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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海口4月12日讯（记者良子 特约记者周平虎 通讯员陈孝文）根据公安部推出10项公安交管“放管服”改革新措施及2018年以来相关
改革措施落地情况，我省将推行10项公安交管“放管服”改革新措施，其中9项2019年6月1日起推行。

小车驾驶证“全国通考”、大车驾驶证省内异地申领、“车牌可互换”……

这9项公安交管“放管服”新措施6月1日起施行

本报海口4月12日讯（记者张期
望 特约记者梁崇平）面朝大海的海口
湾片区将迎来新的蝶变。目前，海口
湾畅通工程规划设计和施工的前期工
作正在进行中，计划今年5月正式开
工，坚持高起点规划、高标准建设，着
力打造高品质的滨海公共休闲空间。

4月12日上午，海口海甸一西路

旁，美兰区城管部门联合拆迁专业队
伍，正在对海口水运公司宿舍B栋进
行拆除，建筑外围分别设置多道警戒
线，多台炮机、挖掘机、吊机、喷雾机密
切配合，现场机械轰鸣。“这是海口湾
畅通工程美兰段首个被拆除的依法完
成征收的建筑，共有A、B、C三栋，每
栋建筑九层高。”正在现场指挥拆除作

业的美兰区副区长李晓峰告诉记者，
经过安全评估后，先拆除B栋后再对
其余两栋拆除。该建筑紧邻海甸溪，
完成拆除后，将还岸还景于民，为海口
湾畅通工程提供必需的施工作业面。

“倒排工期、挂图作战，在摸清沿线
底数基础上，全力以赴做好施工前期各
项准备工作，确保海口湾畅通工程今年

5月如期顺利开工。”李晓峰表示，在沿
线居民的大力配合支持下，美兰区属地
各单位及规划、国土、城管等部门密切
配合、全力以赴，打通海口湾堵点，为滨
海空间全线贯通打下坚实基础。

据了解，海口湾贯通工程是重大
民生工程，是海口贯彻海南全面深化
改革开放政策落实年的重要举措，将

有效提升沿江交通通达性、便捷性。
该工程全长19.6km。该畅通工程将
在高质量规划指导下，因地制宜在沿
线布局慢行系统，合理设置骑行道、步
行道、人行道，并根据群众实际需求布
局公共厕所、服务驿站、健身休闲设施
等，还海还岸还景于民，让老百姓共享
最好的空间资源。

全力打通堵点 还海还景于民

海口湾畅通工程下月开工

9项
业务和服务

小车驾驶证“全国通考”
申请人可以持本人身份证在我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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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全省“一证通考”。

分科目考试异地可办
申请人报考小型汽车驾驶证已通过部分科目考试后，因工作、学习、生活等原因居

住地变更到外地的，可以申请变更考试地，继续参加剩余科目考试，减轻往返考试负担。

大车驾驶证省内异地申领
对省内异地申领大中型客货车驾驶证的，申请人可凭居民身份证直接申

请，无需再提交居住登记凭证。

车辆转籍异地可办
当前，我省海口、三亚成为非营运小微型载客汽车档案电子化网上转递试

点城市，对机动车在试点城市之间转籍的，申请人可以直接到车辆迁入地车辆
管理所申请并办理，无需再回迁出地验车、提取纸质档案。

摩托车检验“全国通检”
在已推行汽车全国通检的基础上，进一步放开摩托车跨省（区、市）异地检

验。同时，对注册登记6年以内的摩托车，免予到检验机构检验，切实减轻群
众特别是广大农村地区车主检车负担，助力脱贫攻坚、乡村振兴。

驾驶考试、车辆登记检验 业务“异地通办”5项 服务“便捷快办”车辆抵押登记、临牌发放等 4项
抵押登记推行“两个简化”

简材料 对商业银行、汽车金融公司作为抵押权人的，不需要再提交营业
执照原件，改为提交加盖公章的复印件，抵押合同可以使用电子印章，并积极
推进抵押信息联网核查。

简环节 推行银行等金融机构代办机动车抵押登记，提供贷款、抵押、办
登记一站式服务，免去群众往返车管所和金融机构的奔波。

使用原车号牌新增“两个便捷”
号牌号码可互换 同一车主名下的同号牌种类的非营运车辆，可以申请

互换一次号牌号码，满足群众和单位需求。
保留原号延时限 原机动车注销、迁出或者转移后，保留原号的时限由一

年调整为两年。

临牌核发推行“4S店代办”
全面推行汽车4S店代发临时行驶车号牌，方便群众现场购车、现领临

牌，既方便群众购车登记后上路行驶，又营造良好营商环境，实现企业获
益、群众满意。

车购税信息实行“联网核查”
全面推行与税务部门信息联网，实现车购税信息网上传递、网上核查，

群众办理机动车登记无需提交纸质完税证明，减手续、提效率、降负担。制图/张昕

因坐过站辱骂殴打公交司机

海口一女乘客及儿子
被警方抓获

本报海口4月12日讯（记者郭萃 通讯员莫
启汝）4月11日晚，一位市民通过视频爆料，海口
54路公交车上一名女乘客大声向正在驾驶车辆
的司机叫嚷，并疑似有捶打该司机的动作。海口
公交集团高度重视，立即对事件进行调查，经核
实，当事司机为海口公交集团三分公司54路司机
王辉，事件起因是女乘客坐过站强行要求司机停
车，司机拒绝停车后，女乘客动手打了司机头部。

据了解，当日20时左右，王辉驾驶车辆抵达新
蕾幼儿园站停靠上下客，启动车辆离开站台后，一
名女乘客走上前要求他停车。王辉按照规定，向女
子解释公交车辆离开站台后不能二次停车上下客，
但这位女乘客不听劝告，并在王辉行车途中突然动
手打向其头部。当时车上有两名乘客发现这一情
况后，立即上前抓住女乘客，制止她继续殴打司
机。车辆安全停靠后，王辉立即拨打110报警。

随后，女乘客的儿子到达现场，车内的女乘客
通过车窗把两个孙子送到车外，自己跳窗下车逃跑，
王辉急忙下车追赶并拉住女乘客。女乘客的儿子把
两个小孩送回家后，再次返回现场，用力推搡和殴打
王辉，但王辉依然紧紧拉住女乘客。随后女乘客的
儿子骑车离开，女乘客又多次用拳头打向王辉。王
辉向路过的87路司机求助，再次报警。没过多久，
民警来到现场进行处理。据警方介绍，涉嫌打人的
女乘客及儿子已被抓获，案件正在进一步调查中。

儋州严惩火灾肇事者

一人放鞭炮引火灾被拘7日
本报那大4月12日电（记者周月光 通讯员李

珂）森林防火无小事。儋州市王五镇郑文透等清明
祭祖燃放鞭炮，引燃杂草发生森林火灾，被儋州市
森林公安局依法治安拘留7日并处罚款。

4 月 6 日中午，儋州市防火办接到火情报
告，在“环岛高速”西线段492公里处发生森林火
灾。儋州市森林消防队和白马井消防大队迅速
到达火场。在附近巡查的儋州市王五镇流方村
支书羊荣亮等也赶到火场参与灭火。12：40，火
灾被扑灭。森林过火面积0.6亩，主要树种为桉
树，无人员伤亡。

儋州市森林公安局查明，4月6日上午11时
许，流方村村民郑文透与10多名同族祭扫祖坟，
燃放鞭炮引燃杂草，导致林木起火。

4月9日，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
罚法》第五十条第一款，儋州市森林公安局对郑文
透治安拘留7日并罚款500元，对郑荣、郑文何各
罚款200元，对其他涉及人员进行批评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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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人如织 百姓谋业致富

暑气渐浓，热浪来袭，火辣辣的阳
光总是让人想寻觅一处清凉避暑之
地。“最近海南天气炎热，来琼中游览
百花岭，到热带雨林避避暑。”4月12
日，居住在澄迈的“候鸟”老人林业安
说道，早就听说百花岭对外营业了，特
意一早就出发上山，令他没想到的是，
上山的游客这么多。

沿着蜿蜒的山道，排队上山的小
汽车宛若长龙，道路的另一侧则是缓
缓下山的另外一条“车龙”，除去小汽
车，还有不少步行、骑摩托车的游客和
村民，人多车多，却井然有序。行到半
山腰时，景区的工作人员正在指挥着
交通，疏散拥挤车辆和人群。

景区开业后，不仅吸引来了游客，
也吸引了不少返乡务工的村民。景区
的保安、接待员、司机、售票员、环卫工

等多种工种，在招聘上也优先照顾周
边村民。

家住景区附近百花村的村民王
杰，在景区负责打扫卫生和景区绿化，
月薪2000余元。“工作不算太忙，干完
活还可回家务农。”王杰说，有了2份
收入，日子过得滋润多了。

百花岭雨林文化旅游区不仅让景
区附近的村民吃上了“旅游饭”，还向
琼中其他乡镇的贫困户伸出了“橄榄
枝”。“一知道景区招聘，我就来报名
了，现在的工资有近3000元，离家还
近。”琼中县长征镇营株村脱贫户王燕
娇告诉海南日报记者，自己在2018年
底脱了贫，现在在景区担任接待员，有
了稳定的收入，再也不怕返贫了。

据统计，与王燕娇一样在百花岭
务工的周边村民有200多名。借着百
花岭的好风光，越来越多的百姓依托
生态旅游产业在家门口就业。

来到百花岭的游客，除了探秘雨

林，在节假日还能欣赏村民文艺队带
来的黎歌苗舞展演。营根镇升坡村
村民王琼连说道，“我们文艺队被琼
中旅文局请来为游客表演，每次都能
有 4000 元收入，平均每人能分到
200元-300元报酬，我们可喜欢这
份兼职了。”

李合岭介绍，百花岭雨林文化旅
游区从建设起就为80多名琼中贫困
群众提供就业岗位，接下来，景区还将
引进或培养旅游专业人才，打造一支
专业队伍，统一经营管理旅游团队接
待、景点讲解等工作；继续完善景区设
施，创建国家4A级景区，加强景区职
工的培训学习，提高他们的职业素质，
提升景区的接待能力和服务质量，让
更多职工在家门口实现就业。

人潮涌动 土特产品旺销

自百花岭雨林文化旅游区试业以

来，景区人气持续升温，一到节假日，
便游人如织，好不热闹。游客量剧增，
琼中有关部门和景区共同商议后，在
景区建起了扶贫集市，销售土特产品。

4月5日，正逢琼中“三月三”传统
节日和清明小长假，百花岭景区熙熙
攘攘、人潮涌动。“大哥，这是琼中山鸡
……阿姨，那是琼中小黄牛。”在景区
大门内，一处富有黎苗特色的帐篷下，
错落有致的摆放着一箱箱标有“琼中
畜牧”字样的农产品，被聘为销售员的
琼中返乡大学生黄清武正忙着向游客
介绍产品，不一会便售出去了几箱农
产品。

“景区人流量大，而且游客来自全
国各地，对于我们推广琼中本地土特
产品提供了很大的便利，很多游客都
加了微信，成了回头客。”黄清武说道，
就在前两天，来自海口的游客叶晓萍
还回购了一单琼中山鸡。

据介绍，为了能让贫困户享受到

琼中一旅游景区助力旅游扶贫，既吸纳周边村民就业，又为全县旅游创收

百花岭开满“致富花”好风光变成“金饭碗”
■ 本报记者 于伟慧 李梦瑶

通讯员 陈欢欢

忙碌，是琼中黎族苗族
自治县百花岭雨林文化旅游
区董事长李合岭近3个月来
的关键词。近日，他在接受
海南日报记者采访时，脸上
难掩喜悦的笑容：“百花岭雨
林文化旅游区试营业以来，
每天都来了很多游客，每逢
周末、节假日时，游客更是络
绎不绝。”

有着生态雨林八大特
征、物种丰富的百花岭集奇、
秀、雄、美为一体，雨林、飞
瀑、温泉、湖泊、溪流、沟谷、
奇石、黎苗村寨等各类人文
与自然资源和谐交融。从
前，游客来到百花岭，只有观
音庙、瀑布可供游玩，可谓
“两点一线无处看”，通过4
年高标准的筹备与建设，百
花岭雨林文化旅游区如今
“移步换景处处美”。

今年1月全面试营业以
来，接待量节节攀升，单日最
高接待量突破1.3万人。截
至4月初，百花岭雨林文化旅
游区累计接待游客 17.5万
人，成为琼中旅游行业一匹名
副其实的“黑马”。4月6日正
式营业，海南户籍游客可享门
票半价优惠。

一景牵动百业兴，百花
岭雨林文化旅游区串联起
了当地的“绿色经济”，为当
地百姓探索出增收致富新
路子。

旅游发展带来的社会红利，在琼中县委、县政府
的指导下，由琼中畜牧兽医服务中心具体布置与
安排，由百花岭雨林文化旅游区与琼中美味生态
农业有限公司共同实施的琼中爱心消费扶贫市
集（百花岭站）不断迎来扶贫产品旺销。自3月6
日开始销售扶贫产品至今，共计销售琼中山鸡、
琼中山鸡蛋、琼中绿壳鸡蛋及琼中小黄牛等十款
品牌农产品约10万余元，精准帮扶3家专业合作
社，带动50名贫困户实现创收，真正让贫困户在
家门口靠吃“旅游饭”脱贫。

景区效应 撬动琼中深度游

百花岭雨林文化旅游区位于琼中营根镇，因
位于县城，交通便利、四通八达，许多来到琼中的
游客，会选择百花岭为旅程首站。

“从前来琼中，到县城只是吃饭、加油，没有
什么可玩的，自从百花岭开放后，我这已经来了
第三次了。”屯昌游客叶婷婷说道，虽然居住在
邻县，但从前自己却很少逗留在琼中，往往都是
路过。

相比五指山、黎母山、霸王岭等海南名山，主
峰海拔1100米的百花岭名气不算大，却凭借着
汇聚雨林、飞瀑、温泉、湖泊、溪流、沟谷、奇石等
精致景观，成为海南中部生态景区中颇为神秘的
世外桃源。百花溪穿梭于百花岭，位于核心地块
的百花大瀑布总体落差超过300米，是亚洲落差
最大雨林瀑布，号称“亚洲雨林第一瀑”。

观音寺、菩提秘境、万年神树、爱情谷、求子
神树、“小九寨沟”龙溪、海鼎山居、云上花坊、天
池茶舍、森林营地、丛林飞跃、摇摆桥等陆续开
放，是海南休闲、体验、研学、度假、养生旅游的新
名片。

结束百花岭的游玩后，营根镇东南西北方
向各有美景可供游客选择：往东边可品岭头茶
场文化，往西边可探红色旅游线路——白沙起
义纪念园、中国最美乡村什寒村、革命老村便
文村，往北边可寻浓浓乡愁鸭坡村、生态宜居
白鹭湖，往南边可达上安漂流、吊罗山国家森
林公园……

百花岭串联起的这一条条精品旅游线路，撬
动了琼中深度游。此外，琼中旅文局以此为契
机，引入了特色旅游团——俄罗斯旅游团、台湾
旅游团等，更是加大了琼中的影响力和提升了山
水琼中、黎苗胜地旅游品牌的知名度。

（本报营根4月12日电）

百花岭雨林文化旅游区内的山间溪流。
本组图片均由本报记者 苏晓杰 摄

百花岭雨林文化旅游区内的古榕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