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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深入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
关于印发〈法治政府建设实施纲要
（2015-2020年）〉的通知》要求，省政府
对省政府规章进行了全面清理。经过清
理，决定废止下列20件规章：

一、《海南省公共场所消防安全管理
规定》（1995年8月1日海南省人民政府
令第70号发布1997年10月8日海南省
人民政府令第106号修改2010年 8月
29日海南省人民政府令第230号修改）

二、《海南省事业单位登记管理办
法》（2001年4月16日海南省人民政府
令第142号发布2004年2月26日海南
省人民政府令第171号修改2010年8月
29日海南省人民政府令第230号修改）

三、《海南经济特区企业法定代表人
离任审计规定》（1998年9月9日海南省
人民政府令第116号发布2010年 8月

29日海南省人民政府令第230号修改）
四、《海南经济特区企业审计规定》

（1996年8月5日海南省人民政府令第
93号发布2010年8月29日海南省人民
政府令第230号修改）

五、《海南省各级预算执行情况审计
监督办法》（1996年8月5日海南省人民
政府令第94号发布2010年8月29日海
南省人民政府令第230号修改）

六、《海南省审计结论办理规定》
（2000年7月14日海南省人民政府令第
138号发布）

七、《海南省重点建设项目审计规
定》（2000年1月10日海南省人民政府
令第133号发布2004年2月26日海南
省人民政府令第171号修改2008年2月
3日海南省人民政府令第 211 号修改
2010年8月29日海南省人民政府令第

230号修改）
八、《海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建立旅游

市场监督管理长效机制的若干规定》
（2006年5月30日海南省人民政府令第
202号公布）

九、《海南省工程场地地震安全性评
价管理办法》（1996年12月22日海南省
人民政府令第98号发布2004年2月26

日海南省人民政府令第171号修改）
十、《海南省渡口渡船管理规定》

（1997年1月9日海南省人民政府令第
99号发布2004年2月26日海南省人民
政府令第171号修改2010年8月29日
海南省人民政府令第230号修改）

十一、《海南省非税收入管理办法》
（2006年5月12日海南省人民政府令第

200号公布）
十二、《海南省劳动就业管理规定》

（1998年7月18日海南省人民政府令第
115号发布2004年2月26日海南省人
民政府令第171号修改）

十三、《海南经济特区组织机构代码
管理办法》（1998年5月6日海南省人民政
府令第112号发布2008年2月3日海南
省人民政府令第211号修改2010年8月
29日海南省人民政府令第230号修改）

十四、《海南省饲料和饲料添加剂管
理办法》（2003年8月22日海南省人民
政府令第168号公布2004年2月26日
海南省人民政府令第171号修改）

十五、《海南省海口保税区管理办
法》（1993年2月24日海南省人民政府
发布2004年2月26日海南省人民政府
令第171号修改）

十六、《海南省人民政府关于〈海南
省建设工程招标投标管理办法〉的补充
通知》（1989年8月11日海南省人民政
府发布）

十七、《琼州海峡轮渡运输安全管理
规定》（1996年1月23日海南省人民政
府令第84号发布）

十八、《海南省地质勘查管理暂行规
定》（1993年6月20日海南省人民政府
办公厅印发）

十九、《海南省粮食收购许可管理若
干规定》（2006年7月4日海南省人民政
府令第204号公布）

二十、《海南省城镇污水处理费征收
使用管理办法》（2008年7月11日海南省
人民政府令第214号公布2008年12月
19日海南省人民政府令第221号修改）

本决定自公布之日起生效。

海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废止
《海南省公共场所消防安全管理规定》等20件规章的决定

海南省人民政府令
第274号

《海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废止〈海南省公共场所消防安全管理规定〉等20件
规章的决定》已经2017年11月8日六届海南省人民政府第94次常务会议审议
通过，现予公布，自公布之日起生效。

省长 沈晓明
2017年11月13日

本报上海11月27日电（记者程
范淦 通讯员宋祥达）“澄迈空气新鲜、
干净整洁，我们采摘蜜柚、品尝咖啡，
再到美榔村游览，太美好了！”今天，在
上海举办2017旅游冬季瓜菜及长寿品
牌推介活动的现场，刚从海南旅游归
来的上海市民倪健梨女士兴奋地说。

今天上午，上海富建酒店近2000
平方米的会议厅里高朋满座，气氛热
烈。“富硒福地，长寿澄迈”2017海南
省澄迈县旅游冬季瓜菜及长寿品牌推
介活动在这里举行。

据了解，本次推介活动以“世界长
寿之乡、世界富硒福地、中国绿色名县”
三大名片为主题，除了开展澄迈形象、
旅游、农业、长寿品牌等现场推介外，还
召开座谈会和考察农贸市场，并组织瓜
菜运销商与客户互动沟通，促销地旅行
社战略合作及招商项目签约等。

今天下午，澄迈代表团参观了上
海西郊国际农产品交易中心以及盒马
鲜生等，并分别与他们签署合作协
议。澄迈县也成为我省首个与盒马鲜
生开展合作的市县。

澄迈赴沪推介
旅游、冬季瓜菜
及长寿品牌

本报海口 11月 27 日讯 （记者王玉洁 实
习生王茹仪）“今年前三季度海南省共申请专
利3143件，其中三沙市有效发明达到7件、申
请专利 9件，利用 5 年时间摘掉了专利申请、
有效发明专利的两顶‘零’帽子。”这是记者
今天从 2017 年第十一届中国专利周海南活
动周暨知识产权展览会活动启动仪式上获
悉的。

据统计，今年前三季度我省共申请专利
3143件，同比增长15.7%，其中发明专利申请量
为1058件，同比增长10.3%，实用新型专利申请
量为1579件，同比增长18%，外观设计专利申请
量为506件，同比增长20.8%。目前全省各市县
区、园区、科研院所、大专院校、企业等专利申请
量已经消零。

省科技厅副厅长、省知识产权局局长朱
东海介绍，今年以来，海南大力实施知识产权
战略，推进知识产权强省建设工作，全年资助
知识产权项目 984 项，资助、补助和奖励经费
共计 1658.1 万元，有效促进了专利申请数量
和质量提升。

记者了解到，省科技厅、省知识产权局决定
组织开展2017年海南省专利奖申报评选工作，
评选工作将于今年12月进行。

活动周期间，省科技厅、省知识产权局还将
组织专利事务培训班、知识产权进校园活动、知
识产权保护讲座以及知识产权优势企业评选等
系列活动，旨在充分激发全社会创新活力，提升
企业知识产权运用能力和综合效益。

省政协副主席、科技厅厅长史贻云出席
活动。

中国专利周海南活动周暨知识产权
展览会活动启动

我省前三季度
申请专利3143件

关注2017中国（海南）美丽乡村发展大会
美丽乡村礼赞

省政府日前研究决定，废止29
件规范性文件。

废止“放管服”改革涉及的规范
性文件分别为：

《海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海
南省建设用地供应年度计划管理规
定〉的通知》（琼府〔2004〕20号）

《海南省人民政府印发凭营业执
照申办行政许可的项目的通知》（琼
府〔2005〕64号）

《海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海
南省发展应用新型墙体材料管理规
定〉的通知》（琼府〔2006〕29号）

《海南省人民政府关于规范企业
参与土地成片开发的通知》（琼府

〔2006〕34号）
《海南省人民政府关于推进水价

改革促进节约用水保护水资源的实
施意见》（琼府〔2006〕61号）

《海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
发海南省水土保持设施补偿费水土
流失防治费征收管理暂行办法的通
知》（琼府办〔2006〕61号）

《海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转发省
审计厅省监察厅关于加强利用国家

开发银行贷款项目监督检查意见的
通知》（琼府办〔2006〕64号）

《海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海
南省新型墙体材料专项基金征收和
使 用 管 理 办 法〉的 通 知》（琼 府

〔2006〕65号）
《海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

发海南省打击传销专项行动实施方
案的通知》（琼府办〔2006〕83号）

《海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做
好市县原住房公积金管理机构移交
工作的通知》（琼府办〔2006〕97号）

《海南省人民政府贯彻落实国务
院关于大力发展职业教育决定的意
见》（琼府〔2007〕5号）

《海南省人民政府关于促进房地
产业持续稳定健康发展的意见》（琼
府〔2008〕74号）

《海南省人民政府关于集中规范
开展招标投标活动的通知》（琼府

〔2008〕85号）
《海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成

立海南省招标投标工作领导小组的
通知》（琼府办〔2009〕19号）

《海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编

制海南省行政审批事项目录的通知》
（琼府办〔2011〕167号）

《海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
发海南省加快常年蔬菜生产流通考
核评价试行办法的通知》（琼府办

〔2011〕173号）
《海南省人民政府关于清理规范

政府回购（BT）项目建设管理的通
知》（琼府〔2013〕38号）

《海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
发海南省行政审批事项目录管理办
法的通知》（琼府办〔2014〕13号）

废止的生态文明建设和环境保
护相关的规范性文件分别为：

《海南省人民政府关于消除白色
污染的决定》（琼府〔2000〕16号）

《海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强全省
城镇园林绿化建设的通知》（琼府

〔2001〕52号）
《海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海南

省建设节约型社会近期重点工作实
施方案的通知》（琼府〔2006〕42号）

《海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海南
省新型墙体材料专项基金征收和使用
管理办法的通知》（琼府〔2006〕65号）

《海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
发海南省水土保持设施补偿费水土
流失防治费征收管理暂行办法的通
知》（琼府办〔2006〕61号）

《海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开展“椰
岛杯”城镇环境综合整治工作推进城
镇化又好又快发展的通知》（琼府

〔2007〕76号）
《海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

实施海南省“十一五”城镇生活垃圾
处 理 总 体 计 划 的 通 知》（琼 府 办

〔2007〕134号）
《海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

发“十一五”水泥工业产业结构调整实
施方案的通知》（琼府办〔2008〕13号）

《海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转发省建
设厅省发展和改革委省财政厅关于海
南省城镇公用事业（照明）附加费收支
管理办法的通知》（琼府办〔2009〕45号）

《海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
发全省城市照明节能工作实施方案
的通知》（琼府办〔2010〕176号）

《海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加
强机动车污染防治工作的通知》（琼
府办〔2013〕59号） （宗兆宣 辑）

我省废止的29件规范性文件

■ 本报记者 孙婧

在三亚湾西南方的海面上，有一
座与繁华市区遥遥相望的西岛。岛上
一堵围墙，将渔村社区与景区相分隔。
到过这座小岛的游人，走进居民区，感
受过海岛生活的慢与暖后，将此处称为

“三亚的海上明珠”。如今这个小渔村，
正在酝酿着一场新变革。

11月21日，从陕西临潼来三亚度
蜜月的李静夫妇，日落时分坐着游船
上了岛。他们在网上预订了西岛唯一
的民宿“小康别苑”，老板小康开着三
轮车在码头迎接，一路向住地开去。
穿过景区东北角的一堵铁门围墙后，
就进入了西岛社区。走在海边小道
上，一面是大海，一面是珊瑚石围墙包
裹的一栋栋独立小楼，风景美极了！

在西岛的两天一夜，李静和丈夫
全程体验了岛民生活：早起欣赏海上
日出，然后到码头挑选渔民刚打回的
生猛海鲜，交给民宿的阿妈加工。饱
餐后又在小康的带领下，爬牛王岭、摘
椰子、抓螃蟹，晚上住在欧式风格的民
宿里。“作为上班族，需要的就是这样
的慢生活，希望旅游开发不要让居民
挪地，保留这种淳朴温暖的感觉。”李
静感慨道。

客人走了一批又来一批，小康
整天都很忙，但这忙碌对他来说是
快乐的。

作为岛上的“90后”新生代，小康
走出海岛见识过很多风景，也意识到
繁华都市中人们对慢生活的向往、对
体验式旅游的热爱。如今，小康别苑
成为西岛渔村第一个成功运营的民
宿，7间客房总不愁客源，小康的收入
也比以前打工时高了不少。

小康就地致富的故事，也让村民们
动心。顺应村民这股发展的内生需求，
三亚市委、市政府将西岛社区打造“美
丽渔村”纳入美丽乡村建设中。今年10
月，省委常委、三亚市委书记严朝君调
研西岛时提出，要用两到三年时间，把
西岛打造成标杆性的岛屿旅游景区，并
带动社区居民就地发展实现增收。

西岛明确发展方向：要实现景区和
美丽渔村的融合式发展。其中美丽渔
村建设，不搞大拆大建，要加快推进“五
网”基础设施建设和环境综合整治，改
善当地群众生产生活条件，在此基础
上，谋划发展民宿、餐饮、旅游工艺品销
售等产业。

“等了近20年的发展机遇终于
来了！”社区党总支部书记、居委会主
任黎庆学每天走访岛上各个在建工
地，忙着督现场、抓进度：杂乱的菜市
场，正被改造成特色集市；海边的荒
地，正被改造成社区广场；居民区道
路需要翻新、地下管线需要重新铺
设，还要再新增垃圾场、污水处理站、
公立幼儿园……“争取明年春节前建
成第一批民宿和客栈，带动居民原地
创业，让西岛美丽渔村建设有阶段性
成果！”黎庆学说。

“现在政府租我的房子15年，用来
发展旅游，房租、分红吃得久咧！”今年
50余岁的村民王身取，曾经靠打渔为

生，如今他的老屋正在被改造成美丽渔
村的样板工程——西岛文创馆。

不单是王身取一家在品尝着改变
的“甜”，从今年10月底开始，在新政策
的激励下，村里200间闲置房屋被天
涯区政府租下，将被改造成发展民宿、
文创、餐饮、特产集市等产业的基地。

而矗立在社区和景区之间的围墙，
也终将被拆掉。“西岛景区和社区都在
进行升级改造，我们会逐步把游客资源
输送到社区，引导当地居民一起吃上旅
游饭。”西岛旅游区副总经理李飞说。

跟随三亚发展美丽乡村的脚步，
西岛将以焕然一新的风貌呈现在世人
面前。 （本报三亚11月27日电）

推进基础设施建设 发展民宿吸引游客 实现景区和村庄融合式发展

三亚西岛社区打造美丽渔村

航拍三亚西岛。 本报记者 武威 摄

西岛是海南岛南端的主要离岛，
古称“西瑁洲”。最特别之地在于，西
岛的北部沙滩由珊瑚、贝壳、砂砾组
成，中部为草林坡地，为渔村社区所在
地，南部为峻峭丘陵，西岛自有居民至
今 400 多年，已有 1000 多户近 5000 人
居住于此。世代捕鱼为业。西岛渔村
老建筑的墙体，是由珊瑚礁堆砌而成，
极具琼南建筑特色。

本报海口11月27日讯（记者杨艺华 通讯
员张振豪 吴家锐）今天上午，海南金海浆纸业
有限公司向海口海关所属海口美兰机场海关申
报进口一批工业相机，货物从申报到放行仅用
时7分钟。

“这要受益于海关的汇总征税政策，我们向海
关提供银行总担保手续，在海关办理备案手续后，
就可以享受‘货到即放’的通关便利。”代理报关公
司报关员郭春影说。

据海口海关统计，今年1-10月，该关进口通
关时间13.75小时，比去年缩短34.1%；出口通关
时间0.45小时，比去年缩短23.7%，均快于全国平
均水平，提前实现了年内“通关时间压缩三分之
一”的目标。

据海口海关通关监管部门相关负责人介
绍，“通关时间压缩三分之一”是今年初海关总
署落实国务院提出的“放管服”改革，进一步降
低企业通关制度性成本、促进外贸稳增长的

“硬指标”。
今年以来，海口海关通过实施全国海关

通关一体化、推进“自报自缴”等系列业务改
革，实现企业可在任意一个海关完成申报、
缴税等手续，推动海关执法更加统一、规范、
高效；加大通关环节“瘦身”力度，巩固“双随
机”改革成果，从提升企业通关体验着手，不
断提高关检合作“三个一”、报关单“一次查
验”率和“非侵入式”查验比例等，减少企业
的奔波和等待，加快对低风险货物的放行速
度；优化汇总征税制度，引导企业采取担保
验放、汇总征税等模式申报，不断压缩通关
时间。

“我们航材现在的平均通关时间较去年缩短
了35%，极大地提高了我们公司航材的保障效
率，为航班的正点运行提供了重要支持。”海南
航空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在给海口海关的感谢函
中写道。

据悉，海口海关下一步将持续深化“一次申
报，分步处置”等海关通关领域重点改革，积极
研究引入数字地球、物联网、大数据等新技术，
推进精准监管、智能监管，以更大力度推动提升
我省口岸贸易便利化水平。

货到即放 快速通关
海口海关实现“通关时间
压缩三分之一”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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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王岭

西岛

三亚西岛位于三亚市区
以西8海里的三亚湾海面。
要前往西岛，需要从三亚湾
的肖旗港码头，乘坐西岛旅
游区的旅游客船，经过约20
分钟的航行就到达西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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