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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词解释

海南自贸区制度创新解码
本报海口5月11日讯（记者孙

慧 通讯员杨洲）企业申报施工图审
查，要经过多个部门审核，会出现部门
之间意见不同、审查周期过长、审查责
任难以界定等问题，但在海南，施工图
审市场化和“多审合一”改革后，上述
难题得到了解决。

施工图审是建筑工程项目的重要
申报程序之一，在施工图审市场化改
革以前，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按照分
片区计划性实施，图审机构不开放，属

于市场垄断性质。此外，图审业务要
经过住建、消防、气象、人防等多个部
门审核，常常出现审查环节繁多等问
题，企业需要分头跑部门追踪审查进
度，办事效率低。

近日，在接受海南日报记者采访
时，省住建厅相关负责人介绍，2015
年起，我省推动施工图审市场化改革，
将图审机构向市场完全开放，允许具
有甲级勘察设计资质的设计企业以内
设机构方式开展图审业务试点。市场

化开放后，全省图审机构由2015年的
6家增加至19家，企业图审成本也有
所下降。

为进一步提升图审效率，2018
年 5月，我省全面实施“多审合一”
改革，将涉人防、气象、消防等多个
部门的施工图技术审查工作整合到
一起审批，并且全部交由已完全市
场化的图审机构进行审批，施工图
技术审查实现全流程联审联办，最
大限度减少审批，加强监管，优化服
务，极大方便了企业，也进一步激发
了市场活力。

省住建厅相关负责人介绍，实施

施工图联审改革后，受理审查的图审
机构实行统一审查、按专业分别出具
审查报告，并承担技术审查责任；各主
管部门各司其职，依法履行专业监管

职责。此外，我省还通过开展“双随
机、一公开”抽查监管，抽查监管结果
与智慧信用评价体系相挂勾，落实奖
优惩劣机制。

我省推动施工图审“多审合一”改革，最大限度减少审批

施工图审查只跑一个机构

施工图审“多审合一”指的是将
涉及人防、气象、消防等多个部门的
施工图技术审查全部交由已完全市
场化的图审机构进行，各部门直接

认可一家图审机构出具的审查合格
证，解决了审查机构垄断和各部门
多头审查问题，提高了图审效率和
质量。

施工图审“多审合一”

掀起禁毒新高潮

央视《戏曲采风》栏目
到海口琼山拍摄琼剧

本报海口5月11日讯（记者叶媛媛）5月8
日至11日，中央电视台《戏曲采风》栏目组走进海
口琼山区专题拍摄琼山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系
列专题琼剧《美美的土墨村》，届时该剧将在央视
CCTV-11戏曲频道播出，充分展示琼山区新时
代文明实践成果及琼剧文化魅力。

据悉，为切实推动新时代文明实践试点建设工
作纵深发展，海口琼山区联合美兰区，创作编排了以
贴近本地群众生活、体现本地文化特色、引导移风
易俗为重点的琼剧作品《美美的土墨村》。5月10
日晚，琼山琼剧团到红旗镇本立村开展演出。这
是新时代文明实践主题琼剧《美美的土墨村》在全
市巡演的第24场，央视记者全程进行拍摄。

据了解，该剧讲述大学毕业且考上公务员的
土墨村青年陈文俊，回乡任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
主任和新时代文明实践站站长后，苦干实干、带领
村民建设美好乡村的故事。

本报海口5月11日讯（记者尤
梦瑜）5月11日，由省委宣传部、省旅
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厅出品，海南省歌
舞团和北京舞蹈学院教学实践中心
联合创排的原创民族舞剧《东坡海
南》在省歌舞剧院进行剧目修改惠民
演出，以演代练，再做提升，为本月底
该剧赴上海参加第十二届中国艺术
节做好准备。

《东坡海南》于2016年首演并于
当年8月亮相国家大剧院，随后该剧
又在省内进行多次巡演，受到观众好
评。2018年10月，该剧曾代表海南
参加第二十届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

优秀剧目展演。同年11月，该剧在
第三届海南省艺术节上荣获海南省
文华奖。

自2018年底在海南省艺术节演
出后，该剧主创人员开始为参加第十
二届中国艺术节并角逐第十六届文
华奖进行新一轮修改提升。

《东坡海南》已经在国家级、省
级舞台上亮相多次，许多海南观众
对其故事情节、舞段等也有所了解，
那么，新一轮的修改提升为该剧带
来了哪些新变化呢？总导演彭煜翔
告诉海南日报记者，此次在舞蹈的
编排、舞美设计方面都有较大提升，

与此同时，故事立意也有所升华，
“我们希望通过故事情节的调整让
观众们感受到东坡一生的命运与国
家命运、海南命运的交织，在时代背
景与命运的交错中，彰显人物的家
国情怀。”

据介绍，在舞剧的第三幕中，主
创人员特意增加了“东坡问月”的独
舞片段，在增加舞剧艺术性、观赏性
的同时，传递东坡家国之情。

在彭煜翔看来，除了要体现东坡
“家国情怀”的宏大主题外，舞剧中，
也要通过“细腻”的一面对人物本身
价值观加以深刻刻画，为今天的人们

带来启示与思考。
“在中国艺术节舞台上亮相，我

们就要按照国家级舞台艺术作品的
标准来进行提升。舞剧通过对独舞、
双人舞、群舞的修改润色来体现艺术
本体的审美价值，让艺术感得到新的
提高。”彭煜翔介绍。

《东坡海南》将于5月23日、24
日在上海大剧院演出，角逐第十六届
文华奖。此次剧目提升惠民演出将
连演3场，公众可前往省歌舞剧院售
票处或通过关注“海南省歌舞剧院”
微信公众号购买5月12日至13日的
演出门票。

《东坡海南》在海口惠民演出
剧目修改，以演代练，为赴沪角逐文华奖备战

本报海口5月11日讯（记者计
思佳）5月11日上午，2019海口火山
荔枝推介会暨消费扶贫集市在海口
举行。推介会上，海口市农业农村
局和苏宁易购签署了战略合作协
议，双方在荔枝种植、收购、仓储、物
流和加工环节开展全方位合作，推
动海口火山荔枝产业资源整合和品
牌价值提升。

海口市商务局相关负责人表示，

2019年以来，海口加大电商扶贫工
作力度，按照“政府推动、市场运作、
统筹规划、因地制宜”原则，建立了海
口市各区、镇电子商务服务中心、贫
困村电子商务服务站三级一体的电
商扶贫网络，加快建设农村现代快递
配送体系，打通产品上行的“最初一
公里”等问题。

推介会现场，海南苏宁易购商贸
有限公司总经理陈昌海，就如何为海

口火山荔枝营销做好推介推广谈道，
苏宁超市将多渠道全面打通、多场景
互通互联、多业态组合出拳，争取全
渠道实现200万斤以上的销量。在
荔枝的整个产业中，冷链供应链及物
流是其中的关键部分，海南顺丰速运
有限公司特色产业负责人李政针对
海口荔枝生鲜冷链供应链及物流提
出了他们的方案——以荔枝为切入
点，依托强大的冷链运输和温控管理
系统、专业包装方案和科学保鲜措
施，打造海南特色农产品生产链、供
应链、销售链、仓储链、配送链等一体

化供应链综合解决方案。
当天上午，还有来自海口市的90

余户贫困户、专业合作社携带蜂蜜、
百香果、木薯等特色农产品亮相消费
扶贫集市，产品受市民青睐。活动还
通过系列线下活动宣传展示海口电
商扶贫成果。

本次活动由海口市政府主办，海
口市乡村振兴和打赢脱贫攻坚战指
挥部、海口市商务局、海口市农业农
村局共同承办，南海网、海口市电子
商务协会、海口市现代服务业促进会
协办。

关注第二届海口火山荔枝月

本报海口5月11日讯（记者叶
媛媛）今年5月12日是我国第11个
全国“防灾减灾日”，5月11日上午8
点半，“提高灾害防治能力 构筑生命
安全防线”2019年海口市防灾减灾
宣传活动在海口市民游客中心举行，
来自社会各界的近千名市民、志愿者

参与到活动中来，共同学习防灾减灾
知识。

今年全国“防灾减灾日”的主题
是“提高灾害防治能力 构筑生命安
全防线”，5月6日-12日为防灾减灾
宣传周。为了加强市民安全防范意
识，向广大市民介绍防灾减灾中的新

做法、新亮点、好举措，本次活动中，
主办方在活动现场摆放了防灾减灾的
宣传展板知识，向市民普及火灾、地
震、台风等灾害相关知识，让大家知道
遇到火灾、地震等突发灾难时如何更
好地求生。此外，活动还有三句半《防
灾减灾要牢记》、小品《地震发生时》等

形式多样的文艺表演。海南科教防灾
减灾训练基地教官还为在场的市民介
绍灭火装备，同时演示如何正确使用
灭火设备。

本次活动由海口市减灾委员会、
海口市应急管理局、海口市地震局、
海口广播电视台主办。

海口举行防灾减灾宣传活动

普及灾害知识 提高防治能力

中国旅游日海口分会场活动拉开序幕

海口主要景区将推出
“一周半价”促销

本报海口5月11日讯（海报集团全媒体中
心记者苏靓）5月是海口瓜果飘香的季节。5月
11日，海口市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局组织市民游
客、媒体记者到海口三门坡镇、大致坡镇等地，通
过开展采摘游活动拉开2019年中国旅游日海口
分会场暨海口旅文促销·荔枝红采摘季活动序幕。

5月11日，在三门坡镇的红土地采摘庄园，
采摘现场十分热闹。红土地采摘庄园的负责人蔡
长彬说，自海口火山荔枝于本月初上市以来，前来
体验采摘乐趣的游客络绎不绝。

番石榴、莲雾也是近期的热门采摘水果。海
口永群绿种养专业合作社负责人徐德喜介绍，合作
社有50亩红心番石榴，口感绵软、果香浓郁，受到
游客和消费者的青睐。徐德喜说，这个季节，大致
坡片区不但有睡莲可以采摘，还有大片的红心番石
榴、荔枝、黑金刚莲雾、百香果、火龙果等可供采摘。

据悉，本次活动由海口市旅游和文化广电体
育局主办，5月19日，该活动将在海口火山口地
质公园正式启动，届时将推出海口主要景区“一周
半价”促销、乡村振兴采摘游、亲子研学游、主题惠
民文化游、旅游演艺活动等公益惠民旅游产品。

三沙市爱国主义电影
教育基地揭牌

本报讯（记者卫小林 通讯员王治科）5月10
日上午，由三沙市委宣传部和海南省电影有限公
司共同设立的三沙市爱国主义电影教育基地在永
兴岛三沙银龙电影院揭牌。

设立三沙市爱国主义电影教育基地，开展爱
国主义电影放映工作，对驻岛军民、党员干部、在
校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是保障党和国家文化
惠民工作和爱国主义电影教育工作扎实推进的一
项重要举措，对推动三沙市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
具有重要意义。

海南省电影有限公司负责人介绍，三沙市爱
国主义电影教育基地设立后，计划每周安排放映
两场爱国主义题材影片，该公司将充分发挥电影
节目资源丰富的优势，切实做好节目供应和放映
安排等相关工作，确保爱国主义电影教育工作的
正常开展，满足驻岛军民的观影需求。

海口举行军休干部
书画联谊活动

本报海口5月11日讯（记者王黎刚）丹青歌
盛世，翰墨颂和谐。海口市第一军休所庆祝新中
国成立70周年暨军休干部书画联谊活动5月10
日在海口举行。

省内多位知名书法家参与联谊活动。海口市
第一军休所举办此次书画交流活动，既是对我国
传统文化一种继承和发扬，也为军休老干部搭建
了一个交流互动、再现自身价值、发挥积极作用的
平台。军休老干部们通过书画联谊的方式，抒发
了敬党、爱国的深情厚谊，展示军休干部老有所
学、老有所趣的精神风貌。

禁毒大会战“春雷行动”

文昌海岸警察支队
侦破毒品案15起

本报文城5月11日电（记者良子
通讯员 张耀中）5 月 11 日，海南日
报记者从文昌海岸警察支队了解
到，在全省禁毒大会战“春雷行动”
中，该支队共侦破毒品案件 15起，
抓获涉毒犯罪嫌疑人员 18 名，收
缴各类毒品约 26.48 克；查处吸毒
案件16起，抓获吸毒人员16名，强
制隔离戒毒16名。

据悉，该支队灵活运用日常办案、
调查走访、审查深挖等方法，主动出
击，深挖毒源，加大对各基层派出
所侦办案件的指导力度。通过分
析研判，抓住毒品来源、人员身份、
贩毒路线、交易方式等环节，梳理
出一批重大 涉毒线索和重点人
员。2017年禁毒“秋冬攻势”、2018
年“夏季攻势”专项行动中，支队共
破贩毒案件78起（其中省级毒品目
标案件 3 起、重特大贩毒案件 8
起），抓获犯罪嫌疑人98人，缴获各
类毒品约 3.41 公斤，易制毒物品约
1.2吨，仿64手枪1把，子弹3发，强
制隔离戒毒109名。

因禁毒工作成绩突出，文昌海岸
警察支队在近日全省禁毒三年大会
战第十六次月调度例会暨阶段性表
彰会上获评禁毒先进集体，2名民警
获评禁毒先进个人。

我省开展专项打击行动

让假牌套牌车
“无路可行”

本报海口5月11日讯（记者良
子 特约记者周平虎）5月11日，海南
日报记者从省交警总队了解到，从5
月1日开始至12月31日，全省开展
打击假牌套牌假证违法犯罪行为专
项行动。

省交警总队要求各地交警要按
照“标本兼治、综合治理、系统治理、
常态治理”的工作要求，进一步建立
健全完善打击假牌套牌假证违法犯
罪行为部门联动、警种协同、区域协
作的长效常态工作机制，网上网下联
动严控，清除网络售假信息，切断寄
递渠道，打击制售窝点，最大限度地
消除假牌套牌假证违法犯罪行为，查
处一批涉牌涉证严重交通违法行为，
不断净化我省的道路交通环境。

定安美食文化节美食主题征文大赛启动

寻找记忆的味道
本报海口5月11日讯（海报集团全媒体中

心记者胡诚勇）在一年一度的母亲节到来之际，
2019定安美食文化节通过海南日报、南国都市报
等发起“寻找记忆的味道”美食主题有奖征文大
赛。大赛以“最爱妈妈的菜包饭”为活动口号，面
向海南所有的美食爱好者发出征集令，征集与美
食有关的亲情故事。

此次大赛的征文时间为 5 月 12 日至 5 月
26 日，文章要求条理清晰、细节生动，有真情
实感，内容健康积极向上，字数在 1500 字以
内。5月25日，活动主办方将组织专家学者对
所有来稿进行评选。6月 2日，获奖文章及获
奖名单将在南国都市报及南国都市报微信公
众号上公布。

大赛特设一等奖2名，奖金900元；二等奖6
名，奖金500元；三等奖16名，奖金200元。凡是
获奖者，将获得定安粽子大礼包。投稿邮箱：
39987183@qq.com。

关注2019年定安美食节

2019海口火山荔枝电商推介会举行

用电商平台推动品牌提升

专项行动重点打击和检查的车辆

列入假牌套牌嫌疑车辆名单车辆

各地研判比对确定的假牌套牌嫌疑车辆

报废车辆

重点打击的违法行为

1.伪造、变造机动车号牌的

2.伪造、变造机动车行驶证的

3.使用伪造、变造的机动车号牌的

4.使用伪造、变造的机动车行驶证的

5.使用伪造、变造的机动车驾驶证的

6.使用其它车辆的机动车号牌的

7.其它涉牌涉证违法行为

制图/张昕

目前，海南岛已建成了以环岛高速和中线高速公路为主骨架、“三纵四横”国省道为主干线，贯通东西南
北、辐射全岛的公路网络，全岛公路通车总里程达3.5万公里，公路网密度为103.3公里/百平方公里。图为高
空俯瞰承担着疏解海口城市交通拥堵功能的海府立交骨干路网。 本报记者 张茂 摄

“三纵四横”畅通途

瞰新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