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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林晓君

“这个女书记对乡亲好，本事也大着哩！”在陵水黎
族自治县文罗镇五星村，虽然黄丽萍担任村党总支书
记、村委会主任才满一年，但是村民对她的称赞却不少。

村民们的信任并非毫无来由。事实上，黄丽萍在文
罗镇早已是远近闻名的致富能人，带领村民产业致富。

1993年，在海口打工的黄丽萍回到家乡，与丈夫一
起种植芒果，经过多年打拼，经济条件明显改善。富起来
的黄丽萍夫妇与6户农户联营，成立了芒果种植合作社，统
一管理，统一销售，让村民一起搭上脱贫致富的“快车”。

去年5月底，作为五星村致富带头人的黄丽萍，以
高票当选文罗镇史上首位女村委会主任。“肩上的担子
很重，压力很大，生怕工作做不好让信任自己的党组织
和乡亲失望。”她坦言。

据文罗镇镇委书记黄小波透露，过去的五星村“两
委”执行力差，在贫困户核定和环境卫生整治等工作中
存在不同程度的相互推诿现象，大部分工作的效率在
镇里排名末尾，这就是上任时黄丽萍面前的五星村。

短暂的犹豫很快被这个能干的“女汉子”抛到脑
后。仅上任20天，黄丽萍就成功把11户村民的17亩
撂荒地整合成莲雾基地，村民们交口称赞：“过去一直
是有人说没人做，黄书记真是下了狠功夫，光是上门做
思想工作都不知道去了多少次。”

同样的劲头被黄丽萍用到了其他工作上：原来的干
部队伍作风涣散，黄丽萍扎实推进党建工作，规范“三会
一课”等党内组织生活，推进“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常态
化制度化，以实际行动带头立行立改。 下转A04版▶

党的十九大代表、陵水文罗镇五星村
党总支书记兼村委会主任黄丽萍：

“二次创业”的农村女强人

本报讯（记者宗兆宣 通讯员李
隆华 黄洛歆）“我们以前是河北省的
企业，来到海南省政务服务中心工商
登记窗口递交材料注册公司，没想到
刚过3天就领到了‘多证合一’的营
业执照，办事效率太高了！”日前在接
受记者采访时，海南中天投资股份有
限公司董事长助理张立勇感慨道。

海南中天投资股份有限公司的
营业执照是我省发放的首张“多证合
一、一照一码”营业执照。从9月30
日开始，全省各地企业只需准备一套
材料、一份表格，到工商登记窗口办

理，不超过3天即可领到“多证合一”
的营业执照。

记者用手机扫描海南中天投资股
份有限公司营业执照左下角的二维
码，不但公司的详细信息一目了然，而
且还清楚标明了公司的营业执照为“7
证合一”。具体为：工商部门的营业执
照、质监部门的组织机构代码证、地税
部门的税务登记证、人力社保部门的
社会保险登记证、统计部门的统计登
记证、公安部门的公章刻制备案、商务
部门的对外贸易经营者备案登记，这
家公司原来需要到7个部门办理这7

个证照，现在全部整合到一张营业执
照，大大节约了企业的时间和成本。

省政府办公厅近日公布的《关于
加快推进“多证合一、一照一码”登记
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明确了海南省
第一批整合涉企证照事项共20项，
涉及12个部门。原来多部门分别办
理的对外贸易经营者备案登记、国际
货运代理企业备案等20项涉企证照
事项纳入被整合证照目录中，由工商
行政管理部门核发加载法人和其他
组织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的营业执照，
被整合证照原则上不再另行发放。

我省实施“多证合一、一照一码”登记制度改革

不超3天可领“多证合一”营业执照

本报海口10月6日讯（记者孙
慧 通讯员邹小和）据省气象部门预
报，受低空偏东急流影响，10月6日至
8日期间，我省仍持续有强降雨。10
月6日，省委书记刘赐贵对当前防御强
降雨工作作出批示，要求加强分析精
准预报，全省加强值守，防字当头。

省防汛防风防旱总指挥部6日
下午召开全省防御强降雨视频会议，

传达刘赐贵批示精神，安排部署各项
防御工作。

会议指出，本次强降雨具有持续
时间长、过程变数大、游客集中区域
降水量大等特点，且历史同期降雨致
灾频率高。现在正值节假日期间，来
琼游客较多，各市县、各部门要按照
刘赐贵批示要求，扎实做好防范工
作。气象、旅游、水务、国土等部门要

加强分析研判和会商，密切监视雨情
变化，及时发布预警信息，科学有序
地做好防御部署，全面落实防汛工作
责任制。

会议要求，此次防御工作要突出
重点，以游客为中心做好防汛服务保
障工作。从六方面做好防御工作：一
是抓好旅游安全防范，保障游客安
全。二是加强交通疏导管理，保障游

客返程顺畅安全。三是做好城市防
洪排涝，维护节日正常秩序。四是做
好人员转移准备，确保群众安全。五
是强化水库科学调度，确保安全度
汛。六是强化部门协调配合，形成防
汛保障合力。

会议强调，各市县、各部门要履职
尽责，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制，特别是
领导带班值班，加强值守，确保防汛防

风政令畅通。要对事项落实情况进行
跟踪、督导、抽查。重点跟踪检查各景
区景点的旅游安全措施落实情况，尤
其要加大对涉水、涉山、涉林等重点旅
游项目防控。密切关注水库、河流的
水汛变化，加大水库巡查力度，确保值
班人员要到位在岗。

副省长、省防总总指挥何西庆出
席会议并讲话。

刘赐贵对当前防御强降雨工作作出批示

加强分析精准预报 全省加强值守 防字当头

本报海口10月6日讯（记者陈
奕霖）“昔日废矿坑，明年将是一座
崭新的大型主题乐园，作为见证者、
亲历者，我感到骄傲。”日前，站在海
口一块忙碌的建筑工地前，长影海
南文化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副总
经理夏长亮兴奋地对记者说。

这块正在发生巨变的工地位于
海口市南海大道以南、椰海大道以
北、疏港公路以东、长滨路延长线以
西，面积6191亩，正是海南省重点
项目长影海南“环球100”项目所在
地。装饰外立面、建设景观园林、铺

设管道及道路、安装调试设备……
日前，走进项目施工现场，只见施工
人员身影忙碌、分工有序，一派热火
朝天的热闹景象。

自2015年 11月开工以来，经
过23个月的紧张施工，主题乐园各
区域建筑主体落成，规模初显。砖
红、翠绿、湖蓝，在主题乐园荷兰区，
一幢幢充满异域风情的房屋“穿上
新装”，五彩斑斓；一旁的中国区，两
座约150米高的“楼兰塔”拔地而
起，雄伟壮观，仿照古船外观建造的

“探险船”展现着“郑和下西洋”的风

采；以“抽象钢琴键盘”为设计理念
的园区大门接近完工……

目前，园区81栋建筑主体结构
及砌筑、抹灰、屋面工程、水电暖预
埋等工作已全部完成，4台大型娱乐
设备已安装完毕，14条市政代建道
路已全部开工。主题乐园部分区域
预计在春节前试运行，明年正式开
园迎客。

据悉，2009年落户海南后，长影
海南“环球100”项目不仅是海南投
资最大、规模最大的电影文化产业项
目，同时也是一个庞大的生态修复项

目。整个项目6000余亩土地上原是
当年172家工矿企业施工采挖后遗
留的矿坑群落，最深的矿坑有40米。

“我们一方面对矿坑进行土方回
填，另一方面对矿坑地形加以利用，
因势利导做规划，进行生态修复。”夏
长亮说，曾经的采石场废矿坑已成为
土地平整、遍布绿植的生态园区。

“项目计划投资380亿元，现已
完成投资110亿元，开园前还需再
投入80亿元。”夏长亮透露，2017年
以来，该项目已完成投资29.35亿
元，占全年投资计划的61.15%。

长影“环球100”主题乐园明年开园

昔日废矿坑 今日变热土

本报石碌10月 6日电 （记者
刘笑非 通讯员杨耀科）“漫步在海
滩上，我们可是带着‘任务’来的！”
10月6日一早，上海游客于浪走在
昌江黎族自治县海尾湿地公园的
海岸线上，手中塑料袋装着的不是
捡到的贝壳，而是一路走来拾起的
垃圾。

这是于浪和海尾湿地公园之间
的一个默契。

这片植被覆盖度大于30%的沼
泽和滨海湿地，是海南保护较好的
湿地之一。

“海岸漫游、林中散步、塘边垂
钓，吃的是新鲜食材、住的是林中小
屋，这才是‘生态旅游’的样子嘛！”
于浪感叹说，招待自己的不像是景
区，而像是原始的大自然。

规划面积 4448 亩的湿地公
园，在海尾镇的石港塘边形成了
一个相对独立的生态系统，经此
前野外调查与分类鉴定分析和统
计，湿地内共有 79 科 255 个物
种。自然植被和人工植被融为一
体，水生植物和陆地森林相辅相
成，除两栖动物和爬行动物外，69
种鸟类还形成了水天之间最美丽
的风景。

“很多不了解湿地公园的人，都

说咱们这儿‘冷清’，殊不知这就是
最大的卖点呢！”海尾湿地公园运营
管理负责人陈琪笑道，这里卖的不
是客房而是生态，景区的人流量一
直在严格控制。

在人气收入和生态保护之间，

海尾湿地公园选择了后者，甚至在
景区建设之初，运营方不仅没砍一
棵树，还种下植被，补齐了森林的空
白。“从开放之初要求员工到海滩上
做清洁，到后来和游客形成‘带走垃
圾，留下生态’的默契。”陈琪说，这

种人与自然间的别样互动，受到越
来越多游客的欢迎。

未来，海尾湿地公园还在探索
“众筹”的模式，通过各种形式，让游
客真正融入到景区中去，形成人在
景中的湿地风景画。

昌江海尾湿地公园不重人气重生态，游客与自然和谐互动

这个景区，卖点是“冷清”

本报海口10月6日讯（记者叶
媛媛 通讯员许嘉 王天巍 郭冬艳）
记者今日从省气象台了解到，受低
空偏东急流影响，10月 5日-6日，
我省北部和东部地区普降大到暴
雨，局地出现了大暴雨，预计此次强
降水过程还将持续到 8日。另外，
10月 9日-10 日，南海中部海域有
热带扰动发展，预计我省仍将维持
较强降水，省气象局今日 8时继续
发布暴雨四级预警。

我省强降水过程
仍将持续

本报海口10月6日讯（记者计思佳）“大姐，车
还没到，外面雨太大了，你们进来坐坐吧！”今天15
时，在海口新海港志愿服务驿站外，来自贵州的蒲秀
美和她的6个姐妹问完路后，被热情的志愿者邀请到
驿站里避雨。

“细节处更能体现温情。”志愿者符德优说，国庆中
秋长假期间进出新海港的旅客明显增多，服务驿站每
天为70多名游客提供充电、咨询路线、协助办理临时
身份证等服务。

在海口港，来自广东的秦先生和老伴在“红马甲”
的帮助下，在自动售票机上买了票。“志愿者看我们年
纪大，不会操作，就主动过来帮我们。”秦先生说，候车
站干净整洁，配备了热茶水，增加了移动公厕，“海南的
旅游服务非常周到。”

“为应对长假返程高峰，我们每天组织300名志
愿者驻扎在车站、港口，提供免费咨询、交通疏导等
志愿服务。”共青团海口市委相关负责人介绍。

海口
300名志愿者
“驻扎”车站服务游客

10月5日，昌江海尾湿地公园，游客在欣赏
原汁原味的自然美景。 本报记者 李英挺 摄

本报海口10月 6日讯 （记者
赵优 通讯员谢琛）今天是国庆中
秋假期的第六天，全省各地虽有阵
雨，但天气凉爽，适宜出行。6日
当天，全省进港84058人次，同比
增长16.3%。

美食成为我省国庆中秋假期
揽客的一大利器。海口通过组织
举办各种节庆活动，进一步丰富
了市民游客文化生活，塑造了海
口特色旅游新品牌。海口万人海
鲜广场受到广大游客喜爱，每天

接待顾客近 2万人。位于三亚的
三亚湾红树林度假世界举办首届
大闸蟹美食文化节，当地居民和
游客可到现场尽情体验全国乃至
世界各地的美食小吃，享受肥美
的大闸蟹。

保亭以生态体验、农家美食为
代表的乡村休闲游吸引了大批游客
前来观赏田园风光、采摘瓜果和品
尝农家美味。万宁兴隆咖啡、胡椒
及椰香饼、香草兰系列等万宁土特
产备受游客青睐。

海南美食游乡村游热闹迎客
导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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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保城10月6日电（记者贾磊 通讯员童国强
潘达强）今天，在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槟榔谷黎苗文化
旅游区景区观光车站，游客们自觉地排起十几米的“长
龙”，在景区工作人员的引导下，依次安全有序乘车。

“今年有序排队、文明乘车的景象，与往年形成了
鲜明的对比。”景区车辆服务部负责人介绍，以往最担
心的就是游客乘车问题，而今年槟榔谷景区在节前对
观光车站台进行改造，对站台内部重新装修，增加了吊
扇、液晶电视和观赏性壁画；设立水吧、特色美食店等
服务设施，清爽舒适的候车环境让游客心情舒畅。

保亭
景区改善服务引导文明旅游

本报讯 10月5日起强降雨袭击
海南多地，我省多个市县积极应对，提
前部署，全力防范强降雨可能造成的
城市内涝等险情。

文昌市三防办对全市88座水库
值守巡查情况进行检查，要求所有水
库管理人员全部在岗；同时对蓄水水
位较高的竹包、天鹅岭、赤纸水库进行
提前预泄，腾出库容纳洪。文昌还提
前做好居住在危房、工棚、低洼地区、
地质灾害易发区人员安全转移的准备
工作，确保人民生命财产安全。

万宁市相关部门深入各旅游企业
及东山岭、兴隆热带植物园等景区进
行防汛工作检查督导，并召开会议部
署防范强降雨工作，要求各乡镇做好水
库巡查、内涝排查等工作。截至10月6
日14时，该市一共转移群众2413人，其
中危房住户95人、低洼易涝处住户
2159人、地质灾害易发区住户159人。

琼海市相关部门安排10台水车，
6台洗扫车，5台平板车，50名清洁工
待命，做好城市防洪排涝准备。截至
10月6日12时30分，琼海市共转移
群众87人。

10月5日，定安县相关部门组成联
合工作小组，冒雨来到文笔峰旅游景
区、乡村理想农家乐等地，开展强化旅
游安全管理工作。工作小组要求，各
镇和县“三防”指挥部成员单位要高度
重视，切实做好强降水防范工作。

10月5日开始，陵水黎族自治县
县城内的排雨架、排水网全部打开。
城管部门在容易出现积水的中心市场
门口等路段，做好清淤排堵工作。交
警部门加大警力投入，在各高速路口、
国道出入口、人流量较大路段巡逻管
控，确保出入城道路安全通畅。

（综合本报记者来稿）

我省多市县积极应对
强降雨天气

央视迎接十九大特别节目
《还看今朝》播出海南篇

“海陆空”展现
海南发展亮点

东部地区：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
北部和中部地区：中到大雨、局地暴雨
西部和南部地区：小到中雨

北部、东部、中部和南部地区：
中到大雨、局地暴雨

西部地区：小到中雨

南海中部海域有热带扰动发展
海南仍将维持较强降水

制图/陈海冰

8日

9日-10日

7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