用、服务模式和
产品等方面的创新，增强发展动力、提
升发展能力、厚植发展优势、拓展发展
空间。加速实现行业发展动力从传统
动能向新动能转化、发展方式从量的
增长向质的提升转变、发展路径从被
动适应向主动引领转型。

坚持协调发展，更加注重补齐邮
政业的发展短板。推动区域协同、城
乡一体、收派均衡、交邮融合，在补齐
短板中增强发展后劲、在协调发展中
提升整体服务水平。支持有条件地区
率先发展、打造示范标杆，带动和辐射
其它地区发展。深入推进快递“三向”
工程，不断完善农村快递服务网络，构

建覆盖国内外的寄递体系。加快实施
快递“三上”工程，更好地融入并衔接
现代综合交通运输体系。

坚持绿色发展，更加注重促进邮
政业的低碳环保。将“绿色邮政”融入
“美丽海南百千工程”建设中，服务于
全省生态文明大局。不断完善行业绿
色发展制度体系，加快建立绿色邮政
评估标准，营造绿色发展的政策环
境。大力推广环保包装辅材应用，倡
导适度包装，加强包装废弃物的回收
处置管理。持续推进生产运行中的节
能减排，扩大新能源车辆使用比例，提
升清洁能源比重。

坚持开放发展，更加注重增强邮
政业的国际竞争力。按照互利共赢的
原则，丰富开放发展内涵，推动邮政业
开放向纵深拓展。主动将技术资本
“引进来”，倒逼市场主体改善经营管
理、提升服务能力。积极推动我省企
业“走出去”，鼓励邮政企业深化体制
机制改革，做大做强做优，引导快递企

业优化资源配置，实现强强联合，结合
国家“一带一路”发展战略布局，以海
南国际旅游岛离岛免税等政策为契
机，培育骨干企业，鼓励本省快递企业

“走出去”参与国内外竞争。
坚持共享发展，更加注重提升邮

政业的普惠水平。提高邮政普遍服
务质量和效率，有效满足人民群众基
本寄递需求，充分利用社会资源，整
合村邮站、邮政三农服务站、便民服
务站等基础设施，打造 “一站式”综
合服务平台，构建“十分钟便民服务
圈”。创新普遍服务供给方式，打造
特色农副产品的新型流通模式，支撑
服务精准脱贫。使广大消费者共享
行业改革发展成果，让行业基层员工
更加有归属感、更加体面地工作，拥
有更多的尊严。

坚持依法治邮，打造服务型政府
部门。始终把维护消费者合法用邮权
益摆在更加重要的位置。持续推进法
治邮政建设，建立完善各级邮政管理

部门的“三个清单”，坚决做到“法定职
责必须为”“法无授权不可为”。不断
提高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推动发
展、破解瓶颈、解决问题的素养和能
力，加强邮政普遍服务监督和邮政市
场监管。进一步深化“放管服”改革，
全力打通各项改革举措落地生根见成
效的“最先一公里”和“最后一公里”。
切实加强事中事后监管，全面实施“双
随机、一公开”，提升邮政管理系统的
监管效能。时刻牢记“安全为基”，保
障寄递渠道安全畅通。

回顾昨天，“雄关漫道真如铁”；展
望明天，“长风破浪会有时”。我们坚
信海南邮政业必将迎来更加广阔的发
展前景和空间。在国家邮政局党组、
省委省政府的坚强领导下，让我们不
忘初心、继续前进，努力开创行业改革
发展的新局面，为海南经济社会发展
和人民生活改善、全面建成与小康社
会相适应的具有国际旅游岛鲜明特色
的现代邮政业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牢固树立和全面贯彻五大发展理念牢固树立和全面贯彻五大发展理念
加快建设与小康社会相适加快建设与小康社会相适应的现代邮政业应的现代邮政业

（第47届世界邮政日致辞）
海南省邮政管理局局长 唐健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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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况昌勋 通讯员 张俊林

迎着十月的晨光，符怀剑骑着摩
托车，沿着弯曲的小路，从巍巍山顶呼
啸而下，绕着山、循着水来到山底。穿
过一排排“别墅”群，来到自己的新家，
看看建到了什么程度。

“已经开始装修了，这个月就应该
能建好，年前应该就能搬进去了。”符
怀剑老家在白沙黎族自治县南开乡高
峰村委会坡告村，地处莺哥岭核心保
护区，南渡江源头。他将和坡告村、道
银村其他29位村民，在距离老村30
多公里的牙和村委会，组建成新的村
庄——银坡村。

符怀剑的新家是一栋2层楼房，4
室2厅1厨2卫，还有一个大阳台。“一
共115平米，宽敞亮堂。”符怀剑说。

搬迁，源于对脱贫致富的渴望。

道银村、坡告村，偏远闭塞，至今不通
路、不通电、不通通信网络，是全省仅
有的两个不通公路的自然村，“不少
村民一辈子也没下过山。”南开乡党
委副书记马统瑜说，“一间瓦房三石
灶，一条野藤挂家当”是当地的真实
写照，村民居住的全部是茅草屋改建
而成的泥墙铁皮顶房屋，不少房子透
风漏雨。

符怀剑一家5口人，在坡告村种
植了22亩橡胶林，但因为缺肥少水，
橡胶树小、产量低，加上近年橡胶价格
低迷，日子一直过得紧巴巴。

由于两村太过偏远，且处于鹦哥
岭保护区核心区内，不适合就地扶
贫。经省、县有关领导多次调研，最
终确定了生态扶贫移民的路子，在
白沙青年农场十队选择了一块土地
建设新村，划归南开乡牙和村委会

管辖，政府为村民们统一规划建设
了新楼房。

“村民要搬得出、稳得住、能致
富。”白沙县副县长陈冠智说，生态移
民扶贫在新村的产业很重要，安排的
产业必须是村民熟悉的产业，并且能
够保证收入增长；还需要从长远规划，
发展新产业。

根据两村村民原本主要种植橡胶
且人均面积为9亩多的实际情况，当
地政府为村民人均安置了10亩已经
开割的胶园，并发放林权证。“搬到山
下，政府从青年农场划拨了50亩橡胶
林，均是规范化种植的，产量高。”符怀
剑说。

与此同时，新村所在地预留了20
亩乡村旅游用地，为以后发展旅游做
好准备。“虽然故土难离，但是搬出来
生活才有奔头。”符怀剑说，家里两个
小孩要上学了，从新村骑车到乡政府
仅10多分钟，方便小孩上学。

（本报牙叉10月8日电）

脱贫攻坚全面小康·生态移民

记者手记

白沙南开乡道银村、坡告村生态移民助群众脱贫

搬下大山“移”出新生活

■ 本报记者 况昌勋

从白沙县城出发，车行近 3 个小
时才能抵达海拔 1000 米左右的高峰
村，而要达到道银、坡告2个自然村，
还需要步行数公里。截至2015年底，
这两个自然村全都是贫困人口。

闭塞、生态核心保护区，多重条件
的制约下，常规的扶贫措施难以从根
本上解决问题。面对这块扶贫开发工
作难啃的“硬骨头”，生态移民脱贫成
为根本性“药方”。

南开乡高峰村地处偏远，早在
1974 年，在当地政府的组织下，南开
乡高峰村6个自然村133户、883人就
搬迁到了荣邦乡。但由种种原因，陆
续有村民回迁故土。

再次“出山”，搬离故土，移民能不能
住得安心，关键在于是否有稳定的收
入。培育增收产业是移民搬迁的根本保
障。道银、坡告村移民扶贫的产业扶持，
就值得其他市县借鉴。其一，在新村，村
民分到的是他们“熟悉”的已经开割的橡
胶林，能够迅速进入管理、割胶等劳作，
保证日常收入；其二，从长远谋划，发展
乡村旅游业，让村民有更多的盼头。

也就是说，在新村，移民们既需要
有眼下能收获的产业，也要有持续增
收的新产业。当然，不同的市县需要
根据不同的情况进行安置。比如，可
以加大科技培训和劳动力转移培训力
度，通过劳务输出实现脱贫；可以做好
集中安置区产业发展规划，落实项目、
工作责任和资金来源，帮助移民通过
改变生产经营方式，发展农副产业，实
现增收致富等。

移民扶贫需要“搬扶相济”

游客接待量、旅游总收入大幅增长，呈现多个旅游亮点——

这个国庆黄金周，海南答卷靓丽！
接待游客350.28万人次

同比增长99.08%

旅游总收入51.04亿元

同比增长43.13%

自驾游成主流

10月1日至7日，我省进港车辆35632
辆同比增长43.03%

无重大旅游事故

现场协调类电话309个，投诉类

电话10个，同比下降7.5%

10 月 1 日至 7日，全省各旅游服务热线共接听电话

1294个，咨询类电话975个，同比下降31.90% 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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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部和中部市县自驾游表现抢眼，占当地旅游接待的
比例接近五成，特别是尖峰岭、龙沐湾、棋子湾、五指山等成
为自驾旅游的“最热门”

我省放宽可不办理
施工许可建筑工程条件
投50万元以下或400平方米以下房
屋建设可不办理施工许可

本报海口10月8日讯（记者孙慧 通讯员
杨洲）记者今天从省住建厅获悉，近日住建厅出
台《海南省建筑工程施工许可管理实施细则》，
对可以不办理施工许可的建筑工程规模进行调
整，进一步对施工许可的受理、审批条件、程序
进行简化。

《实施细则》第四条规定，建筑工程投资额
在50万元以下或建筑面积在400平方米以下
的房屋建筑工程可以不办理施工许可。较住建
部《建筑工程施工许可管理办法》投资额30万
元以下或300平米以下的规定，有所放宽。

《施工细则》也明确规范了施工许可信息化
管理，规定要通过“海南省建筑工程全过程监管
信息平台”进行施工许可的申请、审批。

《施工细则》中还指出，要实行违法施工行
为登记管理，遏制未报先建。规定补发施工许
可证须对建设单位、施工企业未报先建违法行
为进行处罚和执行完毕后才可。规范施工许可
受理、审查和发证程序，促进便民利企。

海口城警国庆查处
各类违规行为4495起

本报海口10月8日讯（记者良子）国庆黄
金周期间，海口城警支队全员上岗，全力加大

“公安+城管”联合执法力度，加强对农贸市场、
网吧、天桥等人流密集重要场所的管控。截至
10月7日，全市查处各类违规行为4495起，依
法教育372人，依法处罚53950元。

10月4日至7日，城警支队与市城管局共
出动督查人员160余人次，分时段分别对海口
民生、东门塘、培龙、凤翔等20余个农贸市场开
展督查指导131次，便民疏导点35个次，督促
数家网吧、ktv、酒店等公共场所落实控烟禁
烟，加强骑楼小吃街、泰龙城等人流密集区域的
巡逻巡查，对人行天桥上的占道经营商贩和流
浪艺人进行劝离。

10月7日，城警秀英大队对10月6日的“假
日海滩橙马甲事件”进行专门调查，查出滨海新
天地地产项目销售部存在违规制作橙色马甲广
告服装40件，并委托“在一起”广告公司雇佣40
名学生于10月6日在秀英区假日海滩违规宣传、
散发广告纸，该公司行为违反了《海口市城市容
貌管理若干规定》，交由秀英城管对该违法行为
进行处罚500元，并责令销毁40件黄色马甲广
告服装，警告其立即停止违法发放小广告行为。

怡和·湖城大境二期开盘

本报海口10月8日讯（记者叶媛媛）10月
7日，备受瞩目的大英山CBD标杆项目怡和·
湖城大境二期开盘。开盘当天，二期推出的
79-143平方米高拓美宅产品反响热烈，房源
一举售罄。

据了解，怡和·湖城大境位于海口市大英山
CBD片区，拥有红城湖、日月广场等城市丰盛配
套，是大英山片区资源高端、丰富、集中的区域。
其项目二期承袭一期户型方正通透、大面积赠送
等特点，精心打造79-143 ㎡2房、3+1房、4+1
房，空间拓展更大、尺寸更优。此外，怡和·湖城
大境主路段南宝路延长线也已于近日开通，该路
无缝接驳海口城市主动脉国兴大道，便利的交通
环境也更加提升了该项目对购房者的吸引力。

■ 本报记者 罗霞 通讯员 谢琛

今年国庆黄金周，海南旅游交上
一份漂亮的成绩单：接待游客350.28
万人次，同比增长99.08%；旅游总收
入51.04亿元，同比增长43.13%。与
此同时，旅游业呈现出新业态新产品
受捧、自驾旅游渐成主流等多个亮点，
显现出海南全域旅游、供给侧结构性
改革成果以及发展需求。

新业态新产品成功揽客

国庆长假七天，海南游客接待量、
旅游总收入双双创下新高，其中游客
接待量同比增长超过99%。“国庆旅
游市场的火爆，反映出不断优化旅游
环境、积极开展旅游促销的海南旅游
业受到了更多游客的认可。”省旅游委
副主任周平在分析原因时表示，一方
面，去年国庆长假期间，海南旅游受到
了台风影响。今年国庆期间海南天气
状况良好，有利于游客出游。另一方
面，海南积极推进全域旅游发展，大力

开展旅游供给侧改革，优化旅游产品
结构、完善旅游基础设施等，增强了海
南旅游的吸引力。

随着游客休闲度假需求的日益强
烈，黄金周期间，海南重点打造的旅游
新业态新产品受到游客热捧。海口市
通过官方微信推出国庆“10个1”旅游
新产品，并根据这些主题新推出了十条
旅游线路，做到“一天一特色”。三亚市
为全国各地的新人开启了蜜月之旅，婚
庆旅游快速升温，各大酒店、景区、摄影
机构纷纷推出婚庆旅游产品。万宁活
力运动滨海游、儋州雪茄观光游、文昌
航天游、琼海乡村游、五指山森林探险、
昌江棋子湾“激情玩海”游、琼中黎苗文
化体验游等也吸引了大量游客。

一批主题鲜明的旅游节庆，也吸
引了游人的目光。琼海市第三届公道
美食文化节主打亲子主题，举办千人
同时吃公道、百名参赛者包薏粑比赛、
百名参赛者包饭团比赛、钓鱼比赛等
活动，现场游人如织。陵水雅居乐清
水湾第二届海岛椰子狂欢节，昌江极
地冰雪节、万人庙会，琼中什寒乡村文

化节、什寒芙蓉赏花季，白沙“山水情
白沙缘”国庆主题游等活动成为带动
旅游消费的重要引擎。

自驾休闲度假渐成主流

10月1日至7日，我省进港车辆
35632辆，同比增长43.03%。西部和
中部市县自驾游表现抢眼，占当地旅
游接待的比例接近五成，特别是尖峰
岭、龙沐湾、棋子湾、五指山等成为自
驾旅游的“最热门”。此外，自驾旅游
者除了旅行社组织的游客团队和家庭
出游外，各种俱乐部、车友会等组织的
结伴出游也开展得十分热闹。

更多中外度假客选择在酒店享受
“酒窝一族”度假的惬意，中高端酒店
受捧。三亚亚龙湾、海棠湾，海口西海
岸，陵水清水湾，乐东龙沐湾，万宁神
州半岛、石梅湾、日月湾，昌江棋子湾
等区域的高端度假酒店客房销售火
爆。 据统计，假日期间三亚亚龙湾区
域开房率为75.03%；海棠湾区域开房
率为73.92%；三亚湾区域开房率为

70.63% ；大 东 海 区 域 开 房 率 为
66.81%。万宁以接待散客为主的滨
海酒店、温泉酒店开房率较高，平均开
房率约70%。

今年的国庆黄金周，我省风情小
镇、乡村旅游依旧成为热门。琼海潭
门镇、文昌龙楼镇、定安黄竹镇、五指
山水满乡、澄迈福山咖啡小镇和儋州
光村等特色小镇以及海口市冯塘村、
文昌八门湾和葫芦村、琼海北仍村，万
宁文通村、竹埇村和溪边村，定安“百
里百村”、琼中什寒村等乡村旅游点游
客络绎不绝。

作为国内热门旅游目的地，海南
国庆旅游受到了人民日报、中央电视
台等媒体的关注，有效提升了海南旅
游的美誉度。

旅游市场安全有序

今年，我省组成6个综合督查指
导组，对国庆旅游市场进行检查。据
初步统计，6个综合督查指导组共出
动检查人员1051人次，检查旅行社

16家次，饭店39家次，景区65家次，
旅游购物店12家次，旅游潜水点19
家次，旅游餐饮点12家次，导游人员
271人次，针对发现的问题发出整改
事项通知书11份，发出督查督办事项
通知书4份。

此外，10月1日至7日，全省各旅
游服务热线共接听电话1294个，同比
下降25.89%。其中，省旅游服务热线
接听59个，政府服务热线12345接转
和各市县旅游服务热线接听1228个，
国家旅游局12301服务热线接转投诉
7个，重大旅游事故0个。在接听的
1294个电话中，咨询类电话975个，同
比下降31.90%；现场协调类电话309
个，投诉类电话10个，同比下降7.5%。

省旅游委有关负责人表示，根据
部分游客反映的情况，我省将对旅游
标识标牌、旅游交通、旅游厕所和旅游
景区停车场等旅游公共服务体系进行
进一步完善，进一步提高酒店和景区
的管理水平和服务质量，进一步优化
旅游产品结构等。

（本报海口10月8日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