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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石化、水泥、制药、
制糖等13个行业企业
申请排污许可证的公告

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办公厅《控制
污染物排放许可制实施方案》（国办
发〔2016〕81号），自2018年1月1日
起，我省石化、水泥、制药（原料药制
造）、制糖、钢铁、平板玻璃、有色金
属、焦化、氮肥、印染、制革、电镀、农
药等13个行业的相关企业必须申请
获取全国统一编码的排污许可证，并
按照排污许可证载明要求进行管
理。逾期未申请获取排污许可证的，
视为无证排污。请我省上述尚未申
请获得全国统一编码排污许可证的
企业最迟于2017年11月20日前向
我厅提交排污许可证核发申请。

石化、水泥、制药、制糖等13个
行业排污许可证申请范围参见《固定
污染源排污许可分类管理名录（2017
年）》，申请程序、申请所需材料等具
体要求，请进入海南省生态环境保护
厅网站(www.hnsthb.gov.cn)办事
指南栏目中的污染物排放许可事项
进行查询。

咨询电话：0898-65236072。
海南省生态环境保护厅

2017年10月12日

■ 本报记者 刘贡 叶媛媛 曾毓慧

台风到哪了，打海口12345，话
务员会告诉你下载热线公众号，可看
到台风实时路径；

家里停水了，打海口12345，能够
弄清楚停水的原因，知道何时来水；

手镯掉路边下水道了，打海口

12345，有市政管理局排水所抢修员
帮忙找回；

高考期间堵在路上，打海口
12345，后台有人调度交警紧急疏导
交通；

……
海口12345政府服务热线，为何

能赢得市民群众的称赞？走进

12345指挥中心，墙上赫然印着12
个大字：听民声、集民智、察民情、解
民忧。围绕一个“民”字不断改进服
务，正是海口12345赢得市民认可的
秘诀所在。

目标在哪

一根“线”架起“桥”连着“心”
“热线能不能打得通，我们当场

检验一下。”话音未落，省委常委、海口
市委书记张琦已经拿出电话拨起
12345来，并开启了免提。很快，电话
那头传来了一名话务员礼貌的声音。

这是今年3月海口市委常委（扩
大）会上的一幕。去年底以来，海口
市委市政府大小会议上，有关12345
热线改革的情况，经常成为讨论的热
点，改革推进有什么困难、有哪些创
新等，四套班子领导和各职能部门、
各区一把手都能尽快知晓。但大家
说得最多的，还是一个理念——“千

万理由，不如一个解决”。
改革，首先要转变思想。海口一

开始就把12345热线作为解决民生
问题的重要举措。

“我们把群众打进来的热线分为
投诉、求助、咨询、建议、举报等类型，
循着这些方向改进工作，海口12345
就逐渐形成了3个平台，百姓的诉求
平台、社会的监督平台以及政府的服
务平台。”海口市政务中心常务副主
任吴秋云介绍，此外还有系统升级、
热线话务员能力提升、优化工作流程
等后台管理。

有两组数据，可以体现出热线改
革后的民心所向。

一是接话量不断增长。截至目
前，海口12345热线日均接话量从年
初的700多个增加到3400多个（最
高峰值达1.04万个），增长约4.9倍；
群众满意率从年初的 48%提高到
92%；12345微信公众号开通2个多

月，关注用户超过7.5万个。
另一个是信访形势明显变化。

海口大力推进12345热线改革后，今
年前 8 个月，信访总量共 3407 件
（人）次，与去年同比下降27%；重信
重访量共595件（人）次，与去年同比
下降34.6%。

“群众所需所盼就是改革的方
向，民生难点痛点就是改革的发力
点。”海口市政府秘书长邓立松表示。

顶层设计

91个部门联动 打通6大系统
今年 8 月 14 日上午，海口无

牌电动自行车恢复上牌首日，因
准备不充分，出现上牌现场拥挤、
车主排队中暑、商家关门逃避责任
等现象，12345接到市民打来的电
话激增。海口市委常委、常务副市
长顾刚紧急组织12345各部门联动
处置。 下转A03版▶

海口12345热线围绕一个“民”字不断改进服务

您的诉求，它总会及时回应
日前，第三方评估平台对全国334个城市12345热线上半年服务

质量进行监测，海口12345热线荣登“城市总体排行榜”和“最佳进步
榜”，前者共30个城市上榜，后者共37个城市入选。

城市热线由来已久，却没有“真正把热线办热起来”。短短半年多时
间，海口12345迅速提质，有问必有答，有诉求必有回应，在市民百姓中
的口碑不断攀升。究竟是什么力量推动了海口12345热线的改革？本
报今起推出“走进海口12345”系列报道，深入了解热线运作机制体制，
探索推动改革的深层次原因，同时也试图解读下一步深化改革的方向。

本报椰林10月11日电（记者李
艳玫 苏庆明 通讯员黄艳艳 魏爽）
10月11日下午，由中共海南省委宣
传部指导，陵水黎族自治县县委县
政府、海南广播电视总台主办的“建
设美好新海南·海南省喜迎党的十
九大胜利召开群众文艺演出”在陵
水举行。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肖

莺子出席本次活动。
本场文艺演出一共分为美画

卷、好生活、新航程3个篇章，它们
环环相扣、层层递进，从“美”“好”

“新”3个方面展现出海南的城乡美、
人文美，同时展望海南未来发展的
新面貌。

演出在歌舞表演《红旗颂》下拉

开序幕，随后《万泉河水清又清》《腾
飞的海南》《杨大懒脱贫》等情景歌
舞、小品和合唱表演节目相继上演。
演出还特别安排了红歌联唱及海南
民歌联唱环节，《闪闪红星》《咱们工
人有力量》《八月桂花遍地开》等一首
首红歌唱出群众对过去峥嵘岁月的
追忆，对党和祖国的赞颂。

据介绍，本场演出由省内外多
个艺术团体联合参与，其中不乏国
家一级演员、著名歌唱家。“本次活
动的一个鲜明特点是，群众是演出
的基调，90%的演员是普通群众，
他们在表演中展现出了自己的风
采。”本场演出的相关负责人张敏
介绍。

喜迎十九大群众文艺演出在陵水举行

唱出心声 展现新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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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口成为全国首批
“湾长制”试点城市

本报海口10月11日讯（记者计思佳）今天，《海南
省海口市“湾长制”试点工作方案》获国家海洋局批复
同意，这标志着海口正式成为全国首批“湾长制”试点
城市。

据了解，海口市“湾长制”试点将以改善海洋生态
环境质量、维护海洋生态安全、促进海湾可持续利用和
永续发展为目标，创新管理机制，解决海洋生态环境突
出问题，建立健全陆海统筹、河海兼顾、上下联动、协同
共治的海湾治理新制度。

根据海口制定的初步方案，2017年至2019年，在
全市建立“湾长制”工作机制，通过严格实施“湾长制”，
有效改善海洋环境质量，提升海洋生态服务功能，美化
海岸景观，强化海洋防灾减灾能力，引导建立适度有序
的海湾空间布局体系和绿色循环低碳的海洋产业布局
体系，严守海洋环境质量安全底线、生态功能保障基线
和海洋资源利用上线，打造“透绿见蓝、透光见海、透水
见鱼”湾美物丰、民乐宜居的蓝色海湾。

未来，海口将建立空间规划“一张图”，推进涉海相
关空间规划与海洋空间规划的协调一致，落实“多规合
一”。编制《海口市海岸带保护与利用规划》和《海口市
海洋产业发展规划》，修编《海口市海洋功能区划》等系
列规章制度，完善海湾空间资源利用规划体系，防控海
湾外来入侵物种等。

■ 本报记者 张期望
通讯员 王先伟

“哇，这么多海鲜，价格这么实
惠，还可以边赏海景边吃海鲜，真是
太爽了。”10月7日，在文昌清澜半
岛，开业不久的航天渔人码头海鲜
市场人头攒动，从贵州自驾来海南

游玩的25岁女孩陈思雨，兴奋得跳
了起来。

其实，今后除了在文昌航天渔
人码头可吃到美味实惠的海鲜外，
沿着附近的滨海旅游公路一路往
北，一个可容纳3万人的海鲜大广
场正在规划建设中，那里将有更多
美食、更多惊喜。根据规划，50公里

长的文昌滨海旅游公路，今后将串
起道路两侧的百里美食长廊、百里
美丽乡村，让游客尽享当地美食美
景。这是文昌依托滨海旅游公路构
建的发展新格局。

“每个镇都有享誉岛内外的美
食，但是之前一直没有开发出来，如
今打造百里美食长廊，就是要将这
些美食挖掘出来。”文昌市规划委相
关负责人郑声乐介绍。

根据“一廊、四区、多主题节点”
规划思路，文昌将通过“两桥一路”

（铺前大桥、清澜大桥、文昌滨海旅
游公路）交通廊道，建设4个美食片
区，打造分类型的多主题美食。4个
美食片区分别是：铺前的海洋美食
片区、罗豆农场草原美食片区、月亮
湾农家美食片区、龙楼及文城的多
元美食片区。4大美食片区涵盖了
8个美食节点，分别是：铺前镇、文城
镇、罗豆综合品牌美食节点；木兰
角、月亮湾、铜鼓岭、高隆湾旅游度
假区西式美食节点；特色村庄本土
美食节点。 下转A03版▶

依托滨海旅游公路构建发展新格局

文昌打造百里美食长廊及百里美丽乡村

琼海入选全国中小城市
综合实力百强县市

本报嘉积10月11日电（记者丁平 通讯员陈德
君）10月9日，中小城市经济发展委员会、中小城市发
展战略研究院、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展与环境研究所等
单位发布“2017年中国中小城市科学发展指数研究成
果”。其中，在2017年全国中小城市综合实力百强县
市（全国综合实力百强县市）榜单上，琼海位列第100
位，为我省唯一上榜市县。

据了解，该研究的评价对象界定为：县级市、县和
空间相对独立的市辖区，以及发展基础较好、具备“建
市”条件的镇。评价指标体系包括经济发展、社会进
步、环境友好和政府效率4个方面。

我省一会展单位
获国际会展协会认可

本报海口10月11日讯（记者杨
艺华）经过严格的项目资格评审和
考察，海花岛国际会议会展城日前
正式加入国际展览与项目协会（以
下简称 IAEE），成为我省首家 IAEE
会员单位。

IAEE成立于1928年，总部设于
美国达拉斯，拥有来自58个国家近
7000个人会员与1400组织会员，是目
前全球规模最大的会展行业协会之一。

据了解，2016年海花岛国际会议
会展城成功加入国际大会及会议协会
（ICCA）、国际奖励旅游管理者协会
（SITE），此次牵手IAEE标志着海花
岛国际会议会展城的规模硬件和专业
配套获得了又一国际著名会展协会的
认可。

恒大旅游集团相关负责人表示，
海花岛国际会议会展城将通过整合自
身资源，不断引入新合作、新模式，开
拓国际渠道，并借助IAEE优质的行业
资源和有效的国际渠道，进一步推动
海南会展业的国际合作和发展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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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懂海南 看我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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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省蝶类家族
增添新成员

被命名为“塔丽灰蝶海南亚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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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列述评之三

改革开放是发展海南的关键一招
蹄疾步稳

打造更具活力的体制机制

要勇于冲破思想观念的束缚和利益
固化的藩篱，在完善基本经济制度和深化
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行政管理体制改革、
行政审批制度改革、财税金融体制改革、
城乡发展一体化改革等方面取得更大进
展，为海南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习近平

先走一步
拓展更加开放的发展局面

海南对外开放基础较好，具有面
向东盟最前沿的区位优势，又是一个
独立的地理单元，应该在开放方面先
走一步，希望海南积极探索，实施更加
开放的投资、贸易、旅游等政策，为全
国发展开放型经济提供新鲜经验。

——习近平

“敢”字当头
勇做时代的弄潮儿

希望海南发扬经济特区敢
闯敢试、敢为人先的精神，在打
造更具活力的体制机制、拓展
更加开放的发展局面上走在全
国前列。

——习近平

(见A02版)

特朗普政府正式宣布

废除奥巴马政府
《清洁电力计划》

《海南省高速公路交通安全
管理办法》出台

跑海南高速，
这份攻略请收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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