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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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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9.8% 。 其 中 优 级 天 数 比 例 为
96.4%，良级天数比例为3.4%，轻度

污染天数比例为0.2%，无中度污染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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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2月，空
气质量排名靠前的分别是琼中黎族
苗族自治县、屯昌县和五指山市，排
名靠后的分别是万宁市、昌江黎族自
治县和儋州市。

2019年 2月全省18个市县（不
含三沙市）城市（镇）环境空气质量排
名如右：

海南省生态环境保护厅
2019年2月27日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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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3月19日

2019年2月市县环境空气质量排名

2019年2月城市（镇）集中式饮用水源地水质状况

排名

1 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 1.399 10 海口市 1.719

2 屯昌县 1.434 11 陵水黎族自治县 1.724

3 五指山市 1.436 12 澄迈县 1.756

4 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 1.468 13 白沙黎族自治县 1.822

5 定安县 1.559 14 东方市 1.968

6 三亚市 1.574 15 临高县 1.979

7 琼海市 1.595 16 儋州市 2.027

8 乐东黎族自治县 1.662 17 昌江黎族自治县 2.112

9 文昌市 1.670 18 万宁市 2.214

城市 环境空气质
量综合指数 排名 城市 环境空气质

量综合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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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海口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公告
（2019）第12号

经海口市人民政府批准，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决定将市坡博
坡巷片区棚改C-6-14地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以挂牌方式出让，现
就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挂牌出让土地的基本情况：本次挂牌出让的用地位于海口市
坡博坡巷片区棚改C-6-14地块，属于坡博坡巷片区棚户区改造项目
回迁安置房用地，面积25887.31平方米（合38.83亩），土地用途为城镇
住宅用地（（根据设计方案，商业计容面积占总计容建筑面积比例≤
10.6%），土地使用年限为城镇住宅70年，商业40年。根据市规划委
《关于海口市坡博坡巷棚户区改造项目回迁商品房C-6-14地块规划
条件的函》（海规函〔2018〕3341号），该宗地规划用地性质为二类居住
用地（根据设计方案，商业计容面积占计容建筑面积比例≤10.6%），容
积率≤4.4，建筑密度≤35%，绿地率≥30%，建筑限高≤100米。该地块
内配建一处社区居民健身场地；配建一处建筑面积≥600平方米的居
委会；配建一处建筑面积≥1000平方米的农贸市场；配建一处建筑面
积≥130平方米的开闭所。其他控制条件按照海规函〔2018〕3341号
文执行。

二、竞买人资格：符合下述条件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企业
法人或其他组织，除法律法规另有规定外，均可申请竞买，本次挂牌不
接受联合申请。（一）竞买人（或其控股公司）须具备建筑工程施工总承
包特级资质；（二）竞买人（或其控股公司）开发或施工过的房建工程项
目获得过鲁班奖或詹天佑奖等国家级质量奖项；（三）竞买人（或其控
股公司）经信用评级机构认定的主体长期信用等级不低于AAA,主体
信用评级结果以中国人民银行官方网站公布的信用评估机构及穆迪、
标普、惠誉等任何一家机构出具的主体信用评级结果为准。（四）竞买
人（或其控股公司）需具备本次招拍挂规定的上述施工资质条件，并依
法组织施工，不得挂靠或以任何形式变相挂靠，也不得将除法律允许
分包之外的项目分包给他人。（五）非海口市注册的法人和其他组织，
应在竞得土地后7日内在海口市注册成立法人项目公司或全资子公
司，由项目公司或全资子公司与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签订《国有
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办理不动产权登记手续。申请人竞得土
地后，拟成立新公司进行开发建设的，应在申请书中明确竞得人在新
公司中出资比例不得低于50%。

三、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设有底价并按照价高者得的原则
确定竞得人,本次挂牌地块起始价为楼面地价905元/建筑平方米，每次
加价幅度为10元/建筑平方米的整数倍。挂牌底价由我局底价确定小组
确定。竞买人在报名时需缴纳土地竞买保证金10309万元人民币。

四、竞买咨询及报名期限：有意竞买者请到海口市土地交易中心
（地址：海口市国贸二横路国土大厦五楼）或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
中心一楼3号窗口查询，凭有效证件索取《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

让手册》，并按挂牌出让手册的具体要求报名参加竞买。报名时间：
2019年4月18日9:00至2019年5月11日16:00（北京时间）。

五、挂牌时间、资格确认及挂牌地点：（一）挂牌起始时间：2019年5
月2日9:00（北京时间）。挂牌截止时间：2019年5月13日16:00（北
京时间）。（二）申请人按规定交纳竞买保证金，经审核具备申请条件的，
我局于2019年5月13日16:00前确认其竞买资格。（三）地点：海南省
政府会展楼二楼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土地交易大厅。
本次竞买活动挂牌报价阶段只接受书面报价，不接受电话、邮寄、电子、
口头等其他方式报价。

六、其它注意事项：（一）竞买成交当天签订《成交确认书》，并在10
个工作日内与我局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土地竞买保
证金自动转做出让地块的出让金，定金为土地成交价的10%。土地出
让金按《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的约定支付；（二）2019年3月
5日，海口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出具了《关于坡博坡巷C-6-14地块具备
供地条件的说明》，该宗地权属清晰、安置补偿、地上附着物清表均已落
实到位，无抵押无查封，无法律经济纠纷，土地开发利用规划条件明确，
已具备供地条件；（三）本宗土地带项目回迁商品房建筑设计方案进行
出让，土地竞得人应按规划批准的建筑设计方案进行深化设计和建设
（规划批准的回迁商品房建筑设计具体方案向项目所在辖区政府咨询，
咨询人：劳宜兴，咨询电话：66569926、13976097689）；（四）本宗土地
使用权出让后，所建回迁房的开发建设、销售等相关限定条件详见《海
口市龙华区坡博坡巷棚户区回迁商品房项目（C-6-14地块）土地出让
补充条件》；（五）用地内应配套居委会一处，建筑面积≥600平方米；开
闭所一处，建筑面积≥130平方米（具体依照经规划批准的项目回迁商
品房建筑设计方案），土地竞得人应按国家、地方行业管理规范、规定要
求建设上述配套设施，工程建设完工验收综合备案后，无偿移交市政府
指定的相关部门，并负责办理不动产登记证书；（六）税金由竞得人按税
法规定交纳，拍卖交易服务费按规定收取；（七）受让人凭土地出让金发
票及完税证明等材料办理土地登记手续。

七、本公告未尽事宜详见《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手册》，该
手册所载内容为本公告的组成部分。

八、联系方式
联系单位：海口市土地交易中心 咨询电话：（0898）68531700
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 咨询电话：（0898）65303602
网上查询：www.landchina.com
http://zw.hainan.gov.cn/ggzy/ www.hnlmmarket.com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19年4月11日

海口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公告
（2019）第13号

经海口市人民政府批准，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决定将市坡博
坡巷片区棚改C-6-15地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以挂牌方式出让，现
就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挂牌出让土地的基本情况：本次挂牌出让的用地位于海口市
坡博坡巷片区棚改C-6-15地块，属于坡博坡巷片区棚户区改造项目
回迁安置房用地，面积17635.78平方米（合26.45亩），土地用途为城镇
住宅用地（根据设计方案，商业计容面积占总计容建筑面积比例≤
10%），土地使用年限为城镇住宅70年，商业40年。根据市规划委《关
于海口市坡博坡巷棚户区改造项目回迁商品房C-6-15地块规划条件
的函》（海规函〔2018〕3231号），该宗地规划用地性质为二类居住用地
（根据设计方案，商业计容面积占总计容建筑面积比例≤10%），容积率
≤4.45，建筑密度≤35%，绿地率≥30%，建筑限高≤100米。其他控制条
件按照海规函〔2018〕3231 号文执行。

二、竞买人资格：符合下述条件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企业
法人或其他组织，除法律法规另有规定外，均可申请竞买（注：失信被
执行人不得参加本次竞买），本次挂牌不接受联合申请。（一）竞买人
（或其控股公司）须具备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特级资质；（二）竞买人
（或其控股公司）开发或施工过的房建工程项目获得过鲁班奖或詹天
佑奖等国家级质量奖项；（三）竞买人（或其控股公司）经信用评级机构
认定的主体长期信用等级不低于AAA,主体信用评级结果以中国人
民银行官方网站公布的信用评估机构及穆迪、标普、惠誉等任何一家
机构出具的主体信用评级结果为准；（四）竞买人（或其控股公司）需具
备本次招拍挂规定的上述施工资质条件，并依法组织施工，不得挂靠
或以任何形式变相挂靠，也不得将除法律允许分包之外的项目分包给
他人；（五）非海口市注册的法人和其他组织，应在竞得土地后7日内在
海口市注册成立法人项目公司或全资子公司，由项目公司或全资子公
司与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
办理不动产权登记手续。申请人竞得土地后，拟成立新公司进行开发
建设的，应在申请书中明确竞得人在新公司中出资比例不得低于
50%。

三、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设有底价并按照价高者得的原
则确定竞得人,本次挂牌地块起始价为楼面地价899元/建筑平方米，每
次加价幅度为10元/建筑平方米的整数倍。挂牌底价由我局底价确定
小组确定。竞买人在报名时需缴纳土地竞买保证金7056万元人民币。

四、竞买咨询及报名期限：有意竞买者请到海口市土地交易中心
（地址：海口市国贸二横路国土大厦五楼）或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
中心一楼3号窗口查询，凭有效证件索取《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
让手册》，并按挂牌出让手册的具体要求报名参加竞买。报名时间：
2019年4月18日9:00至2019年5月11日16:00（北京时间）。

五、挂牌时间、资格确认及挂牌地点：（一）挂牌起始时间：2019年5月2

日9:00（北京时间）。挂牌截止时间：2019年5月13日16:00（北京时
间）。（二）申请人按规定交纳竞买保证金，经审核具备申请条件的，我局于
2019年5月13日16:00前确认其竞买资格。（三）地点：海南省政府会展楼
二楼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土地交易大厅。本次竞买活动挂牌报价阶
段只接受书面报价，不接受电话、邮寄、电子、口头等其他方式报价。

六、其它注意事项：（一）竞买成交当天签订《成交确认书》，并在10个
工作日内与我局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土地竞买保证金
自动转做出让地块的出让金，定金为土地成交价的10%。土地出让金按
《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的约定支付；（二）2019年3月5日，海口
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出具了《关于坡博坡巷C-6-15地块具备供地条件的
说明》，该宗地权属清晰、安置补偿、地上附着物清表均已落实到位，无抵
押无查封，无法律经济纠纷，土地开发利用规划条件明确，已具备供地条
件；（三）本宗土地带项目回迁商品房建筑设计方案进行出让，土地竞得人
应按规划批准的建筑设计方案进行深化设计和建设（规划批准的回迁商
品房建筑设计具体方案向项目所在辖区政府咨询，咨询人：劳宜兴，咨询
电话：66569926、13976097689）；（四）销售对象：项目所有的住宅、商业
用房，均由项目所在辖区政府组织特定回迁人按限定价格进行回购。具
体名单和购买条件由项目所在辖区政府提供。有独立产权的小区配建
停车位，按《海口市棚户区（城中村）改造联席会议办公室关于明确各棚改
项目回迁商品房地下停车位价格有关问题的通知》的约定，最高价不超
过13.48万元/个进行销售，或参照周边租赁市场的价格进行租赁，不得
对小区业主以外的单位及个人进行销售或租赁。本项目回迁商品房回
购限定价格：建筑面积6174元/平方米，土地竞得人应负责配合按要求办
理相关不动产登记手续。其他相关限定条件详见《海口市龙华区坡博坡
巷棚户区回迁商品房项目（C-6-15地块）土地出让补充条件》；（五）用地
内应配套幼儿园一处，建筑面积≥2400平方米；社区卫生服务站一处，建
筑面积≥300平方米（具体依照经规划批准的项目回迁商品房建筑设计
方案）。土地竞得人应按国家、地方行业管理规范、规定要求建设该配套
设施，工程建设完工验收综合备案后，无偿移交市政府指定的相关部门，
并负责办理不动产登记证书；（六）税金由竞得人按税法规定交纳，拍卖交
易服务费按规定收取；（七）受让人凭土地出让金发票及完税证明等材料
办理土地登记手续。

七、本公告未尽事宜详见《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手册》，该
手册所载内容为本公告的组成部分。

八、联系方式
联系单位：海口市土地交易中心 咨询电话：（0898）68531700
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 咨询电话：（0898）65303602
网上查询：www.landchina.com
http://zw.hainan.gov.cn/ggzy/ www.hnlmmarke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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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证通考”通四方

涛声

近日，公安部召开新闻发布会，
推出了10项公安交管“放管服”改革
新举措，5类业务“异地通办”，5项服
务“便捷快办”。其中，申请人可持
本人身份证在全国任一地直接申领
小型汽车驾驶证，不再需要提交居
住登记凭证，实现全国“一证通考”。

当前，社会流动性大，驾考最怕
的就是地域限制，各种证明材料不
胜其烦，而且，一旦跨地域就要重新
报考，带来极大不便。“一证通考”，

破除了地域阻隔，让驾考“通四方”，
对驾考者而言，实在是“普大喜奔”
的好消息。痛则不通，通则不痛。
期待驾考中的各类“梗阻”能够尽快
打通。这正是：

证明手续繁，
异地驾考难；
有痛及时通，
去忧又止烦。

（图/朱慧卿 文/张成林）

日前，省扶贫办首次对市县扶贫办
负责人启动正式约谈，主要针对扶贫龙
头企业认定方面存在把关不严等问题
要求整改。记者在约谈会上了解到，目
前我省共有30家企业被清理撤销扶贫
龙头企业资格。（4月10日《海南日报》）

扶贫龙头企业就得有扶贫龙头企
业的样子。现实中，不少企业把扶贫
当作事业来做，为帮助老乡脱贫拿出
大量的真金白银，是当之无愧的“扶贫
龙头”。但也有企业，申报扶贫龙头企
业资格时满腔热情，可一旦申报成功
便意兴阑珊，想着撂挑子、卸担子。享
受了相关政策的福利，却忘记了应有
的担当，如此好恶取舍，折射了责任心
的缺乏，也背离了政策设计的初衷。
敢于动真格儿，毫不客气地将这样的
企业“请出去”，无疑能让其意识到，扶
贫来不得半点虚的，谁在摆花架子，人
们心里都有一本账；“扶贫龙头”更不
是“铁帽子”，名不副实，即便一时侥幸
戴上了，最终也会被拿掉。

俗话说：篱笆扎得紧，兔子钻不

进。毋庸讳言，之所以会出现上述现
象，一个重要原因是监管没有落到实
处。它提醒监管部门：不仅要看企业
申报材料是怎么写的，还得看实际是怎
么做的。不但要听企业承诺了什么，还
得看兑现了多少。不光要考察扶贫结
果真实不真实，还得追问扶贫过程扎实
不扎实。每一个环节都实时跟进，每
一件事情都盯紧抓实，那些“如意算
盘”就不敢轻易打，投机取巧也难有空
子钻，一旦有企业在扶贫时跑偏了方
向、松了心劲，也可以及时提醒、促其
整改。反之，满足于坐在办公室里翻
材料，啥事都等到交账再核查，一些小
问题难免拖成大问题，整改起来费时费
力不说，很可能会延宕脱贫进程。

监管“动”起来，把关严起来，才能
更好地激荡政策效应；能进能出，优胜
劣汰，方能让真正有责任心的企业参
与进来。值得一提的是，强化监管的
同时，还要增强问题意识。针对一些
扶贫龙头企业没有发挥应有作用的问
题，相关部门也应多看看、多问问，除
了其主观因素之外，是否还有客观原
因，遭遇哪些现实困难？如果有，就要
多想办法帮助解决，而不能一撤了之。

好政策就要快落实
■ 魏燕

日前，海南省教育厅等四部门印发了《海南省
关于做好中小学生校内课后服务工作的实施意见
（试行）》（以下简称《意见》），明确指出针对确实有接
送困难的家庭，由学校为主承担放学后的托管服务，
服务时间一般为在校学习日下午放学起至18时前。

孩子放学早，家长下班晚，接送怎么办？这个
“四点半难题”由来已久。在教育部部长陈宝生看
来，这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中国教育发展特定阶
段的产物。关心这个问题的年轻父母们，正处在职
业发展的关键阶段、宝贝抚育的关键阶段。由于分
工、作息时间不匹配，他们没有办法接孩子，带来了

“成长中的烦恼”。这个“烦恼”不解决，家长不安
心，宝宝也不高兴。宝宝不高兴，后果很严重。

成长中的烦恼成长中解决。针对“四点半难
题”，全国各地都在想办法。放学后校内托管服务
的推出，可谓恰逢其时，为解决年轻家长的后顾之
忧提供了新的对策。

好政策就要快落实。《意见》已经下发，具体落
实还要看各地教育主管部门和学校。当然，学校
之间情况不一，托管服务全面推广，肯定不是一纸
文件就能解决的事，需要学校结合自身条件，以及
家长需求，积极试点落实，然后逐步推广。

但家长的迫切心情，我们也要充分考虑。“既
怕它不来，又怕它乱来”，媒体的形象报道概括了
家长的心理。虽然省教育厅有关负责人表示“校
内托管，本学期开始”，但还是有不少家长焦虑
——为何孩子的学校还没开始托管、究竟要试点
到什么时候、不会试着试着又变了吧？因此，笔者
觉得，既然已经明确了责任主体、实施时间，学校
应尽快动起来。条件好的学校，要抓紧推开；条件
不好的学校，可借助校外机构和公益力量来开展。

话又说回来，托管服务毕竟是项新举措，学校
要充分征求家长意见，家长也要多理解学校、老师
的困难，不要求全责备，也不要认为把孩子托管给
学校就完事了，要严格遵守托管制度，按时来接孩
子。只有家校共同努力，课后托管这件好事才能
做好。

百年大计，教育为本。和孩子有关的事情，再
小也是大事。更何况放学接送问题，直接关系到
千千万万个家庭。解决了孩子的接送问题，也就
解决了家长的后顾之忧，他们才能放下心来努力
干，为海南发展做贡献。

@人民日报：不可消解扫黑除恶
的严肃性。近日，苏州相城区渭塘镇
印发的扫黑除恶宣传资料，竟将医生
列为中国10大黑心企业之首，如此污
名化，看似无心之失，实则暴露出一些
地方只走形式不走心。再联系诸多奇
葩“扫黑除恶”标语，足以说明绝不可
将“扫黑除恶”轻佻化。扫黑除恶，深
孚民意，一旦添乱即消解其严肃性。
为扫黑除恶正名，先扫除此类乱象。

@光明日报：传播传统文化，不
妨试试短视频。有的艺术家把短视频
当作年轻人用来“玩的东西”，他们没
有意识到，短视频不是玩具，而是技术
进步所带来的传播方式的巨大革新。
传统文化要实现复兴，必须适应网络
时代的大趋势。优质的内容供给者与
专业的传播团队合作或许是一条可行
的路径。《顽皮历史》《汉字里的中国
人》《超简中国史》都是不错的尝试。

@中国青年报：落灰的童书是为
育儿焦虑缴的智商税。如果说，孩子
的玩具、衣物是育儿刚需，那堆在角
落里落灰的一摞又一摞童书，或许就
是妈妈们为育儿焦虑缴的智商税。
隐藏在“买书如山倒，看书如抽丝”背
后的，始终是育儿焦虑的元命题。这
道题的作答，靠的还是家长和孩子的
共同成长。 （张 辑）

“扶贫龙头”不是“铁帽子”
■ 张永生

锐评

人居环境治理，最怕问题回潮。
可揪心的是，当前，在我省的一些地
方，“脏乱差”乱象仍有死灰复燃迹
象。例如，在我省西部某县，城乡卫
生问题多、交通不守规则、电动车乱
闯乱停、摊贩占道经营等乱象，依然
不同程度存在。事实上，类似的环
境问题，在其他地方也不时发生。

“进去之后，乱糟糟的！”“脏乱差”
回潮侵蚀环境治理成效，必须高度
重视。

回潮的“脏乱差”，影响更为恶
劣。“脏乱差”好比“牛皮癣”，看似局部
之患，实则有碍整体形象、有损整个肌
体。回潮问题倘若不及时解决，不仅
会让附近居民深受其害、心有怨言，还
会污损市容市貌，影响整个城市形
象。更甚的是，在“整治—反复”的恶
性循环中，政府部门的成事能力，以及
从一而终的做事定力，会受到各方质
疑，如此一来，波及的可就是党和政府
的形象和威信。

环境的问题，归根结底，还是人的
问题。“脏乱差”治理难吗？确实很
难。但为何在生态环境六大专项整

治、社会文明大行动势头正紧时，一些
地方常年的“脏乱差”乱象不见了，人
居环境得到极大改观，而等风头一过，
却又旧疾复发？所以，“脏乱差”回潮
问题，说到底，还是人出了问题，是作
风、认识出了问题。一些地方没有把
人居环境整治当成必须高质量完成的

“必答题”，而是视为了可有可无的“选
答项”。

当前，全省上下抓人居环境的力
度不断加大，从生态环境六大专项整
治到“美丽海南百镇千村”建设，从社
会文明大行动到农村人居环境整治
……一系列举措目的很明确，就是为

了打造与海南一流生态环境相匹配的
一流人居环境，打造与海南自贸区、自
贸港建设相匹配的一流软环境。可
是，在如此氛围下，依然有个别地方对

“脏乱差”治理不重视、工作不深入，导
致乱象复发，问题严重性可想而知。

由此，我们当引为鉴戒的是，人
居环境治理必须打好“持久战”。无
论是城市，还是农村，“脏乱差”治理
一直是“老大难”问题。根治这一

“牛皮癣”，没有药到病除的“特效
药”，必须坚持不懈长期抓 、经 常
抓。不管是现有顽疾的治理，还是
基础设施的改善，抑或文明观念的

养成，都需要一个过程，都必须“一
锤接着一锤敲”，万万不能浅尝辄
止、“见好就收”。

人居环境改善，关乎海南形象，关
乎发展软环境。面对“脏乱差”回潮迹
象，我们要提高认识、高度警惕，从海
南发展全局的高度，深刻认识人居环
境改善的特殊重要性，时刻把“脏乱
差”整治放在心上、抓在手上、落实到
行动上，系统推进各项整治行动，努力
在“一竿子插到底”中彰显谋事的定
力，在“不获全胜不收兵”中凸显成事
的能力，不断推动海南人居环境迈上
新台阶。

持续深入整治“脏乱差”
■ 张成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