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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省第四届
“耳聪工程”启动

本报三亚11月27日电（记者袁宇）由解放
军总医院海南分院、省委宣传部、省民政厅等9
家单位联合主办的第四届“耳聪工程”公益活动
昨天在三亚启动。来自国内各地高水平耳鼻喉
科的医疗专家将为我省30余名贫困耳疾患者
提供免费手术治疗。

“耳聪工程”主要惠及贫困耳疾患者，重点
以耳聋症状为主要筛查对象。本届“耳聪工程”
已筛查出30余例耳疾患者，他们将接受解放军
总医院海南分院为其提供的免费治疗。手术将
由来自解放军总医院的知名耳鼻喉科医生操
刀，包括耳部瘘管、鼓膜修补、鼓室成型、乳突根
治术、电子耳蜗手术等。手术期间也邀请了全
国各地耳鼻咽喉头颈外科同行观摩手术、交流
心得。

“耳聪工程”是由香港“耳听心言”基金和香
港中文大学人类传意科学研究所发起的救助耳
疾患者的公益惠民行动。自2013年起，解放军
总医院海南分院已在我省连续开展了三届“耳
聪工程”。截至目前，海南“耳聪工程”已帮助
100多名听障人士重回有声世界。

■ 本报记者 况昌勋 通讯员 王媛

这是一场“赛跑”。比的是时间。
海口国家高新区康迪汽车从签约

到进场开工仅45天，过去则需要1年
的时间；林安国际商贸城项目从拿地
到开业仅10个月，节省1年时间；朗
腾项目也提前半年开工。海南生态软
件园红黄蓝幼儿园项目4月底申请规
划许可，9月初就完成了验收……

“战绩”频传，来自一股“助推力”：
在“多规合一”试点前提下，海口国家
高新区美安科技新城、海南生态软件
园、博鳌乐城国际医疗旅游先行区等
三个产业园区，试行最大限度简化行
政审批改革。由于这次改革是让行政
审批从精简到再精简，也被称之为极
简审批。

截至今年9月底，3个产业园区新
增555家企业落户，极简审批已成为
海南对外招商的一张“名片”。

减——
由繁到简加快项目落地

11月26日，冬雨霏霏，海口国家高
新区美安科技园依然忙碌。一年前还
是碎石和黄土丘的荒地，如今已建成一
座汽车生产基地厂房，工人们正在调试
设备，为明年3月试生产准备着。

“以前面对纷繁复杂的审批，至少
需要两年半的时间。一年按投资10

亿元计算，可见为企业带来多大的效
益。”康迪电动汽车（海南）有限公司总
经理胡增丰说，海南在行政审批上，为
企业节约了大量的时间。

由繁到简、再到极简，不是简单的
做“减法”。虽然，近年来海南省级行
政审批已经大幅度“瘦身”。但是，让
项目落地更快些、让企业更有自主权、
转变政府职能、让行政审批再简化，一
直是海南的改革追求。省委、省政府
组织行政审批主管部门，统一认识、解
放思想，用好用足省域“多规合一”试
点和经济特区立法权等中央赋予海南
的特殊政策，研究“极简审批”方案。
经过一次次的探讨，提出了试行园区
区域评估审批取代单个项目评估审
批、试行“准入清单”和“项目技术评
估”制度、试行“承诺公示制”、试行“联
合验收”机制、加强事中事后监管试行

“项目退出”机制等“六个试行”。
2016年3月31日，省人大常委会

通过了《关于在海南经济特区博鳌乐
城国际医疗旅游先行区等三个产业园
区暂时变通实施部分法律法规规定的
行政审批的决定（试行）》。

省政府副秘书长、省政府政务服
务中心主任王静介绍，改革后，审批事
项减少至14项。项目审批时间缩短至
57个工作日，压缩80%以上，对入驻型
企业实现“零审批”；通过“联合验收”，
企业投资建设项目竣工验收时间由
182个工作日缩短为30个工作日。

加——
增强企业自主权和获得感

冷空气南下，丝毫未能影响博鳌乐
城国际医疗旅游先行区的建设热度，中
国干细胞集团附属医院主体建筑、博鳌
恒大国际医学中心项目、博鳌一龄生命
养护中心综合楼等一批项目接连封顶，
将于明年初陆续投入使用、试营业。

省肿瘤医院成美国际医学中心项
目投资方海南一投董事长蒋会成感慨
道：“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
是园区给企业的最大红利。”

“就比如房子装修，要怎么装、装成什
么样，要让业主有更多的自主权，不能全
部由政府来审批。极简审批改革，有一项
重要任务就是落实企业投资自主权，激发

市场活力，让企业有获得感。”王静说。
在企业投资自主建设阶段，园区

以合同规范项目管理，将审批改为备
案管理，以及通过“业主承诺”“设计
方承诺”“施工方承诺”“监理承诺”等
方式取代有关审批。与此同时，产业
园区纷纷将“服务”前置，海口国家高
新区管委会职能部门提前介入服务；
海南生态软件园开设企业服务超市，
保姆服务的方式对审批改备案事项
进行定期跟踪检查；博鳌乐城国际医
疗旅游先行区一次性提供责任清单。

转——
工作重心变为监管和服务

简化审批事项、增强企业自主权，
并非意味着政府放任自流。

“不是简单的不管，而是政府职能
部门将工作重点从事前审批，转向注
重事中事后监管和服务，做到入园项
目快进严管。”王静说。

“工作思路正在发生转变。”在海
口市副市长、高新区党工委书记顾刚
的手机中，有60多个项目建设微信服
务群。他说，虽然审批少了、权利少，
但是事中事后监管责任多了、服务义
务多了。“不再重审批轻服务，倒逼政
府部门更加清廉，促进了‘亲’‘清’新
型政商关系的构建。”

目前，3个试点产业园区管委会，
正在提高服务意识，行政人员的角色
由“审批者”转变为“服务者”，纷纷推
出了微信群、贴脸式、保姆式、一站式、

“互联网+”等创新服务举措。
（本报海口11月27日讯）

我省在3个产业园区推行“六个试行”再压缩审批时间

行政审批走“极简”园区企业得红利

我省 3 个产业园区开展极简审
批，极大压缩了审批时间，提高了招
商效率。

极简审批，展现的是海南审批提
速、先行先试的智慧担当。虽然行政
审批制度改革已经取得明显成效，但
海南没有止步，而是充分利用“多规合
一”等政策优势，以“壮士断腕”的魄力

最大限度地简化了审批环节。这种先
行先试的发展智慧有效激发了市场活
力。

极简审批，彰显的是海南简政放
权、主动服务的积极作为。在“极简审
批”模式下，各产业园区纷纷将服务前
置，推出了“保姆式”“一站式”等创新
服务举措，“审批者”变成了“服务

者”。靠着这种主动服务的积极作为，
3大产业园区吸引了企业的纷纷入驻。

行政审批由繁到简再到极简，其
背后体现的是政府角色的转变、服务
意识的提升。我们相信，随着“极简
审批”改革创新的不断深入，必定有
更多企业、项目落户海南，海南的发
展必将活力倍显。

审批提速的创新之举

朱洪武当选儋州市市长

本报那大11月27日电（记者易宗平 通讯
员张琳）今天，儋州市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
第一次会议闭幕。大会选举王克强为儋州市
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主任，吴
勇、张广英、王大辉（黎族）、王安仍、陈清奎、
张玉萍（女，九三学社）为儋州市第十五届人民
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主任；选举朱洪武（黎
族）为儋州市人民政府市长，周廉芬（女）、张
华、符巨友、吴波（民进）、肖发宣、田丽霞（女）、
赵江泽为儋州市人民政府副市长；选举张光亲
为儋州市人民法院院长；选举陈旭为儋州市人民
检察院检察长。按照法律规定，当选的市人民检
察院检察长须报经上一级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提
请该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

本报万城11月27日电（记者赵
优 特约记者黄良策）今天上午，
2016年（第十七届）海南国际旅游
岛欢乐节万宁分会场在“海南第一
山”东山岭开幕。活动以“欢乐海
南，祈福万宁”为主题，持续至12月
31日，期间将推出欢乐登山、美食嘉

年华、欢乐骑行、兴隆热带雨林家庭
总动员、日月湾激情冲浪等9大活
动。

活动现场，万宁市旅游委发布
了万宁旅游七条线路十大产品，推
荐了八条一日游线路。七条旅游线
路是活力运动滨海游、观山品海自

驾游、侨乡风情文化游、品牌折扣购
物游、手工体验亲子游等，十大旅游
产品为雨林休闲旅游、海上活力旅
游、文化风情旅游、康养旅游等，八
条一日游线路包括兴隆咖啡体验一
日游、黎苗风情一日游、东山岭一日
游、滨海旅游公路一日游等。

开幕式后，欢乐登山和美食嘉
年华活动随之举行。美食嘉年华
上，色香味俱全的万宁美食菜肴、特
色小食、东南亚美食以及地方特色
农产品、农产品食品深加工品、热带
水果等众多美食一一在现场展销，
引得游客流连忘返。

欢乐节万宁分会场开幕

八条一日游线路邀你游万宁

中亚5国友人
点赞陵水现代农业

本报椰林11月27日电（见习记者林晓君
通讯员陈思国）“是如何进行光合作用的？”“花
粉靠什么传播？”“所有都是有机产品吗？”昨天
到今天，出席第二届中国—中亚合作对话会的
中亚5国友人到访陵水黎族自治县，参观陵水
现代农业示范基地。国际友人一行走进智慧果
蔬工场，并在参观后与当地政府、企业座谈，称
赞陵水现代农业水平先进。

陵水现代农业示范基地由休闲农业观光带
和科研培训展示区、生产试验区、生产示范区、
物流加工交易区、国际农业论坛区5大功能片
区组成。其中，生产示范区引入了荷兰“智慧种
植工厂”、新加坡“立体种植”技术等高效设施生
产方式，进行高质量、高标准、高价值的农产品
生产。

“在基地里看到非常先进的温室技术，用很
小一块土壤培育出花果蔬菜，并把这些有益于
人体健康的蔬果供应给市民，我对这个技术非
常感兴趣。”哈萨克斯坦畜鹿商会主席托克塔罗
夫表示，希望能寻求合作伙伴，将陵水先进的栽
培技术带回哈萨克斯坦。

关注市县换届选举

本报海口11月27日讯（记者郭
萃）为期5天的港澳旅行商游海南
活动于近日启动，78名来自港澳旅
行商代表先后走进海口、万宁、陵
水、保亭和三亚考察海南旅游产品，
并纷纷表示期待与海南地接旅行社
开展合作，共同推动港澳旅琼市场
的新一轮增长。

作为2016年（第十七届）海南
国际旅游岛欢乐节主体活动之一，

由海南省旅游发展委员会主办的港
澳旅行商游海南活动于11月25日
启动。港澳旅行商代表们先后走进
海口、万宁、陵水、保亭和三亚，考察
海口观澜湖冯小刚电影公社、分界
洲岛风景区、海南槟榔谷黎族苗族
文化旅游区、三亚国际免税城等地，
并体验了海南十大旅游套餐之一
——原味美食之旅。

参加本次活动的香港中海旅游

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蓝君如表示，
主办方组织参加的“海南之夜”旅游
推介会效果极为震撼，令人印象深
刻，非常期待与海南地接旅行社开
展合作，共同推动港澳旅琼市场的
新一轮增长。

据了解，自年初以来，我省多次
赴港澳参加旅游展会，举行旅游促销
活动，配合在港澳主要地铁站灯箱、
公共交通工具车身、户外广告牌以及

主流媒体、报刊投放海南旅游广告，
通过宣传推广途径的多元化、规模
化，有效提升海南旅游品牌的知名度
和影响力。今年一至三季度，港澳旅
琼人数为10.63万人次，同比增长
14.55%。本次活动将有效增进港澳
组团社和媒体对我省旅游产品的了
解，深入发掘各类线路产品卖点并开
展针对性营销，深化和拓宽琼港澳旅
游业界三方务实合作。

港澳旅行商：

携手推动港澳旅琼市场新一轮增长

日前，由中国葛洲坝集团海南项目部负责施工的全长30公里南渡江引水工程输水管道箱涵首段完工。借助空中航拍无
人机看去，一条“巨龙”卧身荒野红土地，这是海口南渡江引水工程首段完工的输水箱涵管道。 海口南渡江引水工程输水管
道由箱涵、隧洞、渡槽三种形式组成，2018年建成投入使用。 本报记者 古月 通讯员 程想军 摄

海口南渡江引水“巨龙”初显

瞰新闻瞰新闻

要把安全生产工作
抓紧抓细抓实

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
绝对安全

◀上接A01版
举一反三，高度重视安全生产工作。

刘赐贵要求，当前正是我省项目施工多、人
员流动多、活动节庆多的季节，也是安全事故的
易发期。各市县、各部门要迅速传达贯彻全国
安全生产电视电话会议精神，以“严而又严，实
而又实，细而又细”的要求，立即对本地区、本部
门的安全生产大检查进行再动员、再部署。一
是重点突出抓好建筑施工、旅客运输、危险化学
品、烟花爆竹、人员密集场所等五个重点行业领
域。二是全面深入排查隐患，对重点区域行业、
企业和关键环节、部位，开展拉网式排查，把隐患
消除在萌芽状态。三是要严格落实“党政同责、
一岗双责、齐抓共管、失职追责”。各级党政领导
干部务必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特别是在各级
党委政府换届时期，必须做到思想认识不减，工
作力度不减，措施要求不减，坚决杜绝“末位”分管
或“挂职”分管安全的现象。四是全面落实安全生
产企业主体责任。安全部门要加大考核力度，对
不重视安全生产的企业和企业负责人在媒体上
曝光，对考核不达标的企业主要负责人要严肃处
理，对事故相关责任人依法追责。五是科学合理
抓好生产。决不能以牺牲人的生命为代价来抢
工期、抢进度，抓生产抓项目乃至做任何工作都必
须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科学合理地开展。

副省长李国梁主持会议，并就立即进行安
全生产大检查作了动员和具体安排。省政府秘
书长陆志远出席会议。

◀上接A01版
其中在省级党报中排第五位，居浙江
日报、河北日报、新华日报、南方日报
之后。此外，海南日报报业集团旗下
的南国都市报跻身都市报五十强榜，
是海南唯一跻身都市报五十强榜的媒
体。

此前，3月24日，人民网研究院
发布《2015中国媒体移动传播指数
报告》，海南日报跻身“报纸移动传播
百强榜”，位列全国第40位，成为海
南唯一入选前40强的报刊。在该排
行榜中，海南日报进入全国党报移动
传播十强，位列第9名。今年10月，
海南日报新浪官方微博还荣获2016

“V影响力峰会”区域先锋媒体奖，这
是海南地区唯一获得此殊荣的媒体
微博。

移动化转型使海报集团在多次
重大新闻报道中实现多媒体、多形
态、多手段的互动整合传播，推出
融合文字、图片、音频、视频、图表、
漫画、H5 等形式多样的融媒体产
品，并通过多个新媒体渠道广泛发
布。如今年第21号台风“莎莉嘉”期
间，海报集团新媒体集群总发稿量达
到1570篇，总阅读量达到5781万人
次，共有 9 条微信阅读量突破 10
万+，凸显了全媒体矩阵传播巨大的
影响力。

海报集团新媒体集群
用户达“千万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