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本报记者 梁君穷
特约记者 陈思国

秀丽的黎安瀉湖如一颗蓝色的
眼睛点缀在陵水黎族自治县美丽的
珍珠海岸上，但违法用地、违法建筑
（即“两违”）情况在黎安瀉湖畔时有
发生，破坏了环湖岸线风景与生态
环境。5月 28日下午，黎安镇政府
及相关村庄组织50余人力，对该潟
湖边某驾校1.5亩的违建图斑点进
行拆除。

这是陵水毫不手软打违的又一
起案例。近年来，陵水按照“尊重历
史、正视现实、依法依规”的原则，通
过分类细化目标任务，下沉乡镇督查
督导等方式，重拳出击，全力推进“两
违”调查摸底、集中打击违法建筑、防
控“两违”新增工作，并通过实施农房
报建、建章立制等，采取疏堵结合的
方式遏制“两违”增长势头。

常态化开展
集中拆违行动

5月23日，隆广镇对辖区内的4

宗“两违”图斑进行拆除；光坡镇对饮
用水水源地生态保护红线区内的猪
舍羊舍以及临时搭建的铁皮棚进行
依法拆除复绿；本号镇共拆除3宗违
法建筑……

这是陵水各个乡镇开展的一次
集中打击“两违”行动，当天陵水11
个乡镇共拆除“两违”图斑45处，拆
除违法占地面积12.45亩，违法建筑
面积8000多平方米。此次行动不仅
有效制止了“两违”的蔓延，也体现了
陵水打击“两违”的坚定决心。

据了解，陵水县生态环境六大专
项整治联合指挥部办公室下发了《关
于在2019年定期开展集中打击“两
违”的通知》，要求各乡镇每月开展2
次集中打击“两违”行动，今年截至5
月10日，陵水全县共拆除违法建筑
151宗，占地面积64.48亩，建筑面积
4.08万平方米。

此外，陵水还坚持依法从严打击
违法建设、销售“小产权房”的行为。
严厉查处非集体经济组织成员通过
私下购买宅基地或与本辖区居民合
作建设的违法建筑。对造成恶劣影
响的“小产权房”案件挂牌督办，发挥

警示和震慑作用，“不敢违法、不能违
法、不想违法”的氛围正在不断形成。

加强督导督查
保持高压态势

为了快速提高“两违”处置进程，
陵水县生态环境六大专项整治联合
指挥部研究决定，由该指挥部成员单
位分组下沉到各乡镇，会同乡镇组成
联合处置工作组，对乡镇“两违”图斑
处置、“两违”工作防控等工作开展拉
网式督导。

联合处置工作组督导的内容十
分明确，第一条便是牵头梳理复核乡
镇两期“两违”图斑分类处置情况，实
时纠正各乡镇“两违”图斑分类处置
中未按法律法规相关规定要求的行
为。同时，督导乡镇重点拆除占用基
本农田、生态红线及“小产权房”、已
下达拆除计划等“两违”图斑，对重点
难点“两违”图斑按程序上报县政府
组织实施拆除行动。

联合处置工作组还负责督导乡
镇对符合“设施农业”“一户一宅”报
建要求的“两违”图斑抓紧补办手

续；督导乡镇网格化巡查管控、零违
建日报等制度的落实，以及乡镇规
范化、简约化办理农房报建工作情
况等。

同时，陵水还通过加强督查问
责，强化责任担当。严格落实“两违”
整治工作中的“党政同责”“一岗双
责”，依法依规对相关责任人加大问
责力度，对工作不力、相互推诿的，特
别是对涉及党员干部参与违建的，从
严从重查处。

2020年底前
完成“两违”存量处置

5月29日，隆广镇对五一村一处
水泥砖制品厂进行依法拆除，恢复土
地原貌2.5亩；文罗镇组织国土所、规
划所、联防队员，对辖区内的1宗“两
违”图斑进行拆除。

“全县各个乡镇日常做了大量
整治‘两违’的工作，但要长久地做
好控违工作，必须给予制度保障，逐
级压实责任。”陵水县生态环境六
大专项整治联合指挥部相关负责人
表示。

今年以来，陵水通过落实“两违”
举报奖励办法，出台防控和查处违法
建筑责任追究暂行办法、违法用地违
法建设和环境污染防控网络化监管
工作实施方案，以及“两违”整治工作

“一户一宅”认定标准、“两违”分类处
置实施办法等，发挥县、镇、村、村小
组四级网格力量，创新监管体制机
制，加强“两违”的联防联控。

据介绍，下一步陵水还将努力实
现全方位、全覆盖、无盲点的监管，按
照程序完备、证据确凿的要求，依法
依规处置存量违法建筑，严厉打击新
增违法建筑，建立防控和处置“两违”
长效机制。

陵水县生态环境六大专项整治
联合指挥部相关负责人表示，今年下
半年将组织规划、国土、住建、环保、
综合执法等部门和各乡镇研究制定

“两违”整治分类处置具体实施方案，
分类施策，细化分类处置方法。制定
两年打违行动计划，确保2019年全
面完成存量应拆除任务，确保2020
年底前完成对全部存量“两违”的处
置任务。

（本报椰林5月30日电）

陵水疏堵结合严防新增违建

今年计划实现
农房报建率不低于80%

本报椰林5月30日电（记者梁君穷 特约
记者陈思国）“从申请报建到批复同意建设只
用了1个月，证件齐全了，我家盖房子才安心。”
5月30日，陵水黎族自治县光坡镇港坡村村民
符美珍高兴地说道。

据悉，陵水在保持打违控违高压态势的同
时，也注重“疏”的作用，扎实推进农房报建工
作，满足农户报建的实际需求。截至5月10日，
今年以来陵水全县共受理农村居民报建440
宗，发放建设规划许可证64宗，农村居民依法报
建的意识正逐步形成。

“为有序推进农房报建，强化宅基地管理，
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将配备专业人员到乡镇负
责农房报建工作，加强财政支持，加大宣传和政
策引导，确保农村居民住有所居，逢建必报。”陵
水县生态环境六大专项整治联合指挥部相关负
责人介绍，同时将采取简化审批流程、联合办
公、共享信息等措施，提高农房报建管理和农村
宅基地管理效率。根据工作计划，2019年，全
县各乡镇新建农房报建率将不低于80%。

在“堵”方面，网格常态化巡查管理的格局正
在形成。为实现“两违”“零增长”最终目标，陵水
建立了县级到村小组的四级网格化巡查防控机
制，划片包干，层层落实责任到人。2019年以来
各乡镇通过网格化巡查共发现并处置违法建筑
24宗，建筑面积0.58万平方米，涉及违法用地面
积8.92亩。

陵水县生态环境六大专项整治联合指挥
部相关负责人表示，接下来还将完善日常巡
控，将打击违建的工作重心从“事后打击”转变
到与“源头预防、疏堵结合”并重上来。实行三
级网格化包干防控机制，持续做好日常巡控和
监督检查，建立完善的违法建筑摸底排查台
账。加强个人报建政策宣传，做到路边有宣传
牌、电视有图像、广播有声音、手机有短信，引
导群众依法依规进行报建。

本报椰林5月30日电（记者梁
君穷 特约记者陈思国）近日，陵水黎
族自治县出台《“无违建”创建工作方
案》，旨在通过该项工作，进一步增强
全社会防控和治理“两违”意识，着力
形成长效机制，努力确保到2020年
底，全县50%乡镇、80%行政村实现

“无违建”创建达标，全县存量违法用
地和违法建筑全部得到有效处置，

“两违”实现“零增长”。
结合自身实际，陵水根据《海南省

创建“无违建活动优秀乡镇（街道）”考
核验收办法》和《海南省创建“无违建

村（社区）”考核验收办法》，提出了“无
违建区”创建的“三无四有一经常”要
求，即无存量违法建筑、无新增违法建
筑、无整治违建重大事故；有健全的违
建管控机制、有完备的建房保障体系、
有创建工作方案、有创建工作机构；经
常性宣传“无违建”工作。

根据方案，今年6月1日至2019年
11月30日为全面实施阶段，将通过开
展主题拆违、专项行动集中拆违、媒体
曝光监督等活动，强化源头管控，推进
分类处置、强化巡查力度，有效控制新
增违建；并按照调查摸底排查出来的情
况，加大力度，分批按实施计划进行分

类处置和开展土地拆后利用工作，确保
“无违建”创建工作有序推进。做好层
级监督工作，乡镇对村（居）创建工作进
行监督，县级对乡镇创建工作进行监
督，做到层层把关、层层落实。

据悉，今年陵水将创建不少于1
个“无违建”示范镇，每个乡镇创建不

少于1个“无违建”示范村。各个乡镇
要制定“无违建”创建工作方案，确定

“无违建”创建工作目标，按照“拆、防、
化”的治理要求，围绕调查摸底、新增
管控、农房报建、分类处置、依法拆违、
拆后处置等方面，有序有效强力推进，
实现“无违建”创建活动达标。

以“三无四有一经常”为要求

陵水开展“无违建”创建工作

陵水推进集中打击、联防联控，强化督查问责、建章立制

重拳出击遏制“两违”蔓延

关注旅游新动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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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梁君穷
特约记者 陈思国

“在这里，潜水的所有环节都有
专人指导，有标准化的流程，我们
玩得比较放心。”5月 27日，在陵水
黎族自治县分界洲岛旅游区，刚体
验完海底潜水项目的游客邓肖兴奋
地说道。

目前陵水分界洲岛旅游区实行接
待潜水游客标准化流程，从游客报名
开始，到游客潜水后的反馈，每一个环
节都制定了规范化内容。有关潜水流
程全部向游客公开。标准化的服务赢
得了游客的青睐。

“陵水旅游标准化示范地区创建
工作不仅仅是要抓好重点旅游景区，
更要结合15个行业类别和60家试点
企业逐项分类落地实施，引导全县旅
游企业向标准化、品牌化的方向发
展。”陵水县旅游和文化广电局市场产
业室主任李阳介绍。

以标准化规范服务
“分界洲岛旅游区2017年12月

已全面实施景区旅游标准化创建工
作，并于2018年底获得了‘旅游标准
化试点企业’的荣誉。”该旅游区相关
负责人认为，旅游标准化建设符合景
区的发展需求。

为进一步完善健全景区标准化体
系，分界洲岛旅游区于今年4月，分批
召集景区各部门管理人员开展标准体
系修订座谈工作，在原有的四大体系
401项标准的基础上，修订标准约40
项，增加标准约140项。

分界洲岛旅游区试点的成果也为
陵水其他景区旅游标准化创建工作提
供了可借鉴的经验。

“景区工作人员非常有责任感，服
务态度十分热情。”“景区导游衣着统
一、整洁得体，用语也体现出文明规
范。”5月26日，许多在陵水南湾猴岛
景区游览的游客都为景区高质量的服

务点赞。海南日报记者在该景区看
到，无论是商店的服务，还是车辆的换
乘，都有规范、统一的指示牌或工作人
员讲解。

“今年以来，南湾猴岛景区结合陵
水创建全国旅游标准化示范地区的工
作，不断规范和优化景区管理，公司内
部开了‘创标’推进会，决心以推进标准
化建设凸显品质与特色，提升游客旅游
体验。”景区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

充分培训试点企业
今年4月11日，陵水启动为期一

个月、对象为全县54家旅游标准化试
点企业的调研辅导活动。调研辅导专
家组由该县旅游标准化办公室工作人
员与武汉市优立华盛标准化管理咨询
公司的专家团队组成。

“此次工作重点是为各试点企业
做好线上及线下工作开展前期基础性
指导，包括试点企业整体创建任务的
说明，试点企业公共信息导向系统现

状的调研，试点企业标准体系基础信
息的完善，企业实施相关国家、行业及
地方标准的情况采集，旅游标准化测
评系统的注册与基础操作讲解等。”李
阳介绍。

此外，陵水多次为试点企业代表
进行培训。今年1月25日，陵水开展

“创标”精细化培育会，该县相关职能
部门及试点企业代表150多人参加培
训；4月18日至19日，陵水邀请专家
为42家试点企业的代表进行培训，由
专家对企业标准体系的建立进行详细
解读，并组织相关人员对分界洲旅游
景区等进行实地观摩学习。

为长远发展打牢基础
标准化的目的在于使一定范围

（领域）内的行动获得最佳秩序，追求
这个最佳秩序会给陵水的旅游服务行
业带来哪些好处？

“短期内可能看不到十分明显的
变化，游客数量和旅游收入不会一下

子迅猛增长，但推进旅游标准化是一
件从根子里打基础的事情。”李阳介
绍，“比如陵水发展游艇产业，游艇赛
事怎么组织？游艇来了怎么协调？医
疗保障怎么做？只有做好了这些标准
化的服务，才能让赛事方、游客等有信
心选择陵水。”

推进标准化建设不仅是创建全国
旅游标准化示范地区的需要，更是发
展全域旅游的实际需求。“乡村旅游的
发展需要更多标准化的服务，比如公
共交通，目前还没有直接到村里的公
交车，这也制约了坡村乡村旅游的进
一步发展。”文罗镇坡村文化演艺有限
公司总经理顾大峰介绍，目前坡村正
力求在标准化服务上取得突破。

李阳表示，陵水在推进旅游标准
化建设的过程中，将通过提高旅游产
品和旅游服务的质量，规范市场秩序，
强化行业监督管理，提升景点的可达
性与接待能力，推动乡村旅游业的转
型升级。 （本报椰林5月30日电）

陵水对旅游标准化
试点企业开展培训

本报椰林5月30日电（记者梁君穷 通讯员
李阳）5月27日，陵水黎族自治县旅游标准化创
建工作办公室邀请“创标”专家组，为试点企业开
展标准体系与国行标准实施，以及公共信息导向
系统实施与整改进行培训。该县创建全国旅游标
准化示范地区试点企业主要负责人和专办人员共
120余人参加培训。

培训会上，“创标”专家组重点就建立和实施
企业标准体系的重要性、国家企业标准体系系列
标准的要求、条件、组成和程序，以及标准体系的
运行、评价，公共信息导向系统标准化的目的、目
标、原理等开展了深入的讲解。

参加培训的试点企业人员纷纷表示，要将所
听、所学应用到提升企业的发展中去，提升企业服
务管理，以优质的旅游服务吸引更多的游客来到
陵水，共同促进陵水旅游业的转型升级。

“通过本次培训，可以使各试点企业认识到创
建旅游标准化的重要性，促进各试点企业各项标准
顺利实施，确保试点标准有效贯彻实施。”陵水县
旅游标准化创建工作办公室相关负责人表示，这有
利于推进该县旅游标准化示范地区创建工作，陵
水力争7月完成创建验收工作。

强化培训 规范服务

陵水:旅游标准化 游客更安心

聚焦
“两违”整治

服务标准化提升游客体验

近年,陵水分界洲岛旅游区推行潜水项
目全流程标准化服务，备受游客肯定。

上图：景区潜水教练接待游客。
下图：景区工作人员就流程执行情况调

查游客满意度。
本报记者 武威 特约记者 童国强 摄

陵水雅居乐清水湾游艇会。 本报记者 武威 通讯员 黄艳艳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