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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海口3月22日讯（记者宗
兆宣 通讯员冷玲波）3月21日下午6
时许，尽管已是下班时间，但海口市
政务服务中心6楼依然人头攒动，14
名工商注册官和73家市场主体代表
在现场紧张有序地忙碌着……这既
是利用下班时间专门为市场主体服
务的一场特殊集中注册活动，也是工
商注册官贴心便民服务的缩影。

这场集中注册活动起源于一个
偶然的寻访流动党员行动。前不久，
海口市工商局非公党建工作人员到

喜盈门（海口）建材家具城生活广场
开展寻访党员工作时，了解到海口喜
盈门经营管理有限公司旗下的“喜盈
门（海口）建材家具城生活广场”已陆
续引进了500多家商户入驻，而这些
商户中绝大部分还未办理营业执
照。为使入驻商户依法依规开展经
营活动，并帮助小微企业能迅速取得
创业贷款资金，该公司准备统一为这
些市场主体申办工商营业执照。但
当公司工作人员将申请材料递交到
所在辖区的金盘工商所时，由于工商

所窗口只有一名注册官，一时陷入了
业务量大、人手不足的困境，无法及
时为众多商户进行注册。

为帮助商户快速落地，海口市工
商局企业注册局牵头组织了14名注
册官利用下班时间开展集中注册活
动，为喜盈门（海口）建材家具城生活
广场的73家市场主体开展了市、区、
所一站式集中注册服务。记者在现
场看到，注册官们逐项认真指导公司
人员填写申请材料，实行一条龙服
务，当场审查了73份申请材料，并现

场发放个体户名称预先核准通知书
32份，个体户营业执照32份。

公司办事人员感慨道：“通过海
口工商局此次集中注册活动，原本我
们需要约2个月才能办完的业务，现
在只用2小时就迅速办完了，办事效
率之高令人欣喜。”

据悉，下一步全省各级工商部门
将以集中注册等创新服务方式，积极
为大型商场、市场、产业园区、孵化楼
等集中办公区域开展工商注册便利
化帮扶工作，优化创业环境。

一场8小时外的暖心便民服务
海口工商注册官利用下班时间，2小时办完73家市场主体业务

本报海口3月22日讯（记者计
思佳 叶媛媛）今天上午，海口市召开
市委常委会，会上审议通过了《海口市
健康城市健康村镇发展规划》。根据
《规划》，到2030年海口要实现人均预
期寿命达81岁，健康镇达标率达到
95%，健康村达标率90%的目标。

《规划》提出，到2020年，建立完善

高效、全面覆盖城乡居民的基本医疗健
康服务体系，确保人人享有基本医疗卫
生服务和基本体育健身服务。到2030
年，经济建设和社会各项事业发展达到
国内先进水平，健康促进型社会全面建
成，全社会大健康协调机制基本完善。

具体来说，将实现居民健康水平
持续提高。人均健康预期寿命提高3

岁，至2030年人均预期寿命达到81
岁。同时，健康宜居环境持续改善，
健康生活品质持续提升，健康服务能
力持续增强，健康产业规模持续扩
大，健康社会促进机制持续加强。

另外，健康村镇的发展目标为：
到2020年，全市健康镇达标率达到
75%，健康村达标率70%；2025年，

全市健康镇达标率达到85%，健康村
达标率80%；2030年，全市健康镇达
标率达到95%，健康村达标率90%。

为实现以上目标，《规划》要求，
要做好营造健康环境，构建健康社
会，优化健康服务，培育健康人群，丰
富健康文化，发展健康产业6大重点
领域建设。

海经贸设立
马克思主义学院
为我省首个设马院的高职院校

本报海口3月22日讯（记者陈
蔚林 通讯员王晓灵 实习生陈卓斌）
今天上午，海南经贸职业技术学院马
克思主义学院揭牌仪式在海口举
行。这是在我省高职院校设立的首
个马克思主义学院。

据介绍，该学院主要承担全校
思政课教育教学、校内外实践教学
基地建设、党建研究和对外交流等
任务，今后将深入贯彻全国高校思
想政治工作会议精神，通过成立党
建与思想政治教育研究会、举办党
建与思想政治工作论坛等举措，全
力打造“一院一会一坛”思想政治
工作平台，为把海南经贸职业技术
学院建设成为特色鲜明、实力领先
的国家高职院校夯实思想理论基
础。

会上，海南经贸职业技术学院
还与海南师范大学签订了马克思
主义学院共建协议，未来将在学术
资源共享、思政课教学改革、科研
交流、人才队伍建设、学位学历提
升等方面接受海南师范大学的对
口支援。

本报海口3月22日讯（记者符
王 润）“ 您 好 ，一 共 直 接 报 销 了
5178.82元。”今天上午，在海南省人民
医院住院大楼一楼的结算窗口，来自
陕西汉中的患者冯长青取到了自己在
省人民医院治疗的新农合报销费用。
据介绍，这是全国首例通过国家新农
合信息平台、省级新农合信息平台和

社会资源共同协作享受跨省就医即时
结报的新农合患者，也标志着我省全
面开启跨省就医即时结报工作。

“过去每次报销，都得自己整理
很多材料寄回老家，还要麻烦亲戚朋
友帮忙办理。而且在海南治疗的费
用我还得先垫付，差不多一个月才能
拿到报销的钱。”冯长青来海南居住

已经15年了，由于患有尿毒症，自去
年开始他需要长期进行血液透析。

“现在我可以在海南的医院就地即时
报销了，不但省事，还减轻我垫付医
药费的负担。”

省卫计委有关负责人介绍，在此
次实现的跨省新农合即时结报工作
中，患者只需支付自付费用，新农合

基金补偿费用由医疗机构先行垫付，
患者不必携带相关资料回参合地进
行报销。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
司作为医疗机构和经办机构资金流
通的桥梁，建立跨省就医周转金，支
付医疗机构垫付的新农合补偿基金，
缩短回款时间，减轻医疗机构垫付的
压力。

据介绍，我省高度重视跨省就医
结算工作，在短时间内完成了信息系
统的接口研发，并实现了省新农合信
息平台与国家新农合信息平台的联
通。我省11家签约定点医疗机构具
备了为吉林、辽宁、福建、陕西、安徽等
10个签约省份参加新农合的农村居
民提供即时报销的条件。

我省实现首例新农合跨省就医即时结报

陕西农民海南住院即时拿到报销款

海南组团赴沪举办
会奖旅游资源专场推介会
20多家企业参展促销

本报上海3月22日电（记者李丛娇）2017
中国（上海）国际会奖旅游博览会（以下简称会
奖博览会）今天在上海跨国采购会展中心举
行。海南省会议及奖励旅游行业协会配合省旅
游委，组织全省20多家重点会展公司、会议酒
店、旅行社等相关单位参展促销。

在展会开始前，省旅游委及省会议及奖励
旅游行业协会提前在展会的网络平台开通了全
球预约，部分参展卖家提前在网上预约了买家，
实现业务精准对接。在展会现场，捷克一家会
奖公司的经理丹妮拉，在了解海南会奖后当即
决定将原定别国的三个会奖团队放到海南，分
别在8月、10月及明年3月，每个团60人，一团
呆8一10天。

当日中午，借助会奖博览会的平台，省旅游
委还举办了海南会奖旅游资源（上海）专场推介
会。推介会通过对大数据、大环境、大平台、大
优势、大未来的分析，围绕“汇聚海南、会聚海
南”主题，向中外嘉宾对海南会议酒店、会议场
馆、会奖产品、会奖资源及相关政策进行推介。
省会议及奖励旅游行业协会成员单位、海南参
展企业，特邀的境内外会展专家买家及媒体共
150多人参加了推介会。

琼中“牵手”
中交海洋投资控股
计划8年投92亿元建国际生态旅游度假区

本报营根3月22日电（记者郭畅 通讯员
毛景慧）昨天，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人民政府与
中交海洋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举行琼中东五指山
热带雨林国际生态旅游度假区项目签约仪式，
双方计划用8年时间投资92亿元建设琼中东
五指山热带雨林国际生态旅游度假区。

根据协议，项目将依托东五指山热带雨林
资源，严格按照“多规合一”的要求，在认真落实
水源地保护相关管理规定的情况下，将位于琼
中东五指山片区打造成热带雨林国际生态旅游
度假区。其中规划协调区46.03平方公里，各
类建设用地约3000亩。

据了解，该项目将采取整体规划、分期建
设、滚动开发、统一运营的开发模式。通过整体
开发运营，由中交海洋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及其
授权关联方投资建设及运营大旅游、大健康、大
农业等相关项目，包括生态环境修复、全域旅游
打造、特色村镇建设等。

中交海洋投资控股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表
示，项目将融入旅游、康养、教育及医疗等产业，
有效整合海南区域的产业链条资源，树立康养
旅游度假品牌。

关注“三月三”

琼中紧锣密鼓筹办
“三月三”活动
各项筹备工作有序进行

本报营根3月22日电（记者郭
畅 通讯员毛景慧 陈泽汝）“将红兰
草、枫叶分别放入锅内煮汁，直至煮
出浆汁……”日前，记者走进琼中黎
族苗族自治县中平镇中平村新民村
民小组，苗族村民邓运合正和家人准
备“三月三”节庆日的特色美食——
苗族三色饭。

随着2017年海南黎族苗族传统
节庆日“三月三”临近，全县民族节日
氛围日渐浓郁。琼中作为今年海南

“三月三”节庆活动的主会场之一，各
项筹备工作有序进行。其中，琼中县
广场景观提升项目、琼中中部少数民
族文化体育演艺中心、琼中县黎苗民
族文化博物馆正在加紧建设中，海南

“三月三”主题晚会正在紧张排练，而
市政部门也在加紧对临街立面进行
装饰升级。

三亚南繁科学研究院
来了洋学生

近日，三亚南繁科学研究院接纳了
6名来自印度尼西亚梭罗大学的农学专
业学生进院学习（右图），这也是三亚南
繁科学研究院首次接纳外国学生进院
学习。

三亚南繁科学研究院院长柯用春
透露，此次该院接纳印尼学生入院学习
旨在推动三亚与梭罗大学在热带农业
科学、现代农业技术、遗传育种、农产品
加工等产业领域的科技合作与交流，推
动三亚南繁科研成果在印度尼西亚进
行成果转化与技术推广。

另据了解，三亚拟建立海南三亚南
繁种业国际合作基地，搭建三亚南繁成
果与“一带一路”国家农业需求的桥梁，
加快南繁成果对外转化。
文/本报记者 袁宇 图/本报记者 武威

3月22日是世界水日。上午，海口市水
务集团组织员工和志愿者，在明珠广场、时代
广场以及各大小区摆摊设点，开展以“倡导绿
色生活、呵护生命源泉”为主题的宣传活动。

本报记者 古月 摄

本报海口3月22日讯（记者周
晓梦 通讯员孙秀英）记者今日从省
生态环境保护厅获悉，因存在“未批
先建或未验先投”等环境违法行为，
海口7家混凝土搅拌企业领“顶格处
罚”罚单，共被罚款350万元。

据了解，连日来海口市、区两级
环保部门共排查商品混凝土搅拌企
业26家，重点针对环评审批、“三同
时”验收执行情况、配料仓、砂石物料

堆场、传送带封闭、生产线除尘抑尘、
混凝土车辆管理、道路及场地除尘保
洁、污染防治设施使用、作业区及道
路硬化等情况进行现场检查。

检查发现，部分混凝土搅拌企
业无环境整治措施，厂区环境杂乱，
污水、浆水横流；沉淀池、排水沟未
贯通；雨污未分流、未循环利用，生
产废水未经处理直接外排；碎石清
扫不及时，生产废渣随意堆放，物料

堆场无防尘抑尘措施；混凝土进出
车辆未能做到及时洒水等环境违法
行为，对空气环境质量、水环境质量
带来污染隐患。

海口市环境监察部门立即启动
行政处罚程序立案查处。经过细致
调查和依法审核，海口市生态环保局
决定对海南荣辉投资有限公司、海南
海华混凝土有限公司等7家混凝土
企业顶格处罚，目前已责令这7家企

业立即停产，并各罚款50万元。
据海口市生态环保局有关负责

人介绍，海口市、区两级环境监察部
门将继续加大检查和执法力度，保持
高压态势，特别是针对恶意偷排的环
境违法行为，通过实施罚款、限产、停
产关闭、查封扣押、移送司法机关等
手段，并配合新闻媒体进行公开曝
光，切实提高环保执法的权威性和严
肃性。

因存在未批先建等环境违法行为，被顶格处罚并责令停产

海口7家混凝土搅拌企业被罚350万

本报海口3月22日讯（记者孙慧）春节是
房地产市场销售高峰期，今年春节期间，全省房
屋销售实现开门红。1至2月份全省房屋销售
面积355.63万平方米，比上年同期增加168.91
万平方米，同比增长110.5%。

1-2月，全省累计房屋销售面积为355.63
万平方米，比上年同期增加168.91万平方米，增
长110.5%，增幅同比提升57.4个百分点，比全
国平均增速高85.4个百分点，名列全国第二；房
屋销售额完成429.13亿元，比上年同期增加
253.33亿元，增长144.1%，增幅同比提升104
个百分点，比全国平均增速高118.1个百分点。

省住建厅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我省将坚
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这一定位，
加快房地产去库存、调结构、提品质的速度。今
年力争全省房地产投资同比增长3%左右，商
品房销售面积同比增长10%左右，价格保持基
本稳定，商品房住宅去化期要控制在18个月以
内，房地产总体平稳。

海南前2月房屋销售面积
逾355万平方米
同比增长110.5%，去库存成效明显

《海口市健康城市健康村镇发展规划》定下新目标——

2030年实现人均预期寿命达81岁

世界水日
倡导呵护生命源泉

到2020年
建立完善高效、全面覆盖城

乡居民的基本医疗健康服务体
系，确保人人享有基本医疗卫生
服务和基本体育健身服务

到2030年
经济建设和社会各项事业

发展达到国内先进水平，健康促
进型社会全面建成，全社会大健
康协调机制基本完善

健康镇
达标率达9595%%

健康村
达标率达9090%%

海口

制图/王凤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