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壮阔东方潮 奋进新时代——改革开放40年海南成就巡礼

省政务服务中心抓住转变职能“牛鼻子”

加大放权力度 提高审批效能

■ 本报记者 刘操

“我们的行政审批事
项从最多时的165个子
项缩减为目前的102个
子项，企业办理这些事项
可不用再四处奔波，只要
坐在家里，打开电脑，点
点鼠标，全部可以轻松搞
定。”坐在服务窗口前，省
药监局行政审批办公室
主任科员何家武对省政
务服务中心的变化如数
家珍。

2008年，省政务服
务中心成立伊始，何家武
就被安排在这里工作。
一眨眼10年，他说，自己
见证了海南省政务服务
中心从无到有，从小到
大，完善提升、树立形象
的发展历程，也欣喜地看
到快捷、便利的服务帮助
办事企业快速发展。

省政务服务中心成
立 10 年多来，把“放管
服”改革作为深化行政体
制改革、转变政府职能的
“牛鼻子”，加大放权力
度，提高审批效能。截至
2018年10月底，全省市
场 主 体 736961 户 ，
2018年 1-10月新增市
场主体117537户，同比
增长10.43%，发展内生
动力显著增强。

变审批为服务，这是省政务中
心工作理念的重要创新。成立伊
始，进驻省政务中心的各厅局审批
办，把为投资者服务、为群众服务，
作为工作的中心、审批的根本。

何家武说，以原省食药监局为
例，短短几年的时间，该局165项审
批事项进驻省政务服务中心，同时
将不需现场检查事项的审批权限
从业务处室转移给大厅窗口直接
办理部门，超过50%的办件量不需
要离开服务大厅在窗口就可以办
理完成了。

习近平总书记2013年在海南
视察时强调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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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委、省政府认真贯
彻落实习总书记的指示精神，把简
政放权作为我省深化“放管服”改
革的“先手棋”。

新一轮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在海

南迅速掀起高潮。据介绍，自2013
年-2017年，省政府共作出5批精
简审批事项决定，取消、下放、调整、
运用特区立法权停止实施审批事项
总计共1329项，相比2012年清理
前“瘦身”88.6%。

“我们在提高审批效率、提升管
理效能、增强服务效能上进行大胆
尝试。”何家武说，经过半年多的研
究、探索，2014年下半年，原省食药
监局启动“承诺审批制”审批模式改
革，缩短了企业办证的等待时间，所
有事项可即时可当场或当天办理，

审批实现了大“提速”。
前些年，社会诟病审批问题的

声音一直不绝于耳，群众办证难、审
批部门衙门作风、吃拿卡要、投资类
工程项目审批“万里长征图”等问题
频频曝光。在行政审批过程中，评
审评估等行政审批中介服务是重要
环节，存在耗时长、收费乱、垄断性
强等问题。省政务中心协调管理处
相关负责人介绍，经全面清理规范，
我省省级行政审批中介服务事项已
实行清单管理，“红顶中介”与政府
部门实现全部脱钩。

“放管服”改革不止步

对于企业而言，缩短审批时间
直接激发了企业的投资热情和市场
活力。

“一天完成企业注册，5个月实
现项目落地……”海南瑞达麦迪赛
尔国际医疗中心常务副总经理武向
东感慨道。

武向东经营的医疗机构是“六
个试行”极简审批改革第一批受益
企业之一。在他眼中，一个优质医
院从选址到建成起码需要3年时间

的惯例被打破了，两年前博鳌乐城
还是一大片荒地，现在一大批国际
先进医疗机构迅速落户，并在最短
时间内完成项目建设投产。

基于省域“多规合一”改革，
我省从 2015 年起在海南生态软
件园、博鳌乐城国际医疗旅游先
行区、海口美安科技新城起步区
推行“极简审批”试点，最大限度
简化行政审批，激活了改革发展
新动能。

为更贴心地服务企业群众，省
政务服务中心对窗口审批人员实行
了严格的管理。“我们每天上下班是
指纹打卡，整个办事大厅100多个
摄像头无死角地监控着我们的服务
过程，所有审批事项的办事流程我
们都必须牢记于心。”何家武说，虽
然已在中心工作了10年，但对自己
的要求丝毫不能放松，因为这里政
务窗口代表了政府的形象。

多一声主动问询，化解一分焦

虑心绪，减少一分困惑烦恼——这
是何家武给自己制定的工作标准。

“我们希望给群众、企业带来便利，
让他们觉得政府在支持他们创业，
支持他们发展事业，让他们没有后
顾之优。”何家武说。

在省政务服务中心采访过程
中，许多企业负责人表示，海南自贸
试验区和中国特色自贸港建设的机
遇红利，以及海南营商环境的提升，
让他们在海南投资更加有信心。

解企业办事之忧

技术手段的创新也给办事群众
带来了方便。吴梓铭是中国石化海
南石油分公司的工作人员，负责为全
省300多家中石化加油站办理危险
化学品经营许可证延期换证的工
作。从去年7月10日开始，他的工
作量发生巨大变化。“以前几乎每个
星期都要往返省政务服务中心好多
次，现在坐在办公室就可以网上办理
业务了。”

省政务服务中心相关负责人表
示，我省在实现全省“一张审批网”
覆盖100%市县乡镇、村的基础上，

逐步向产业园区延伸，实现网上审
批和服务全域覆盖；扩展网上办事
大厅功能，提升智能化水平，增强用
户体验，促进网上办事更加“便捷
化、个性化、精准化”。

2017年初，省委、省政府作出
了加快“放管服”改革和推进“互联
网+政务服务”的重大决策部署。省
政务服务中心推行“网上可办”，将
传统的政务服务大厅窗口申报、现
场柜台受理方式“搬”到互联网。

何家武告诉海南日报记者，
“网上可办”为企业办事人员多了

一种选择，既可以到窗口去办理业
务，也可以通过邮寄的方式收取
件。尤其对于省外的办事人员，他
们通过互联网提交申请，可以通过
快递邮寄申请材料，大大节省了时
间和路费。

“办事人员在线递交申请材
料后，相关法律文书实时传送到
海南省行政审批系统，我们会在
第一时间集中进行网上审批，并
通过短信告知办理证件的进度。”
何家武会经常性地与各个企业的
办事人员沟通，“方便”“快捷”都

是大家评价“网上可办”频率最高
的词语。

技术手段的创新给办事群众带
来了方便。据统计，在全省建设使用

“一张审批网”以来，全省行政审批办
件提前办结率提高了近59.6%，审批
时限压缩了27.2%以上。

在新一轮的改革征程上，省政
务服务中心将继续深化“放管服”改
革，以政府职能的“亮丽转身”有力
推进海南自由贸易试验区和中国特
色自由贸易港建设。

（本报海口11月22日讯）

让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

文昌法院加大失信惩戒力度

“老赖”主动现身履行义务
本报文城11月22日电（记者李佳飞 通讯员

云明慧）“我受不了，朋友圈都在转发我的失信信
息，几乎每天都有朋友发失信黑名单的截图给
我。法官，我主动要求与申请人协商和解，把曝光
我的内容撤下吧。”11月20日，被文昌法院纳入失
信被执行人黑名单的符某主动现身法院，表示愿
意履行还款义务，请求法院撤回曝光其失信信息。

2013年12月，被执行人符某以养殖鲍鱼为由
向文昌某银行申请借款29万元，在征得其妻子邢某
同意下，将符某名下位于文昌市文城镇某商铺作为
贷款抵押。最后符某未如期偿还借款，文昌某银行
遂将符某及其妻子邢某诉至法院。法院经审理后
判决符某、邢某应偿还借款本息43.5万余元。

判决生效后，符某、邢某仍未履行还款义务，文
昌某银行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法院遂拍卖了符某
抵押的商铺，但该款项不足以偿还所有借款本息。
法院经多次查控，未发现被执行人其他可供执行的
财产，且符某、邢某销声匿迹，不知所踪。法院依法
将他们纳入限制高消费和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为维护法律尊严和司法权威，加大失信对被执
行人曝光力度，文昌法院近期利用微信、新闻媒体、
LED电子屏、社区移动展板等多个平台，对被法院
列为失信被执行人的头像和身份信息进行曝光。

迫于法律和舆论压力，被执行人符某主动来
到文昌法院申请和解。在法院的主持下，双方当
事人达成和解协议，符某当日还款8万元，剩余债
务按协议分期偿还，该案顺利达成执行和解。

经申请人同意，法院撤回曝光的符某、邢某
失信信息。

儋州生活垃圾
焚烧发电厂下月动工
总投资6.4亿元年发电量达1.8亿度

本报那大11月22日电（记者林晓君 通讯
员覃凯）海南日报记者22日从儋州市环卫局获
悉，该市总投资6.4亿元的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
将于下月正式动工。项目建成后，预计年处理生
活垃圾达54.75万吨，年发电量达1.8亿度。

该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预计占地面积159
亩，项目选址距离儋州市主城区29公里。项目建
设分两期进行，其中一期工程每日处理垃圾能力
为1000吨，二期日处理能力500吨。

据了解，建设具有相应规模的垃圾焚烧发电
厂，对于城乡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促进资源节
约和环境保护具有重要意义。

目前项目已经完成用地征收、环境影响评估
报告编制等相关手续，计划于12月10日前动工
建设，2020年底前竣工投入运行。

三亚启动
农村污水治理项目建设
投资11.8亿元，预计2020年基本完成

本报三亚11月22日电（记者徐慧玲）海南
日报记者11月22日从三亚市水务局获悉，本月
起，三亚启动农村污水治理项目建设，投资11.8
亿元，整治农村环境，助力美丽乡村建设。

据介绍，三亚市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工程EPC+
O项目包括三亚市辖区内241个自然村，服务人口
14万人，运维期15年。尾水鼓励用于农林业灌
溉、就地还田、土地消纳等，实现资源化利用。

今年三亚将陆续开展100余个自然村的生活
污水治理工作，到2020年基本完成三亚全域农村
生活污水治理工作。

临高11种扶贫农产品
惊艳亮相亚果会

本报上海11月22日电（记者刘梦晓 通讯员
王海洪）11月21日上午，2018第十一届亚洲果蔬
博览会（以下简称亚果会）在上海开幕。临高县商
务局组织丰雅百香果、马袅海鸭、海鲜干货、皇桐
富橙、高山香菊等11种高品质扶贫农产品参展。

亚果会作为亚洲最大的果蔬展之一，今年展
览面积达2.7万平方米。临高展馆准备了丰雅百
香果、马袅海鸭、海鲜干货、皇桐富橙、高山香菊
等特色产品，并与众多国内外采购商进行了对接，
有超过300名渠道商前往临高展馆进行考察，其中
110多名渠道商有意向与临高建立合作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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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 10 月，按《环境空气质
量标准》（GB3095-2012）评价，全
省空气质量总体优良，优良天数比
例为86.7%。其中优级天数比例为
49.7%，良级天数比例为 37.0%，轻

度污染天数比例为 12.7%，中度污
染天数比例为 0.6%，无重度污染
天。

按照城市环境空气质量综合指
数（以二氧化硫、二氧化氮、可吸入颗

粒物、细颗粒物、臭氧、一氧化碳6项
指标进行计算）评价，2018年10月，
空气质量排名靠前的分别是五指山、
乐东黎族自治县和陵水黎族自治县，
排名靠后的分别是万宁、琼海和三

亚。2018年10月全省18个市县（三
沙市除外）城市（镇）环境空气质量排
名如右：

海南省生态环境厅
2018年11月19日

2018年10月市县环境空气质量排名

10月份城市（镇）集中式饮用水
源地水质状况：全省18个市县（不包
括三沙市）开展监测的30个在用城市

（镇）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水质均达到
或优于国家Ⅲ类标准，达标率为
100%。（备注：饮用水水源为原水，

居民饮用水为末梢水，水源水经自来
水厂净化处理达到《生活饮用水卫生
标准》的要求后，进入居民供水系统作

为饮用水）。
海南省环境监测中心站

2018年11月6日

2018年10月城市（镇）集中式饮用水源地水质状况

排名

1

2

3

4

5

6

7

8

9

城市

五指山市

乐东黎族自治县

陵水黎族自治县

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

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

东方市

昌江黎族自治县

定安县

儋州市

环境空气质量

综合指数

2.132

2.389

2.503

2.543

2.610

2.617

2.629

2.654

2.750

排名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城市

海口市

白沙黎族自治县

澄迈县

临高县

文昌市

屯昌县

三亚市

琼海市

万宁市

环境空气质量综合

指数

2.757

2.771

2.922

2.924

2.999

3.022

3.031

3.224

3.787

在海南省政务服务中心，工作人员为前来办理审批手续的人员提供便捷服务。 本报记者 张茂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