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昌江联合整治超限超载行动中，
对非法改装加高车辆现场进行栏板
切割。 （昌江治超办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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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机构改革系列图解②
省农业农村厅44

将省农业厅的职责，以及省海洋与渔业厅的渔业管理职责，省发展和改革
委员会的农业投资项目、省财政厅的农业综合开发项目、省国土资源厅的农田
整治项目、省水务厅的农田水利建设项目等管理职责整合，组建省农业农村厅，
作为省政府组成部门。省委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省农业农村厅。

不再保留省农业厅。

省林业局55
将省林业厅的职责，以及省国土资源厅、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省水务厅、省农业

厅、省海洋与渔业厅等部门的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自然遗产、地质公园等管理职
责整合，组建省林业局，作为省政府直属机构，由省自然资源和规划厅统一管理。

不再保留省林业厅。

省商务厅66
将省海防与口岸办公室的口岸管理职责划入省商务厅，省商务厅加挂省口岸办

公室牌子。省商务厅增加探索内外贸易更加灵活的政策体系、监管模式和管理体制，
组织实施贸易便利化改革措施，协调推进国际贸易单一窗口建设等职责。

省政府办公厅不再保留省海防与ロ岸办公室牌子，其反走私职责划入省公安厅，
边海防管理职责划入省边海防委员会办公室。

省人大常委会关于我省电网基础设施建设情况的调研报告建议

以世界眼光国际标准规划建设电网基础设施体系

关注2018陵水第二届旅游购物狂欢节
本报椰林10月1日电（海报集团全

媒体中心记者李金波）在陵水黎族自治县
文化体育广场举行的2018陵水第二届旅
游购物狂欢节，10月 1日进入第三天。
在陵水特色产品综合馆里，集中了陵水当
地5家电商企业和县电子商务协会、县优
质特色产品推广协会的会员单位参展。
芒果、火龙果、榴莲蜜、南海海带、干贝等
丰富多样的陵水本土特色农副产品，吸引
了大批市民游客争相品尝、抢购。

“这种啤酒很好喝，醇香清爽，还带点
水果香味。买一杯送半杯，很实惠。”10
月1日傍晚，陵水椰林镇的陈先生带着
一家老小来逛展馆，来到陵水纯度精酿
啤酒展位前点了一杯啤酒，刚喝一口就
赞不绝口。

“从狂欢节开幕以来，每天都可以卖
出三四百杯啤酒，几乎天天营业到凌晨1
点左右。”陵水纯度精酿啤酒有限公司一
位现场工作人员向记者介绍，他们的啤酒
一直反响很好。活动这几天，留电话、要名
片、加微信的顾客络绎不绝。“这得益于陵
水的好水质！同时，我们选用德国进口麦
芽为原材料，加入陈皮，纯手工制作，不添
加任何防腐剂类材料。”该工作人员说。

据了解，陵水纯度精酿啤酒有限公司
于2017年9月成立，目前以散装售卖为

主，未来计划流水线包装加工并接受定
制，同时考虑将陵水特产水果也作为原料
加进去，探索不同的啤酒口味，打造出属
于陵水品牌的好口碑啤酒。

陵水自然资源丰富，矿产、热作、旅游
和海洋资源尤为得天独厚。这里光照充
足，全年无霜，四季常青，是中国少有的天
然温室，适宜热带作物和冬季瓜菜种植。
近年来，陵水充分发挥行业优势，积极挖
掘和包装一批网销商品，推动农村商贸流
通体系进一步升级转型，创新了利用电子
商务平台销往全国各地的销售方式。

“这次我们备足了货，并拿出八个单
品进行底价促销，其中最火热的是自带研
磨器的胡椒瓶，原价35元一瓶，狂欢节期
间仅售20元一瓶，为此吸引了大量市民
游客围抢，以每天销售300瓶以上的数量
递增。”在陵水特色产品综合馆，海南紫菁
庄园互联网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总负责人
王翠清指着展台上琳琅满目的产品向记
者介绍道。

“今天还吸引了一位天津客人，他表
示想以万为单位批发我们的胡椒瓶，并量
身定制瓶子。”王翠清说，胡椒是海南一大
特色产品，配上自带研磨器的瓶子，操作
方便又好储存且不易变质，非常有创意，

“目前正在给客人寄送样品并商量进一步

合作事宜。”
海南紫菁庄园互联网农业科技有限

公司成立于2016年12月，销售海南陵水
简单加工的特色农产品、海产品，致力于
解决农特产品销售渠道滞后闭塞的问题，
本着“原生态、纯绿色、健康食品”的理念
让陵水的产品能快速有效地送到消费者
手中，带领村民脱贫致富。

此次活动期间，陵水特色产品综合馆
展出的南海海带、海虾仁、小墨鱼、干贝
等，也都是客人钟爱的产品。“我们带来十
箱小墨鱼，目前卖得仅剩一箱了。很多客

人主动要求留下联系方式方便后续购
买。”王翠清说，活动中还遇见去年的老客
户，在更加深入的交流后确定了双方今年
的合作。

本届旅游购物狂欢节展览总面积达
2000平方米，分为陵水（电商）扶贫产品
展销馆、陵水特色产品综合馆、企业标注
区、特色美食展区、汽车家电馆、舞台互动
区等六大板块。据统计，9月29日-30日
两天时间，狂欢节的陵水特色美食展、陵
水企业标展以及外地小吃展位合计销售
额达近17万元。

陵水第二届旅游购物狂欢节嗨购第三天

本土特色农副产品销售火爆

本报海口 10 月 1 日讯 （记者
良子 通讯员张日忠）今天是国庆
假期第一天。东方、屯昌、文昌、昌
江、琼中等市县按照省治超办及省
安委办要求，在国庆期间继续组织
执法部门开展源头整治和路面联合
执法工作，对违法装载货车及源头
企业进行处罚，保持节假日治超高
压态势，确保道路交通安全，让民众
平安过节。

据了解，为有效防范和遏制国
庆期间非法超限超载运输行为，保障
道路交通安全，海南省治超办于9月
30日下发通知，要求各市县治超办
做好国庆期间治超工作，加大整治非
法超限超载运输行为。

通知要求，各市县治超办要根据
工作实际，合理安排假期各执法单位
值班人员，落实领导值班制度，交通
运管部门要加强源头管控，明确源头
管控值班人员，监督源头单位切实履
行安全主体责任，坚决遏制超限超载
货车驶出站场；公安交警和公路路政
加大对超限超载严重路段、交通繁忙
路段的巡查力度，保持节日路面联合
治超的高压态势；省治超办及省联合
执法机动队将结合情况开展明察暗
访和督查工作，发现不作为和乱作为
的单位，将进行通报和追责。

10月1日凌晨，东方市治超办联
合多个部门开展治超突击夜查行动，共
出动执法人员30余人次，排查各类大
型货车68辆，其中暂扣涉嫌超载货车
5辆。

10月1日上午，昌江黎族自治县
开展联合整治超限超载行动，共出动

交通、安监、公路分局、公安交警、农
机中心执法人员25名，执法车6辆，
分成路面检查组和源头巡查组。路
面检查组分别对叉河工业大道等重
点路段进行布控检查，源头巡查组对
该县8家重点货运源头企业进行抽
查。此次整治行动路面检查组共查
处超限超载车5辆，非法改装加高车2
辆，执法人员暂扣车辆并对非法改装
加高车辆现场进行栏板切割。

源头巡查组在对昌江鸿启混凝
土有限公司（叉河V2石场）、昌江鸿
启实业有限公司叉河水泥分公司巡
查过程中，通过检查过磅单发现两
家源头企业存在多起超限超载行
为，相关部门按照“一超四罚”的规
定对其开出罚单，并责令两家企业
进行整改。

10月1日，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
出动安监、交通、交警大队、公路等有
关职能部门负责人到牛营线蛇盘桥
工地及大桥就安全问题检查工作。

严打非法超限超载运输行为

国庆假期首日
我省多市县联合执法治超
交通安全
三年攻坚战进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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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李磊

根据省人大常委会2018年监督工作
计划安排，于9月30日召开的省六届人
大常委会第六次会议的联组会议就我省
电网建设重点问题开展专题询问。为做
好专题询问工作，省人大常委会此前组成
调研组，分赴海口、文昌、三亚等5市县调
研“十三五”以来全省电网建设的总体情
况，并形成了关于我省电网基础设施建设
情况的调研报告。

调研报告显示，近年来，我省推动电
网建设取得显著成效，全省电网结构得到
改善，城乡电网供电可靠性进一步提高。
调研报告建议，要全面梳理电网项目建设
中的问题，根据问题成因，采取针对性措
施，并以世界眼光、国际标准规划我省电
网基础设施体系，提高与海南自由贸易试
验区和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建设相适应
的电力保障水平。

电网基础设施面貌
和供电服务指标明显改观

报告显示，近年来，我省通过制定一
系列法规和规划，优化电网建设环境，各
有关部门和市县政府围绕电网三年行动
计划确定的目标任务，按照责任分工，积

极推动各项工作。
同时，我省加大投资力度，推动电网建

设加速。2018年7月，南方电网公司与省
政府签订战略合作协议，将“十三五”期间
海南电网规划总投资由232亿元调增至
280亿元，加快推进电网三年行动计划。

报告显示，“十三五”以来，海南电网
完成固定资产投资127.18亿元，已完成
计划投资的80.05%，电网供电保障能力
得到进一步提升。海南农村电网改造升
级成效显著，已完成全部246个中心村电
网改造升级和3835个贫困自然村通三相
动力电，约129万人直接受益。

电网三年行动计划开启了海南电网
基础设施发展的新篇章，形成了政企联动
携手共建的工作局面，电网基础设施面貌
和供电服务指标明显改观。

电网建设仍存在问题
建议列出问题清单进行整改

调研组在调查中仍发现我省电网建
设中存在的问题：政府主导、企业实施、社
会参与的机制尚不健全，电网安全运行仍
面临各种挑战，电源布局仍需优化，离满
足海南自由贸易试验区和中国特色自由
贸易港建设的需求还有一定差距。

针对这些问题，报告建议，我省要深

入推进电网基础设施建设行政审批改
革，整合优化电网基础设施项目审批流
程，将所有审批事项集中到一张清单告
知、一张表单申报、一个标准受理、一个
平台流转；进一步理清电网审批目录清
单，将所有部门审批事项进行整合，实行
办事要件和流程标准化，推动在全省实
现同一事项无差别受理；所有审批事项
集中到政务中心办理，受政务中心监控
监督，一次申报、一次告知办理，不让企
业多跑路。

报告还建议，进一步加大实施基础设
施承诺制改革力度，政府定标准、强监管，
企业作承诺、守信用。加强新增建设用地
规划管理，为基础设施项目落实林地、耕
地占补平衡做好预留，同时进一步完善全
省补充林地、耕地指标统筹调配机制，全
力打通项目推进中的“中梗阻”。

报告指出，要坚持以问题为导向，全
面梳理电网项目建设中存在的问题，特别
是小区用电安全隐患等突出问题，根据
问题成因采取针对性措施；要列出问题
清单，制定整改方案，将责任分解落实到
部门、市县并进一步落实到责任人，明确
限时解决时间节点；要加强对整改工作
的帮助指导和对问题整改情况的督查督
办力度，做到解决问题件件有反馈，事事
有着落。

建立与海南改革发展相适应
的能源供应与服务体系

报告提出，中央12号文件对电网基
础设施的规划建设提出了更高的标准。
因此，要紧紧围绕海南“一区一港”建设和

“三区一中心”战略定位，以世界眼光、国
际标准规划电网基础设施体系，建设规
模、服务水平适度超前，与海南自由贸易
试验区和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建设相适
应的能源供应与服务体系。

报告还建议，我省要建立稳定的财政
投入机制，合理安排财政投资，通过财政预
算内资金、政府性债务、设立电网产业发展
专项基金等形式，同时，要争取将我省纳入
国家有关电源、电网建设规划或改革试
点，争取中央财政资金支持，重点支持智
能电网、“数字海南电网”、电源多元发展
分散布局以及重大关键技术研发与推广
等领域，引导和鼓励社会资金投入。以城
乡一体化的标准支持城乡配电网建设，支
持推进农村电网建设改造升级，支持建立
贫困地区电力普遍服务监测评价体系，全
面解决农村供电瓶颈问题，大幅提升农村
电网保供电能力和供电质量，为我省实施
乡村振兴战略、打赢精准脱贫攻坚战创造
有利条件。 （本报海口10月1日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