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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引下 ——新时代新作为新篇章

省领导干部周末学习专题讲座
聚焦新时期国家安全战略
毛万春参加学习

本报海口5月25日讯（记者尤梦瑜）5月25日上午，
海南省领导干部周末学习专题讲座在省人大会堂举
行，讲座邀请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国家安全学院
教授、博士生导师孟祥青少将专题讲解《我国安全环境
与国家安全战略》。省政协主席毛万春参加学习。

孟祥青原任国防大学战略研究所所长，享受“国务
院政府特殊津贴”，长期从事国家安全问题教学和研
究，理论水平深厚。讲座中，孟祥青从十八大以来我国
安全环境新变化以及新时代筹划国家安全战略的新思
考多个方面，对我国当前面临的周边安全形势及国家
安全战略进行了深入的阐述。

省委常委、秘书长胡光辉在主持讲座时表示，讲座观
点鲜明，深入浅出。国家安全工作事关海南全面深化改
革开放大局，事关海南长远发展，全省各级各部门要深入
贯彻领会中央指示精神，以讲座为契机，把思想和行动
切实统一到党中央关于维护国家安全的决策部署上来，
各司其职、敢于担当，形成维护国家安全的强大合力。

省领导蓝佛安、童道驰、肖莺子、刘星泰、彭金辉、
许俊、何西庆、康耀红、林北川、关进平、王路、刘平治、
范华平、沈丹阳、陈凤超、马勇霞、史贻云、王勇、吴岩
峻、陈马林、蒙晓灵、侯茂丰参加会议。

毛万春率队到三亚
开展园区管理体制创新调研

本报三亚5月25日电（记者刘操）5月25日下午，
省政协主席毛万春率调研组赴三亚开展“海南园区管
理体制创新”专题调研并召开座谈会。

三亚崖州湾科技城项目是海南自由贸易试验区建
设启动的12个先导性重点项目之一，项目重点发展南
繁科技、深海科技及科教研发三大主导产业，目前已开
工项目10个。调研组一行深入崖州湾科技城 ，实地
查看了三亚大白鲸探索世界项目建设情况，在用友大
楼观看宣传片详细了解崖州湾科技城总体规划。

座谈会上，三亚市有关部门负责人、相关园区负责
人、园区企业代表畅谈了产业园区建设发展情况、园区
管理体制情况、存在问题并提出建议。调研组成员围
绕我省园区管理体制创新，如何促进园区发展，实施

“一园一策”，园区与市县、园区与园区之间的管理关系
等问题与三亚参会人员进行了互动交流。

毛万春指出，高水平规划建设园区是三亚发展以
旅游业、现代服务业和高新技术产业为主导产业的重
要一环。崖州湾科技城要根据海南的发展战略定位、
特色和优势，实事求是，遵循经济规律，以体制机制创
新为园区建设发展提供保障。崖州湾科技城区位优势
明显，可按照“文化为魂、水系为韵、生态为媒、产城融
合、人才为本、共享为特、创新为最、拥湾发展”的思路
挖掘亮点。要提高认识，增强信心，按照“多规合一”的
理念，整合资源，抓好园区建设各项工作，为三亚打造
海南自贸区自贸港建设标杆作出积极贡献。

省政协副主席王勇，秘书长王雄参加调研。

海南康迪电动汽车车身与总成生产线建成 李军主持召开省打赢脱贫攻坚战
指挥部第7次会议

研究贯彻全省脱贫攻坚
推进大会精神措施

本报海口5月25日讯（记者金昌波）省打赢脱贫
攻坚战指挥部5月25日召开2019年第7次会议，研究
贯彻24日晚全省聚焦“两不愁三保障”脱贫攻坚“背水
一战”推进大会精神的措施，安排部署近期重点工作。
省委副书记、指挥长李军主持并讲话，省人大常委会副
主任、副指挥长何西庆，副省长、副指挥长刘平治出
席。指挥部各专项工作组和督查组汇报了开展大比武
等情况，决定召开全省定点扶贫工作会议。

李军指出，省委书记刘赐贵、省长沈晓明在推进大会
上的讲话，对当前和今后的脱贫攻坚工作进行了具体部
署、提出了明确要求，近期要以正在开展的脱贫攻坚大比
武为抓手，强力抓好讲话精神的贯彻落实。各市县各部
门各单位要对讲话精神进行专题学习专题研究，逐项分
解，拿出具体措施和行动，决不能“挂空挡”。要在各市
县各乡镇各村之间、各级帮扶干部之间营造“比学赶超”
浓厚氛围，坚决克服骄傲自满、松劲懈怠、粗心大意，继续
拧紧“螺丝”“背水一战”，确保海南继续保持在“国考”第
一方阵。要强力推进国家考核问题整改、“两不愁三保
障”突出问题大排查和扶贫对象回头看等重点工作，将
其作为大比武重要内容。要保持扶贫干部队伍稳定，开
展好驻村第一书记“老带新”“传帮带”，确保各项工作有
序衔接、扶贫力量不断加强。要狠抓典型，坚持问责尺
度不松、力度不减，切实强化纪律和作风保障。各督查
组要继续发挥好利剑作用，及时发现问题、解决问题。

刘平治强调要落实好目标不变、靶心不散、频道不
换的要求，坚持问题导向，抓好工作衔接，防范化解风
险，提升工作质量。

本报海口5月25日讯（记者周
晓梦 通讯员程明明）5月24日上午，
琼海、文昌、万宁等10个市县因县级
城市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环境问题
清理整治工作履职不力、进展缓慢等
问题被省生态环境厅集体约谈。据
了解，被约谈市县整治工作进度严重
落后于时序进度，被要求须在今年年
底前全面完成整治任务。

饮用水水源地保护攻坚战是污
染防治攻坚战的七大标志性战役之
一，饮用水水源地保护事关全省饮用
水“水缸”安全。去年5月，我省开展
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环境保护专项

行动，要求到2019年年底，全面完成
县级及以上城市饮用水水源地环境
问题清理整治任务。但截至今年4
月，各市县饮用水水源地环境问题清
理整治工作进展均低于时序进度要
求，其中琼海市、文昌市、万宁市、定
安县、澄迈县、临高县、陵水黎族自治
县、乐东黎族自治县、保亭黎族苗族
自治县、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等10
个市县严重落后于时序进度。

约谈会上，省生态环境厅明确提
出，各市县要提高认识，压实责任，加
大力度，全面整治，要严格按照“一个
水源地、一套整治方案、一抓到底”的

原则，建立问题台账，制定切实可行
的清理整治方案，同时要加强饮用水
水源地监管制度建设，巩固和保障居
民饮水安全，确保今年年底前全面完
成整治任务。

“这项工作没有落实好，拖了全省
的后腿，我们感到十分惭愧。”“接下
来，我们将在行动上确保真抓实干，年
底保质保量完成整治任务……”在现
场，琼海、文昌等10个市县分管领导
分别表态，针对此次通报中存在的问
题，将进行细致梳理，制定整治方案，
确保今年年底前全面完成饮用水水
源地环境问题清理整治任务。

饮用水水源地环境问题清理整治落后

我省10市县被集体约谈

■ 本报记者 计思佳

5月25日上午，海口市社会民生
服务百项业务“一窗式”“不见面”审
批正式上线运行。其中，172个行政
审批服务事项均纳入“一窗”窗口集
中受理，142项社会民生服务事项实
现全流程“不见面”审批。

海口市政府相关负责人表示，“一
窗受理，一网通办”是该市推进制度创
新、优化营商环境的具体举措，既解决
了传统部门“摆摊设窗”忙闲不均的问
题，又助力群众和企业简办、易办、快
办，增强了广大市民的获得感。

“一事跑多窗”
变“一窗办多事”

方便、快捷、省事——提起今年5

月初办理网约车经营许可证的经历，
上海华颂汽车租赁服务有限公司海口
分公司工作人员罗瑞靖用6个字总结。

“以前我们公司办网约车许可证，
得跑3趟。先去政务中心的交通局窗
口提交申请，又到灵山车管所变更车
辆营业性质，最后出证还要回政务中
心取，很多材料都需要重复填写、提
交。”罗瑞靖告诉记者，改革之后他只
需要跑一趟，去政务中心一个窗口就
能把证办下来，出证时间也大大缩短。

今年4月28日，海口“一窗式”
受理开始试运行，将交通局、旅文局、
卫健委、人社局、司法局等19家单位
172个行政审批服务事项纳入“一
窗”窗口集中受理。试运行以来，社
会民生服务“一窗”共受理办件2144
件，其中窗口受理1901件、网站受理
109件、微信受理134件。

海口市政务管理局局长吴秋云
介绍，新上线系统提供的“一刷通”

“一证通”可解决材料重复填写、提交
等问题。“一刷”自动读取身份证和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信息，生成带有申办
主体基本信息的申请表；通过已办证
件的“一证”核验，可选择是否复用过
往提交的材料。此外，社会民生服务

“一窗”上线运行后，29个窗口压缩
为15个，精简了48%。窗口的“减
负”，让群众告别了来回跑不同窗口
办事的历史，实现群众办事进一个门
到一个窗能办多件事。

电脑手机完成
“不见面”审批

5月20日上午，正在上班的海南
新境界软件有限公司工作人员林拉
莎收到了快递员送来的《技术开发合
同认定表》。

“足不出户就能办完所有的事，
非常方便。”林拉莎说，以前申请认

定，要拿着材料在海口市政务服务中
心和市科学技术工业信息化局中间
来回跑好几次。“现在网上就能申请，
办结后有短信提醒，还能免费快递上
门，大大减少了工作量。”

据了解，海口市政务管理局联合
交通、商务、教育等19个部门对现有
的业务流程从办事指南、环节、表单、
材料、流程、结果等多个方面进行优
化，实现142个事项的“不见面审批”。

海口通过对接“椰城市民云”和
12345微信公众号，推进实体政务大
厅向网上办事大厅延伸。“办事群众
只须在海口政务服务网，或椰城市民
云APP、微信公众号海口12345上办
理相关事项，审批部门在申请人申报
材料齐全的情况下，即可在承诺办结
的时限内办结。”吴秋云说。

“主题式”服务
让审批再优化

流程优化再提速，个性化定

制“主题式”服务，也是海口在审
批服务中推出的一大创新举措。
针对流程复杂、材料繁多，并涉及
跨部门、跨层级的审批事项，海口
对申报、审批等全流程进行定制
化改造。

例如，针对引进人才群体特点，
海口个性化定制“引进人才住房补
贴”全网通办服务。申报环节不仅
提供“一表填报”，还为组织单位多
人批量申报提供了更为便捷的“分
布式填报、自动汇总”功能；审批环
节支持多达 12 个部门的“在线审
核、并联办理”，极大地提高了办事
效率。

吴秋云说，下一步，海口还将不
断完善“一窗”改革，探索实施“我要
开商场”“我要开工厂”“我要办企业”

“我要投资项目”等多类主题服务，推
进12345热线24小时人工专席帮办
等，实现行政审批服务工作规范、便
民、高效的目标。

（本报海口5月25日讯）

172个事项“一窗”受理 142项业务全程不见面审批

海口:“一窗一网”改革利企便民

■ 本报记者 曾毓慧

从白沙黎族自治县县城牙叉镇出
发，向南行驶约20公里，在叠翠山林的
掩映下，一幢幢黎族风格的二层小楼
映入眼帘，这里是白沙南开乡银坡村，
也是我省第一个生态移民搬迁村庄。

“这百香果品相好，口感很不错，
一点都不愁订单，上周就发货2万多
斤，我请了村里20多个村民采摘都
忙不过来。”银坡村种养专业合作社
负责人王测说。

作为银坡村集体经济产业，村口
旁占地约100亩的百香果种植基地
今年5月又迎来了好收成，一个个红
红的百香果垂吊在果架底下，王测带

着村民们忙着采摘、筛捡、打包，大家
干劲十足。

曾经，作为白沙最为偏远的村庄，
连绵群山犹如一道道屏障将南开乡高
峰村道银、坡告2个自然村与外界隔
绝。尽管乡土难离，但为了呵护生态，
让村民过上好日子，2017年元旦，道
银、坡告2个自然村共计30户建档立
卡贫困户从位于鹦哥岭深处的“穷山
窝”搬迁至银坡村，自此告别了大山深
处的茅草房和铁皮屋，过上了新生活。

一次变迁：
搬出“穷窝”过上新生活

高峰村有多偏远？
从牙叉镇往南开乡，一路上，经

过晨露滋润的峰峦更显迷人，群山尽
是苍翠欲滴的浓绿，可山路崎岖从未

间断，一侧是壁立千仞，另一侧是深
谷沟壑，蜿蜒的盘山道仅能通过一辆
车。即便是近年全程修好了水泥路，
当地的老司机驶过大约60公里的山
路至海拔约1000米的高峰村时，车
程也需要3个小时。

高峰村有多贫穷？
“一间瓦房三石灶，一条野藤挂家

当”是这个村庄几年前的真实写照。
高峰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符志
明介绍，最初，高峰村下辖方通、方佬、
方红、道银、坡告5个自然村，共128
户600余人。在2015年前，道银、坡
告2个自然村不通公路、不通电力、
不通通信网络，村民居住的大多是泥
墙铁皮顶房屋，有的甚至是茅草房。
每逢暴雨、台风来袭，石滩低洼处、漫
水桥容易被水漫过，唯一能联系的对
讲机信号薄弱， 下转A02版▶

壮丽70年·奋斗新时代

天涯巨变

码上读

扫码看白沙生态移民逐步实
现生态保护与精准扶贫双赢

拍摄、剪辑：刘冀冀 韦茂金

白沙高峰村生态移民逐步实现生态保护与精准扶贫的双赢

搬出穷山窝 敲开幸福门

5月23日，在海口国家高新区美安生态科技新城，康迪电动汽车车身与总成生产线已建成，目前正处于设备调试阶段。
据了解，康迪电动汽车（海南）有限公司于2015年12月落户美安生态科技新城，占地面积19.61万平方米，总投资20亿元，
项目建成后将形成年产10万台（套）电动汽车车身装配能力。 本报记者 张茂 摄

白沙银坡村。
海报集团全媒体中心

记者 韦茂金 摄

2019年中国家庭
帆船赛三亚启航
首批40个家庭参与

本报三亚5月25日电（记者易
宗平）5月25日，2019年中国家庭帆
船赛开幕式在三亚湾海虹广场举行，
首批40个家庭参与比赛，成为一道美
丽的风景线。

“我们在赛前培训了两个星期，
掌握了帆船的使用方法。”三亚市民
李涛告诉海南日报记者，周末参加家
庭帆船赛，既能增进一家人在一起的
乐趣，又能让小孩在得到锻炼的同时
开阔眼界。

家庭帆船赛还成为孩子们展现才
艺、陶冶情操的平台。三亚市第九小
学的孩子们在家庭帆船赛开幕式上，
面向大海表演了手语舞；来自三亚干
沟小学的孩子们，则第一次亲手牵引
帆船缆绳，感受体育的乐趣；由多方打
造的“蓝丝带号”帆船，则让包括孩子
们在内的参与者领略到“保护海洋就
是保护我们自己”的意义。

“家庭帆船赛的定位是‘小众运动
大众化、高端运动平民化’，让更多人
参与到航海运动之中。”三亚市旅游和
文化广电体育局有关负责人表示，以
帆船运动为媒介，在国内外开展交流
活动，有利于促进三亚体育休闲旅游
产业的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