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前，省委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联合发出通知，要求全省各市县、各部门、各单位，切实抓好中央和省委各项决策部署的贯彻落实，春节后不安排相互走访活动。2月11日
是春节假期后的第一个工作日，全省广大党员干部严格遵照通知要求，把时间和精力用在抓落实上，收心上班、专心干事，奋力实现开门红。海南日报记者也对相关市县、部门和
单位节后第一天的工作情况进行了跟踪采访，敬请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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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春开好局
建设掀热潮

2月11日，海口新海滚装码
头客运综合枢纽站工程项目工
地，工作人员正在布置新年具体
施工方案，开始掀起建设热潮。

据了解，海口新海滚装码头
客运综合枢纽站工程项目集过
海、中转、集散以及换乘服务于
一体，包含海口新海滚装码头客
运综合枢纽站工程和新海港综
合交通枢纽（GTC）及配套设施
建设工程两个项目，具备旅客候
船与换乘、站务管理和码头管理
办公等功能，结合城市交通枢
纽，将各种运输方式统一整合，
建成后将会成为进出海南岛的
重要门户和窗口。

本报记者 袁琛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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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黄金周我省旅游
总收入超143亿元

■ 本报记者 周晓梦
通讯员 周海燕 实习生 梁庆豪

“报告出来了。”
2月11日凌晨，省环境监测中心

站大气室副主任徐文帅在微信朋友圈
里发了一条消息。消息里提到的那份
报告，是他和同事连夜汇总分析出来
的，上面记录着春节期间我省大气环
境质量的“成绩表现”——

2月4日至10日，我省空气质量
整体优良，全省空气质量优良率为
99.2%，与去年春节假期相比，优级天
数比例上升 29.3%。主要污染物
PM10、PM2.5、二氧化硫（SO2）均优于国
家二级标准。其中，除夕全省各市县
空气质量均为优。

“与近几年春节期间空气质量相
比，今年春节期间我省空气质量显著

改善，主要污染物浓度均大幅下降，优
级天数比例明显上升，超标市县数量
减少至 1个，消除中度或重度污染
天。”徐文帅分析说。

蓝天不靠大风刮，改善空气质量
需要“人努力”。今年春节我省空气质
量实现“开门红”，离不开各方的综合
施策和全力落实。

春节前夕，我省发布《关于加强大
气污染防治“六个严禁两个推进”工作
的通知》，并举行工作部署动员会，明
确要落实严禁在禁燃区内燃放烟花爆
竹等工作，改善全省环境空气质量。

连日来，我省有关部门和各市县
纷纷行动，全力做好春节期间烟花爆
竹燃放管控工作，保障环境空气质量
稳定达标，让“春节蓝”保持在线。

“我们春节期间高压严整禁燃区
内燃放烟花爆竹违法行为，其中除夕
夜出动警力436人次，处罚12人，拘
留7人，查扣烟花爆竹1123箱，训诫
劝导113人。”昌江黎族自治县政府有
关负责人介绍说。

不止是昌江，全省各市县政府纷
纷组织公安、城管、环保等部门组成巡
逻队伍，加大频次开展巡查，做到大气

污染防治管控“不放假”，守护蓝天“无
暂停”。此外，18个市县政府和洋浦
经济开发区节前还划定并公布了禁燃
区，明确全年和节假日期间禁燃区域
及禁燃烟花爆竹种类等。

省生态环境厅大气环境管理处负
责人薄毅介绍，今年春节期间空气质量
改善呈现出以下特点：一是春节期间全
省优级天数比例创历史新高；二是超标
市县数量为近四年最少；三是PM2.5、
PM10、二氧化硫峰值浓度下降显著；四
是春节期间 PM2.5 改善可以为全年
PM2.5下降贡献0.29微克/立方米。

省生态环境厅有关负责人表示，
下一步，我省将继续加大各市县做好
元宵节期间烟花爆竹禁燃管控工作的
督导力度，进一步巩固春节期间烟花
爆竹禁燃工作成果，保持全省环境空
气质量优良，实现生态环境“开门红”。

同时，对于春节期间空气质量出
现轻度污染的市县，该负责人表示，
将依据《海南省党政领导干部生态环
境损害责任追究实施细则（试行）》向
省政府建议，对相关市县领导干部启
动问责。

（本报海口2月11日讯）

我省环保部门进一步巩固春节期间烟花爆竹禁燃工作成果

管控不放松 守护“春节蓝”

海口文明东越江通道施工忙

每天打下200根钢板桩
充沙围堰24小时不停歇

本报海口2月11日讯（记者计思佳）300多
名工人挥汗如雨、86台机械运作轰鸣、1000多根
钢板桩在南渡江西岸扎下、几十万立方米沙袋在
江东岸高高垒起……2月11日是春节后上班第
一天，海口文明东越江通道工程施工现场已是一
片热火朝天的景象。

按照计划，文明东越江通道2020年4月要全
部完工，且南渡江水域内需要进行河道疏浚和钢
板桩围堰施工，工期紧、施工难度大。

“为了确保施工进度，春节期间我们安排了
200多个工人坚守在施工现场，这两天又陆续来
了100多人，已全部恢复正常施工状态。”海口文
明东越江通道工程技术负责人张留东说。

上午7时，吊车司机杨大生已钻进驾驶室开
始工作。杨大生是定安人，当吊车司机已3年，每
年都跟着工程队在全国各地跑。“今年春节，是我
离家最近的一年，却是回家休息时间最少的一
年。”杨大生说。

把钢板桩打进地下并不简单。如遇到地下有
石块，需要工人将其挖出，或者用搅碎机打碎，才
能继续施工。“每天工作9个小时，平均两个小时
打完一根桩。”摘下手套，杨大生手上满是血泡，他
告诉记者，每天整个工地要打下200根钢板桩。

最为辛苦的当属江边负责充泥管袋吹沙围
堰的工人们。抽水机马达声震耳欲聋，一排排围
堰挡板向江心延伸。工人们将浮箱放在水面上，
将沙袋在上面展开，一边往袋子里充沙，一边让
沙袋慢慢沉进江底。“2月底就要完成一期围堰
吹填施工，春节期间我们采取三班倒，24小时不
停歇。”连熬了几个通宵班，工人孙鲍的眼睛里还
能看到红红的血丝。

项目施工方上海城建集团相关负责人蔡群群
说，工地虽然没有假期，但却有激情，“每一个参与
项目建设的人都盼望着江东新区能够早日建成。
接下来还有更多机器设备进场，高峰时期施工工人
将达上千人。”

■ 本报记者 孙婧

春节假期结束，但三亚对非法道
路客运经营行为的高压打击态势仍在
延续。2月11日晚，夜色降临，三亚
市交通局道路运输管理处稽查大队的
队员们又出门了，他们的目的地，是机
场、火车站、汽车站等重点区域。

“不固定时间，不固定地点，有时
候凌晨我们也会根据航班起落信息和
举报线索随时出动。”一名执法队员透
露。截至记者发稿前，队员们已经查
扣了6辆涉嫌非法营运的车辆。

三亚市交通运输局副局长刘万
祥表示，以问题和需求为导向，立体
强化旅游市场监管，依法打击非法

营运行为，净化道路客运市场和旅
游消费环境，是三亚建设世界级滨
海旅游城市和国际旅游消费中心的
重要举措之一。

为了重拳整治非法营运行为，2
月2日，三亚就以市政府名义发布《三
亚市打击非法道路客运经营行为的通
告》，以多部门联合形式，向“拉客仔”
拉客，旅行社租黑车接送旅客等非法
道路客运经营行为“宣战”。

文件落地，严整铺开。在三亚交
通、旅游、综合执法、公安等多部门联
手打击之下，该市160辆黑车在节前
被查扣。春节期间，三亚交通执法人
员通过乘车暗访、定点稽查等方式对
机场、火车站、景点景区、酒店宾馆等
重点区域开展整治，共查处道路运输
行业违规经营行为65起，查扣涉嫌非
法营运车辆23辆，7名出租车司机因
拒载、绕路、议价（私自加价）、不打表、

甩客等影响恶劣的违规行为，被三亚
交管部门责令公司予以开除，并被列
入行业“黑名单”，5年内不得在三亚
道路交通运输行业从业。

同时，上述被查实的违规行为，均
通过三亚出租车调度平台进行语音和
文字滚动广播给全市出租车司机，以
儆效尤。

铁腕治旅严查严管的成效初显，
刚刚过去的春节黄金周，三亚进出港

的国际旅客数达到1.7万人次，同比
增长超过20%，三亚再创假日旅游接
待历史新高，游客满意度不断提升。

省委常委、三亚市委书记童道驰
表示，三亚要优化旅游产品供给，提高
旅游市场服务质量，打造更便捷的交
通出行环境，为广大市民游客提供更
美好的旅游体验，全方位提升国内外
游客对三亚的满意度。

（本报三亚2月11日电）

三亚积极巩固打击非法营运行为成果

出行环境更优化 游客满意度提升

本报海口2月11日讯（记者刘
操）“您好，请坐！请问您需要办理什
么业务？”2月 11日是春节长假后
的第一个工作日，浓浓的年味儿还
未散去，省政务服务中心各窗口的
工作人员已经进入了正常的工作状
态，热情地为前来办事的企业、群众
提供优质服务。

上午9点，海南日报记者在省政
务服务中心大厅看到，办事大厅整洁、
明亮，所有窗口全部正常开放。工作
人员衣着整齐、各司其职，有条不紊地
为群众提供细致、耐心、优质的服务。

“虽然很多企业还没有开工，前来

办事的人不是很多，但我们要求大家
以饱满的精神状态投入到工作中，全
体工作人员准时准点到岗到位，确保
为每一个办事企业和办事群众提供优
质服务。”省政务服务中心协调处副处
长陈斯宏表示，节后第一天，政务服务
中心没有任何人迟到、请假，不少工作
人员还提前到岗做准备工作。

采访中，前来办事的群众对政务
服务中心提供的服务感到满意。“海
南自贸区自贸港建设的机遇红利，
以及营商环境的不断改善，让我们
感觉这里发展潜力无限。”来自内蒙
古自治区乌海市的个体商户呼培得

打算在海南创办一家科技服务类公
司，一大早，他就赶到省政务服务中
心咨询企业注册登记流程和人才引
进政策。

在工作人员的引导下，呼培得在综
合服务窗口详细了解了企业开办流程，
并现场下载了海南商事主体登记平台
（海南e登记）APP。“窗口工作人员的服
务非常细心、耐心，给我们带来了很好的
帮助，让我们在海南投资更加有信心。”

新的一年，新的征程，新的起点。
省政务服务中心各审批单位纷纷计划
推出更多的便民利民措施，为海南优
化营商环境贡献力量。

“年后第一天上班，我们对年后商
事制度改革工作进行了梳理。”省市场
监督管理局企业注册局局长温政介
绍，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年内将推进自
主申报登记制度改革，通过海南商事
主体登记平台建设，让企业通过平台
自主申报企业名称、经营范围、住所等
信息，提升效率。

“我们要进一步简政便民，让老百
姓少跑腿、多顺心，有更多的获得感。”
海口海关驻省政务服务中心审批中心
负责人林光表示，当前，海口海关审批
部门将强化海关监管和服务，持续推
动海关系统“互联网+政务服务”体系

建设，进一步推进简政便民的改革，让
办事群众切切实实感受到“放管服”改
革带来的红利。

“重点实行政务服务综合窗口受
理和全省‘一网通办’”“依法向全省重
点产业园区推广‘极简审批’”“实现企
业办理简单事项‘一次都不用跑’、办
理复杂事项‘最多跑一次’”……陈斯
宏列出了省政府服务中心今年的重点
工作，他告诉记者，省政务服务中心将
紧紧围绕服务保障海南自贸区、自贸
港建设大局，以不断优化海南营商环
境为着力点，努力推动省政务服务中
心全面建设再上新台阶。

省政务服务中心全力优化营商环境干劲足

节后第一天，为民服务忙

■ 本报记者 刘梦晓 通讯员 许克知

“马袅发展的方向是什么，贫困户
该怎么永久性脱贫，群众怎么更多地
增收，我们要好好把这项工作捋一
捋。”2月11日下午，一场别开生面的
乡村振兴座谈会在临高县马袅居委会
办公室举行。

作为马袅居委会的帮扶单位，临
高县委新闻办全体干部职工与马袅居

“两委”、村小组干部以及群众齐聚一
堂、畅所欲言，共谋马袅居民的脱贫致
富路。

马袅湾水资源丰富，渔业生产形
式多样，渔文化底蕴深厚，发展休闲渔
业的条件优越。过去，马袅居委会有
20户贫困户，2018年在扶贫干部的

帮扶下，采取“龙头企业＋村干部＋贫
困户”等模式，通过龙头企业带动，扩
大马袅海鲜养殖带领当地群众增收致
富，已经脱贫17户，目前还有3户未
脱贫。

“我来说两句，我就是在扶贫干部
的帮扶下，结合马袅湾的天然优势发
展起来的。”村民冯章愧站了起来。

没有田地，没有手艺……过去，冯
章愧家的日子过得极为困难。在临高
县委新闻办干部许克知的帮扶引导

下，冯章愧跟着当地居民们一起早早
赶海捕捞，并学习如何运销，还到养虾
基地当饲养员，逐渐走上了脱贫路。

冯章愧等多名贫困户的脱贫经验
也给了扶贫干部们不少启示。“最近我
就一直在想，结合新农村建设和脱贫
攻坚，马袅可以建设一批水产养殖基
地，帮助农民永久脱贫致富。”马袅居
委会相关负责人李红梅说。

临高县委新闻办主任陈朝辉今年
春节没有休息，每天都到马袅居委会

“打卡”的他注意到，马袅湾的海钓场
所成为今年春节期间的热门旅游目的
地，每天都吸引了众多垂钓爱好者前
来休闲娱乐。“我建议马上申报马袅湾
海钓基地建设项目，力争建设集休闲
观光、海钓娱乐、渔乐民俗、文化旅游
等于一体的综合性海钓休闲度假目的
地。”陈朝辉表示，这样不仅能丰富马
袅居委会的业态，也能通过该项目，为
贫困户提供更多的就业。

座谈会上，大家你一言我一语，

立足马袅资源禀赋和区位优势，梳
理经济发展思路，寻求更宽阔的脱
贫致富路，一条发展之路也随即梳
理了出来。接下来，马袅居委会将
建设就业一条街、海鲜养殖基地、四
季千亩瓜果花田，在把马袅建成乡
村振兴的示范点的同时，走出一条
独具特色的多样化的渔旅融合发展
道路，以更强有力的力度推进马袅
的全面脱贫。

（本报临城2月11日电）

临高县马袅居委会党员干部齐聚一堂梳理经济发展思路

乡村“诸葛会”共谋脱贫路

聚焦政策落实年 奋力实现开门红

◀上接A01版
10条精品旅游文化线路，为广大市民游客提供了更
多选择。三亚率先开通从亚龙湾和海棠湾至保亭
七仙岭的两条网约旅游公交线路，途经亚龙湾海
底世界、海棠湾免税店、槟榔谷、呀诺达、七仙岭等
景区，为市民和游客春节期间往来两地提供方便。

为突出喜庆的节日氛围，营造安全、新颖、温馨的
旅游环境，我省文化体育节庆活动层出不穷——从海
口的“在海口过大年”文化展、第十四届万春会灯展到
三亚的2019年新春萌宠庙会，从文昌的新春马术
嘉年华活动到万宁的2019年春节“快闪”文艺演
出，从东方的迎春晚会到澄迈的迎春祈福灯会和新
春庙会，从昌江的春赏木棉系列活动到陵水的竹竿
舞+八音活动、国际沙滩啤酒狂欢节，从保亭七仙岭
君澜度假酒店黎家庙会到琼中的新春梦幻主题灯
笼展、民族趣味游园等活动，不仅呈现出欢乐祥和
的节日氛围，还大大提升了游客的参与度。

旅游消费模式日益优化
得益于旅游新项目、新产品的供给和离岛免

税政策的调整，我省旅游消费模式日渐彰显国际
范。长影环球100奇幻乐园、海口国家帆船基地
公共码头、观澜湖NBA体验中心、观澜湖巴萨足
球博物馆等旅游新元素使得海口旅游国际化产品
更加丰富多样。由国内顶尖团队与国际行业专家
联袂打造的《C秀》则在三亚亚特兰蒂斯海豚湾剧
场驻场演出，助推海南旅游产业向精品化、高端
化、国际化转型升级。随着海南离岛免税购物政
策全方位覆盖海、陆、空三种离岛交通方式，海口、
三亚两地免税店销售火爆，进一步丰富和优化游
客在海南的旅游体验。

无须去前台排队办理入住，在自助机器上扫
证件、刷脸、输入手机号，不到1分钟即可完成入
住办理……在与旅游平台飞猪合作的50多家海
南酒店里，游客可享受到智慧旅游的便利。此外，
三亚亚特兰蒂斯酒店、三亚天域度假酒店等开始

“尝鲜”酒店智能房间，配备天猫精灵等智能产品，
游客可随时发布指令，实现空调、灯光、窗帘、电视
等智能化操作。一系列智能化旅游产品的推出，
让游客的出游模式更具“科技范”与个性化。

全域旅游多“点”发力
随着我省旅游公共服务体系逐渐完善，交通条

件不断改善，越来越多的游客选择自驾结伴出游。
一些游客不再选择热门景点作为目的地，而选择到
公园享受休闲时光，海口的万绿园、白沙门公园、凤
翔湿地公园等地处处可见全家出游的市民和游客，
海口火山泉休闲农庄、开心农场温泉度假村等生态
度假地迎来了大批自驾车队。琼海的龙寿洋200
亩花海同时盛放，人潮涌动、场面火爆，许多游客在
沙美村、龙寿洋、南强村和北仍村等乡村旅游点感
受浓浓的农村春节气氛和乡土人情。

随着全域旅游“点、线、面”建设的不断推进，
海口、三亚带动效应突出。国内在线旅游平台携
程发布的《海南省春运数据分析》显示，往年酒店
预订火热的城市如三亚、海口热度有所下降，而周
边小城市酒店热度上升。处于“大三亚”旅游经济
圈内的陵水、乐东的酒店预订量则分别同比增长
15.3%、17.5%，作为东部重要旅游城市的琼海则
同比增长43.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