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只跑一次”
工作制度

制图/陈海冰

本报海口4月26日讯（记者良
子 特约记者宋洪涛 通讯员陈炜森）
记者从海南省公安厅出入境管理局
了解到，根据国家移民管理局工作部
署，我省公安机关出入境管理部门决
定自5月1日起，实行办理护照等出

入境证件“只跑一次”制度，确保申请
人到出入境接待窗口一次即可完成
申办护照等出入境证件的全部手续。

据介绍，省公安厅出入境管理部
门实行办理护照等出入境证件“只跑
一次”制度，是为支持海南自由贸易

试验区和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建设，
进一步满足我省居民日益增长的出
入境需求，扛起建设美好新海南的责
任担当。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
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公民因私

出国出境旅游、探亲、商务等日趋频
繁。2017年，我省居民办理因私出
入境证件、签注达118万本次，同比
增长18.11％，广大群众对便利快捷
办理证照有了许多新需求。为此，我
省公安出入境管理部门根据国家移

民管理局工作部署，在全省推行办理
护照等出入境证件“只跑一次”制度，
旨在通过优化流程、简化手续、运用
新科技，提高办事办证效率，方便申
请人办事办证，不断提升服务管理水
平，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我省公安机关出台新政，5月1日起

办理出入境证件实现“只跑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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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巡视单位

澄迈县

昌江县

省洋浦经济 开发区

省洋浦控股 有限公司

三沙市

文昌市

琼海市

定安县

屯昌县

省民宗委

省供销社

省农业厅

省残联

省民政厅

省扶贫办

巡视时间

4月 21 日至
7月21日

4月 23 日至
7月23日

4月 26 日至
7月26日

4月 26 日至
7月26日

4月 21 日至
7月21日

4月 23 日至
7月23日

4月 23 日至
7月23日

4月 24 日至
7月24日

4月 24 日至
7月24日

4月 23 日至
7月23日

4月 23 日至
7月23日

4月 23 日至
7月23日

4月 23 日至
7月23日

4月 23 日至
7月23日

4月 23 日至
7月23日

联系电话

0898-36509078
18689763872

0898-26692297
17336932297

0898-28820332
18089892691

0898-28820332
18089892691

0898-68925265
19989655107
19989655105

0898-63383892
19989686299

0898-62932795
18889666267

0898-63828216
17776808189

0898-67811281
18907518113

0898-65327931
18189849882

0898-65327931
18189849882

0898-65337129
18907687109

0898-65337129
18907687109

0898-65337129
18976445011

0898-65337129
18976445011

邮政信箱

澄迈县邮政信箱88号
邮政编码：571900

昌江201801信箱
邮政编码：572700

洋浦1号专用信箱
邮政编码：578101

洋浦1号专用信箱
邮政编码：578101

海口市邮政411号信箱
邮政编码：570206

文昌市3901号专用信箱
邮政编码：571339

琼海市邮政信箱7305号
邮政编码：571400

定安县10-059信箱
邮政编码：571200

屯昌县98号邮箱
邮政编码：571600

海口市邮政412信箱
邮政编码：570204

海口市邮政412信箱
邮政编码：570204

海口市邮政413信箱
邮政编码：570203

海口市邮政413信箱
邮政编码：570203

海口市邮政410信箱
邮政编码：570204

海口市邮政410信箱
邮政编码：570204

联系信箱地址

澄迈县委大门东侧、县政府大门西侧、县政务服务中心一楼、县信访服务中心一
楼、金江等11个镇政府办公楼

昌江县昌江大道县机关办公楼1楼东侧县信访局大门外侧、昌江县昌江大道县机
关办公楼1楼西侧县行政服务中心大门外侧

洋浦大厦办公楼一楼
洋浦政务中心大楼一楼大门右侧

洋浦大厦办公楼一楼

三沙市永兴岛北京路1号行政办公大楼北门口、海口市南海大道80号三沙市临时
办公区1号楼门口和2号楼门口

文昌市文城镇惠民路112号市委办公大楼东副楼1楼、文昌市文城镇文清大道19
号市政府政务服务中心1楼

琼海市委市政府办公楼一楼门口左侧、琼海市行政服务中心一楼门口左侧、嘉积
镇政府办公楼一楼门口左侧

定安县定城镇见龙大道628号人才劳动力市场大楼县政务服务中心一楼大门南
侧、定城镇岳崧路32号县政府第二办公区大门东侧

屯昌县屯城镇昌盛三路180号县委办公大楼大门北侧、屯城镇昌盛北路257号县
政务服务中心大门南侧

海口市美兰区国兴大道9号政府办公大楼一楼西厅西门 、省政府政务服务中心
一楼大厅

海口市海府路49号老省委第二办公楼一楼、省政府政务服务中心一楼大厅

海口市海府路59号省政府海府办公区一楼电梯口处、省政府政务服务中心一楼
大厅

海口市海府路24号海汽大厦一楼大厅、省政府政务服务中心一楼大厅

海口市海府路59号省政府海府办公区一楼北门入口处、省政府政务服务中心一
楼大厅

海口市海府路59号省政府海府办公区一楼北门入口处、省政府政务服务中心一
楼大厅

接访地址

澄迈县金江镇金马西路县信访服务
中心一楼

昌江县石碌镇东风路老干部活动中
心办公楼一楼

洋浦经济开发区原第一小学办公区
一楼

洋浦经济开发区原第一小学办公区
一楼

海口市南海大道80号三沙市临时
办公区4号楼106室

文昌市文城镇文昌大道老年人活动
中心1楼（演艺会议中心后面）

琼海市委市政府办公楼外大门口左
侧接访室

定安县定城镇兴安大道1号县委县
政府行政办公大楼北附楼一楼岭口
厅

屯昌县屯城镇昌盛三路180号县委
办公大楼北附楼一楼

海口市海府路59号省政府海府办
公区一楼118室

海口市海府路59号省政府海府办
公区一楼118室

海口市海府路59号省政府海府办
公区一楼118室

海口市海府路59号省政府海府办
公区一楼118室

海口市海府路59号省政府海府办
公区一楼118室

海口市海府路59号省政府海府办
公区一楼118室

七届省委第三轮巡视进驻一览表

本报海口4月26日讯（记者尤
梦瑜 通讯员李冬青）五一、端午两节
将至，为进一步严明纪律和规矩，不断
巩固拓展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成
果，营造廉洁过节的良好氛围，日前，
省纪委对近期查处的5起违反中央八
项规定精神典型案例进行通报。

这5起典型案例分别是：
海口市委办公厅直属机关委员会

副书记、市委副秘书长罗浪违规使用
公务油卡问题。2012年8月至2017
年2月，罗浪先后104次违规使用市
委办公厅为其配备的公务油卡，为其
私家车、亲戚朋友车辆等非公务用车
加油，涉及金额共计2.84万元，并从
中套取现金约5000元。罗浪还存在
其他违纪问题。2017年12月，罗浪
受到党内严重警告、行政记过处分。
相关违纪款已收缴。

三亚市崖州区政府办公室主任邵
东方违规发放领取误餐补助问题。

2016年3月至7月，经邵东方审批，三
亚市崖州区政府办公室工作人员多次
在区政府食堂提供午餐、晚餐的情况
下，仍违规填报领取误餐补助共计
3650元，其中邵东方违规领取1350
元。2017年12月，邵东方受到党内
警告处分。相关违纪款已收缴。

万宁市后安镇石协小学原校长
吴崇光、原副校长兼报账员吴传武套
取财政资金设立“小金库”和违规发
放津补贴等问题。2016 年至 2017
年期间，吴崇光亲自或授意吴传武多
次通过虚开发票报销的方式，套取资
金2.9万元设立“小金库”，其中，吴崇
光个人开支2600元，发放春节补助
2800 元，其余用于学校日常开销。
2017年12月，吴崇光受到党内严重
警告、撤职处分，降低一个岗位等级
重新聘用；吴传武受到撤职处分，降
低一个岗位等级重新聘用。相关违
纪款已收缴。

琼海市潭门镇农业服务中心负责
人、农业科技110服务站站长唐林违
规发放津补贴问题。2016年12月，
经唐林同意，潭门镇农业服务中心违
规用专项经费给工作人员发放补助共
计8700元，其中唐林领取4000元。
2017年12月，唐林受到党内警告处
分。相关违纪款已收缴。

海口市美兰区大致坡镇热作场原
场长潘家劲违规公款旅游问题。
2013年至2016年，潘家劲四次用公
款报销其个人出国及省内旅游费用，
共计1.26万元。潘家劲还存在其他
违纪行为。2017年12月，潘家劲受
到开除党籍处分，并被免职。相关违
纪款已收缴。

通报指出，在正风肃纪的高压态
势下，少数党员干部置中央和省委三
令五申于不顾，仍然不收敛、不收手，
心存侥幸、顶风违纪，触碰纪律红线，
受到严肃处理。各级党组织、广大党

员干部要深刻汲取教训，举一反三，切
实引以为戒。

通报强调，党的十九大发出了作
风建设再出发的动员令、冲锋号。4
月1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海南
建省办经济特区30周年大会上再次
强调要持之以恒正风肃纪。全省各
级党组织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
到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决
策部署上来，认真落实好管党治党的
政治责任，在抓作风建设中体现“四
个意识”，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
发展。各级党员领导干部要主动把
自己摆进去，把职责摆进去，把工作
摆进去，从自身做起、以上率下；要严
格干部日常教育、管理和监督，对存
在的倾向性、苗头性问题早提醒、早
谈话，不断拧紧落实纠正“四风”的责
任链条，以永远在路上的恒心和韧
劲，推动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形成
自觉行动。

通报要求，全省各级纪检监察机
关要坚持高标准严要求，坚持越往后
执纪越严，把查处党的十九大后仍顶
风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的问题上升
到维护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的高度来
认识；要针对本地区本部门存在的突
出问题，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切实提
高监督执纪的能力和水平；要继续抓
住重要时间节点，五一、端午期间向社
会公布举报方式，多渠道受理群众反
映问题，紧盯违规发放津补贴或福利、
违规公款吃喝、违规接受管理服务对
象宴请、违规收送礼品礼金、公车私
用、公款旅游等节日期间易发多发问
题，组织开展明察暗访、随机抽查、专
项检查、交叉检查等多种方式加大监
督检查力度。对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
神和省委省政府三十三条实施细则搞
变通、打折扣等行为，以及顶风违纪、
隐形变异“四风”问题，坚持露头就打、
通报曝光。

省纪委通报五起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典型案例

广告

我市定于2018年4月28日在嘉积城区举办“奔跑海南”海南
建省办经济特区30周年环岛健跑文体活动，为确保活动期间交
通安全、有序、畅通，根据琼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室海府办[2018]41
号文件的通知要求，我局决定届时对嘉积城区部分道路实施交通
管制。现将有关事项通告如下：

一、管制时间：2018年4月28日7时至11时。
二、管制路段：万泉河路（万泉河路与善集路交叉路口至万泉

河路与人民路南堀小学交叉路口路段）。
三、管制要求
（一）交通管制期间，禁止一切车辆在管制路段通行及停放；

参加活动的工作车辆应服从交通警察的指挥，按照指定地点有序
停放。

（二）交通管制期间，在管制区域内居住的居民出行或需经管
制路段通行的一切车辆，应按照交通导流标志指示及交通警察指
挥绕行。

（三）交通管制期间，加龙线往万泉河路方向的4.5吨以上货
车绕行西外环路行驶，国道223线温泉往爱华西路方向的4.5吨
以上货车绕行人民路、豪华路行驶。

上述道路实施交通管制期间，请广大群众提前做好出行安
排，造成不便之处，敬请谅解。

特此通告

琼海市公安局
2018年4月26日

琼海市公安局关于“奔跑海南”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30周年环岛健跑（琼海站）活动交通管制的通告采购公告
采购方:海南铁路有限公司海口车务段

标的:2018年-2020年两年期海南环岛

高铁东段各车站、海口站等自营店用于销售

的预包装食品。

报名时间:2018年5月7日-5月9日

咨询电话:0898-31680866王小姐

关于海南地税网上申报系统暂停使用的
温馨提醒

尊敬的纳税人：
为更好地服务纳税人，我局将于2018年4月

28日18:00进行系统维护，预计2018年4月29日
18:00完成，期间海南省地方税务局网上申报系统
暂停使用，请广大纳税人周知。由此给您带来的不
便，敬请谅解！

海南省地方税务局
2018年4月25日

4 缩短异地办证时间，跨省异地申请出入境证件的审批
时限由30日缩短至20日

5 一张表单办理，一人同时申请多本证件只需交一张申
请表，取一个号，并可根据申请人需求同步寄送

6 “一网办理”，申请人可登陆微信公众号、互联网等移
动终端通过办证平台提前预申请、预约办理，方便申请人按预
约时间段到出入境接待窗口申办出入境证件手续；提供申请人
办理再次旅游类签注选择双向速递邮寄出入境证件服务

1 优化办理证照流程，将原来办理证照需要的制证照片采集、
指纹采集、申请材料提交、面见核查、证件缴费这些分散于不同时间
段、不同场所的各个环节集中在同一时间、同一场所办理

2 “绿色通道”办证，增加紧急办证事项范围，为紧急出国出境
参加会议和谈判、签订合同以及出国留学报到时间临近、行前证件遗
失损毁等情况的人员提供“说走就走”的加急办证服务

3 非工作日办证，海口、三亚等出入境管理部门将为“上班族”
办理证照提供周六、办证高峰以及节假日前延时、错峰受理申请服务

生态环境保护宣传园区行活动
首站走进海口国家高新区

本报海口4月26日讯（记者陈雪怡）今天，生
态环境保护宣传园区行宣讲暨海口国家高新区环保
信息发布会在海口市举行。会上，海口国家高新区
环保大数据管理系统正式上线。

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企业是主要参与者之一。
海口国家高新区是此次生态环境保护宣传园区行活
动的首站，活动为期3个月，将深入全省6类24个园
区宣讲环境保护知识和相关法律法规，引导园区和
企业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
念，增强企业和员工的环保意识，提高园区的环保监
管能力和水平。

此外，《海口国家高新区环保词典》和海口国家高
新区环保大数据管理系统也于当天发布上线。“系统
汇总了海口国家高新区200多家企业的环保信息，并
通过‘互联网+大数据’将这些信息全部整合在‘高新
区环保一张图’上呈现，我们可以更直观更精确地了
解掌握园区的工业结构性污染信息，以便更好地对园
区发展规划进行调整优化、对企业生产及排污等进行
引导监管。”海口国家高新区相关部门负责人说。

我省旅游促销团赴港
开展系列旅游促销活动

本报香港4月26日电（记者赵优）4月23日-
25日，省旅游委组织海口市旅游委、三亚市旅游委、
万宁市旅游委及三亚蜈支洲岛旅游区、鉴湖·蓝湾高
尔夫球会、海口鲁能希尔顿酒店等市县旅游部门及企
业赴港，联合上海市旅游局并配合文化和旅游部开展
系列旅游促销活动。

24日晚，由文化和旅游部组织，省旅游委牵头与
上海、天津、江苏、广东、广西、福建等海丝沿线省市区
共同举办“美丽中国·全域旅游”海丝休闲康养旅游产
品推介会，重点推介我省温泉、康养、特色小镇等休闲
度假旅游资源和产品。在港期间，我省旅游促销团还
参加了内地与香港旅行商交流洽谈会、“全域旅游·城
市印象”年轻上班族旅游产品专题推介会、2018沪鄂
琼两省一市联合推介暨“力量之声”组合旅游音乐会
等，当地旅行商对我省优质的旅游资源和丰富的旅游
产品印象深刻，期待深度体验海南。

此外，我省旅游促销团还拜访了香港中国旅行
社、南华早报，就59国人员入境旅游免签政策下如
何更好地开展免签政策宣传、旅游业务合作、旅游推
广营销等内容展开深入交流。“自5月1日起，我省
将实施59国人员入境旅游免签政策。我们应借助
香港国际大都市、国际游客集散地的优势，在香港围
绕59国免签政策开展规模化的宣传，以‘一程多站’
等形式与航空公司和香港及境外旅行社开展更加广
泛的合作。”省旅游委副主任周平表示。

香港旅游发展局总干事刘镇汉接受采访时表
示，海南拥有阳光沙滩、高档酒店等不同特色的优质
旅游资源，是非常具有竞争力的休闲度假旅游目的
地，海南与香港同是亚洲邮轮联盟成员，共同开发邮
轮航线、进行海外推广。“目前，旅游目的地之间的国
际竞争愈发激烈，希望琼港两地在未来的旅游宣传
推广中加强合作。”刘镇汉建议。

“海南即将实施59国人员入境旅游免签政策，
香港旅游业界也为之兴奋。”在香港旅游业议会主席
黄进达看来，琼港两地地缘相近，资源互补，旅游合
作日趋成熟，在免签新政下，香港旅游业界也希望寻
找到更多商机，“我们期待增加航班数量来保证旅游
产品的供给。”

双方旅游业界还就琼港市场旅游产品情况、优
化更新产品、开展宣传推广等方面沟通交流和意见
交换。

海口与国家海洋环境
监测中心签署战略协议

本报海口4月26日讯 （记者叶媛媛）今天上
午，海口市政府与国家海洋环境监测中心签署战略
合作框架协议，双方将在海湾保护管理、海洋生态建
设、海域使用与监督管理、科技合作与成果应用、人
才培养与合作交流机制5方面展开深入合作。

在海湾保护方面，双方将以海口市“湾长制”为
契机，展开深度合作。海口将为国家海洋环境监测
中心“湾长制”制度体系研究提供政策咨询、试点示
范等方面的支持。国家海洋环境监测中心在“湾长
制”制度设计、方案制定和调查、监测、规划、评估等
具体项目实施方面为海口提供技术支持。

在海洋生态建设方面，国家海洋环境监测中心
将为海洋环境保护规划、海洋功能区划、海岛保护规
划、生态红线规划等方面为海口提供技术支撑；在海
域使用方面，双方将在海域资源开发与保护规划、海
域使用监管技术、围填海监测核查等方面开展合作。

在科技合作与成果应用方面，国家海洋环境监
测中心将发挥自身学科与人才优势，在海口海域开
展项目申报和研究成果转化应用。此外，双方还将
为青年海洋人才和管理干部的成长锻炼搭建平台，
海口将选送年轻优秀的科技和管理人员到国家海洋
环境监测中心学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