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8月22日，在海口市美兰区白
龙街道流水坡社区，居民前来社区
办理居住证，只需要向一个办事窗
口递交材料就可以办结。
本报记者 张茂 通讯员 王聘钊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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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码看海口美兰区全面推
行社区“单一窗口”服务模式

码上读

■ 本报记者 张期望
见习记者 习霁鸿 通讯员 王聘钊

“办好了，明年就可以让你侄子在
家里用手机支付。”8月22日，在海口
市美兰区流水坡社区便民服务大厅，
退休教师卢文彬帮做生意的侄子交城
镇居民医疗保险费，从进社区大门到
离开，他用了不到10分钟。

今年8月份开始，美兰区在全区
范围内全面推行社区“单一窗口”服务
模式，实现基层镇（街）、村（居）服务窗
口一门受理、前后台协同办理、免费代
办快递的闭环服务模式，努力实现让
群众办事最多跑一次，为企业、村（居）
民提供高效便捷的公共服务。

以流水坡社区为例，原来该社区
便民服务大厅内一共设有综合服务、
社会救助、人口计生、劳动保障、环境
卫生、法律援助、网格管理等7个服务
窗口，如今更改为2个综合服务窗口、
1个带班窗口和咨询窗口。根据工作
要求，每一个综合服务窗口均可办理
原来7个服务窗口所有的业务，带班

窗口则负责各项工作协调处理，咨询
服务窗口则负责接受咨询。

为了方便居民办事，社区工作人
员需提高自身的业务能力。在流水
坡社区便民服务窗口前面方形大柱
子上，张贴着“社区‘单一窗口’”服务
事项目录表，清晰标明了24项便民
服务事项名称、申请材料、办理流程、
办理时限，并标明了办理结果能否通
过快递邮寄到家。“这种服务模式，就
要求窗口坐班服务的社区‘两委’干
部和工作人员均是‘全科医生’了。”
流水坡社区主任陈海霞称，通过专业
的培训，目前社区的“两委”干部和窗
口服务的工作人员对24项便民服务
工作服务流程已经全部掌握，所有业
务均能通办。

这种服务模式的另一个好处就

是节约了社区人力资源。“以前，每个
社区都要安排七八个人在服务窗口
值班。”美兰社区办主任刘建维说，但
是经常出现个别窗口一整天都没有
人来办理业务的情况。通过这种减
少服务窗口，增加服务窗口业务服务
量的做法，也让身兼数职“两委”干部
和工作人员，有更多的时间下到基层
开展工作。

“目前，美兰区社区‘单一窗口’服
务体系已基本形成、体制机制已基本
建立。”刘建维称，预计到今年年底，美
兰区将在各街道、社区及镇、村层面全
面建立“单一窗口”试点服务体系和体
制机制，建立健全服务对象即来即办、
服务事项内部流转、首问负责制度、限
时办结制度、一次性告知制度等。

（本报海口8月23日电）

海口美兰区全面推行社区“单一窗口”服务模式

居民来办事 10分钟搞定

本省新闻 2019年8月24日 星期六
值班主任：董纯进 主编：蔡佳倩 美编：张昕A09 综合

■■■■■ ■■■■■ ■■■■■

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边督边改公开情况一览表
（重点关注部分）

（第三十一批 2019年8月23日）

扫码看《群众信
访举报转办和边督
边改公开情况一览
表（第三十一批）》

本省新闻 2019年8月24日 星期六
值班主任：董纯进 主编：郭景水 美编：张昕时政

序号

1

2

3

4

5

6

7

8

受理
编号

D2HI201
9081300

09

D2HI201
9081300

58

D2HI201
9081300

31

D2HI201
9081300

61

D2HI201
9081300

42

D2HI201
9081300

07

D2HI201
9081300

16

X2HI201
9081300

10

交办问题基本情况

海口市琼山区凤翔街道办儒逢村委会
宝荫村有家石材加工厂，产生粉尘，产
生的污水直排，晚上12点之后作业产
生噪音影响居民休息。

海口龙华区海榆中线199号金鹿工业
园区有一家潮鸿泡沫厂（宏绵泡沫），
污水直接排放，散发恶臭。

1.三亚市天涯区胜利路“有轨电车”项
目在金鸡岭桥建设时，占用原桥拓宽
桥面，桥两边为红树林，该项目建设破
坏一类生态保护红线（红树林）。2.“有
轨电车”项目建设前未办理相关手续。

文昌市东路镇约亭墟海南海拓矿业有
限公司有5-6根烟囱，未安装除尘设
施，24小时排放蓝烟；产生的污水不经
过处理直接排入没有防渗措施的水
池，污水渗透地下。

琼海嘉积镇大坡村有一家德通洗涤
厂，下午、夜间作业噪音大，烟熏严重，
污水直排。

万宁市万城镇中央坡三中路6号路口
进入约20米处有家诺丽果加工坊（蓝
色铁皮房），平时每天作业时污水直排
市政管网，散发臭味，督察进驻期间已
停产。

1.东方市八所镇大坡田村032乡道边
上有大型的非法洗砂场，建设在农田
上，取高坡岭水库的水进行洗砂，洗砂
污水未经任何处理，随意排放，渗入地
下，污染地下水；2.东方市八所镇蒲草
村也有一家洗砂场，洗砂污水未经任
何处理，随意排放，渗入地下，污染地
下水。

洋浦益明港口服务有限公司长期非法
处置从港口船舶收集的残油、油污水、
垃圾等危险废物和污染物上万吨，严
重污染生态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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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核实情况

核实情况如下：
（一）海口琼山锦磊石材厂，占地1223.88平方米，持有工商营业执照，未办理环评手续；建有简易棚一间、简易房一间，经核查存在违章建筑行
为。根据海口市土地利用总体规划（2006-2020年）局部图和海口市土地利用现状局部图，上述项目用地的规划用途为风景名胜设施用地，现
状地类为风景名胜及特殊用地。
（二）现场检查，该厂未生产，场区内有5台切割设备及一架龙门吊，主要生产石板切片，其中3台大切机位于龙门吊旁边，另外两台小切机位于
半封闭简易棚内，均采用湿法切割工艺，切割废水经集水池沉淀收集后进行回用，集水池底部石粉经收集后外卖，生产废水循环回用，无直排迹
象。厂区靠近居民点的区域采用简易的铁皮进行隔声降噪，污染防治设施较简陋。
（三）经凤翔街道办及村委会走访，向石材厂周边群众了解，2015年底此石材厂原负责人因病去世，已停产两年。直到2018年起间歇性生产，
因管理原因，晚上不生产，为核实该信访件情况，凤翔街道办工作人员于2019年8月15日至16日晚上12点过后，到该石材点巡查核实，该厂
处于停产状态，未影响居民休息。

8月14日15时30分，龙华区生态环境局、城西镇政府、海口市高新区管委会、金鹿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等相关工作人员现场检查。海口秀英潮
泓泡沫包装厂现场在生产，生产工艺为：聚苯乙烯颗粒经高温预发泡，然后模压发泡成型制得泡沫塑料板，再进行切割形成产品。生产过程产
生的废水包括使用锅炉蒸汽加热进行发泡，蒸汽在管道流转过程产生的冷却水及模压发泡形成的泡沫板浇水冷却产生的废水，产生的废水通
过二级沉淀池及配套建设的管道收集循环使用不对外排放，工作人员现场查看产生的生产废水，呈无色无味状。
海口秀英潮泓泡沫包装厂现有员工10人，均不在厂内住宿，员工工作期间产生的生活污水经化粪池收集后外运处理。
海口秀英潮泓泡沫包装厂位于金鹿工业园一横路东北侧，厂房正门前方、及厂房两边均是工业园区道路，厂房后面是金鹿投资有限公司招商
部，工作人员对厂房周边进行勘察，未发现有排污水痕迹，现场也未闻到恶臭气味，走访金鹿工业园管理处及园内其他企业，表示未发现海口秀
英潮泓泡沫包装厂排污水至场外及恶臭问题。

2019年7月20日，三亚市交通运输局、三亚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和三亚市生态环境局前往三亚有轨电车示范线项目现场进行勘察并调阅相关
资料。经现场核实，该项目未在一类生态保护红线内建设。
该项目2016年开工前未取得详规批复、用地规划、工程规划及环评批复，已于2018年获得详规批复、用地规划及环评批复。
存在的主要问题是：
该项目相关权属单位的土地置换问题一直未能解决，无法办理土地征收手续，导致无法办理建设工程规划许可。

8月15日下午，由市生态环境局局长云大诗带队，抱罗镇镇长符斌、抱罗镇人大主席韩奕平、市科工信局干部祝乃航、市生态环境监察大队负责
人谢庆荣、市生态环境监察大队干部王培莎组成调查组，针对群众环境信访投诉问题，到海南海拓矿业有限公司进行现场核查。 （一）关于
海南海拓矿业有限公司有5-6根烟囱，未安装除尘设施，24小时排放蓝烟的问题。该公司建设的年加工50万吨锆钛矿项目建有7台烘干炉，
五用两备，均安装有旋风除尘器。2019年6月，市生态环境局委托有资质的海南海沁天诚技术检测服务有限公司文昌分公司对该海南海拓矿
业有限公司建设的的年加工50万吨锆钛矿项目生产废气进行监测。《检测报告》结果表明，该项目有组织废气和无组织废气均达标排放。
（二）关于海南海拓矿业有限公司产生的污水不经过处理直接排入没有防渗措施的水池，污水渗透地下的问题。经调查组现场核实，该公司建
设的年加工50万吨锆钛矿项目选矿重选工段产生的生产废水经处理达标后全部回用到选矿重选工段，生活污水经项目自建污水处理站处理
达标后，回用于厂区绿化。该项目建设的生产循环水池为五级沉淀池，四周和底部均建有硬化防渗设施。

2019年8月15日上午10时和下午4时，由琼海市科工信局、琼海市生态环境局、琼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和嘉积镇政府组成联合核查组对投诉
问题进行现场核查。一是查阅该厂有关证件和审批手续：1.营业执照（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2469002L62147721D）；2.税务登记证（琼地税琼
海字46000219870610441301号）；3.城市排水许可证（许可证编号：琼琼字第00002号）；4.公共场所卫生许可证（琼卫证字[2013]第000121
号）；5.中华人民共和国特种设备使用登记证（编号：锅12琼E0005（15））；6.建设项目环境影响登记表（备案号：201746900200000173）；7.土
地租赁合同书；8.防直击雷安装工程合同书；9.压力表检定证书。二是生产经营情况：据该企业负责人介绍，企业一般在下午3点到晚上9点生
产经营，如订单多，则经营时间就延长。核查组在上午10点确实没有发现其生产经营。三、针对噪音大情况：该厂在生产时，洗涤设备确实发
出响声。四、针对烟熏严重情况：该厂有一台锅炉，型号为DZL(G)2-1.0-BMF,设备代码为11001034320140036，锅炉制造许可证级别和编
号为B级、TS2110343-2018，制造单位为广州市博乐锅炉有限公司。现场核查发现该锅炉使用废弃的建筑木料作为燃料，产生的烟气通过水
幕除尘后通过烟囱排出，在烟囱出口没有发现有黑烟排出。五、针对污水直排情况，该厂废水通过管道向城市排水管网及其附属设施排放，企
业持有琼海市水务局发放的城市排水许可证。六、该企业已经在环保部门取得《建设项目环境影响登记表》（备案号：
2017469000200000173），不需要办理环保竣工验收手续。七、该企业主要经营范围床上用品、日用品洗涤服务，目前环保部门不要求洗涤行
业办理《排污许可证》。八、根据《根据海南省工业和信息化厅 海南省生态环境保护厅 海南省质量技术监督局关于印发海南省2017年燃煤小
锅炉淘汰实施方案的通知》（琼工信节[2017]83号）要求，主要是淘汰燃煤小锅炉，并未提出淘汰燃烧木材的小锅炉，对于使用废弃的建筑木料
作为燃料没有明确规定必须要做环评。九、该企业《公共场所卫生许可证》已过期，要求企业及时到琼海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办理换证手续。

自接到环保督察移交案件后，由市科工信局局长蔡笃浩带队，市生态环境局、市综合执法局、万城镇政府有关领导立刻前往万城镇中央坡三中
路6号路口，对群众举报的情况开展调查。经调查核实，存在问题如下：
经调查组现场核实并查阅该诺丽果加工坊相关资料，诺丽果加工坊先将诺丽果清洗干净，然后将其浸在桶里进行发酵，发酵的汁有气味（这种
气味是诺丽果自身的味道）但是发酵的汁是保留和食用的不会排到市政管网中，排到市政管网中的是清洗水果的水（属于生活污水），反映的

“平时每天作业时污水直排市政管网，散发臭味”不属实。经调查组现场核实和走访周边群众，该诺丽果加工坊因市场及自身等原因已经停产
一年，反映的“督察进驻期间已停业”情况属实。
综上所述，该信访件反映的问题部分属实。

1.受理信访件后，东方市政府组织市水务局、市生态环境局、市自规局及市公安局等部门工作人员到群众反映问题的八所镇大坡田村在农田上
建设的洗砂场进行调查核实，市水务局、市公安局及市自规局在现场进行对该砂场业主进行询问，该砂场属于个人砂场，没有任何合法手续，没
有做环评报告，未批先建；后经市自规局局现场测量套规划图发现该点占地4.36亩，（其中：基本农田1.95亩，Ⅲ级保护林地2.18亩，园地0.2
亩，自然保留地0.03亩），现状图占地4.36亩（其中：其他林地0.78亩，水田1.94亩，灌木林地1.64亩）；该洗砂场用水为高坡岭水库灌溉渠，用4
吋水泵提水进行洗砂，洗砂水是排入自制坑槽里，没往外排，土砂是从外处购买后运到此地进行洗砂，对该土砂来源合法性进市自规局和市公
安局进一步核实，现场发现运砂车及铲车一辆和洗砂设备。
2.2019年8月15日下午，东方市政府组织市水务局、市生态环境局、市自规局、市公安局、市水务局高坡岭水库工程管理处及蒲草村委会等部
门人员到群众反映问题的蒲草村洗砂现场调查核实，对该砂场业主卢壮海（身份证：460007198707070819）进行询问，该砂场属于个人砂场，
没有任何合法手续，没有做环评报告，未批先建；经市自规局局现场测量套规划图发现该点占地2.65亩，（其中：园地2.65亩），现状图占地2.65
亩（其中：其他园地0.15亩，有林地2.49亩），洗砂水是从就近原修建粤海铁海遗留的两个取土废弃坑，取水循环利用，水排入大坑里，没有往外
流，部分土砂是从新建飞机场的废土进行运此地进行洗砂，有些土砂是从其他地方购买，现场发现洗砂设备。

8月14日上午十点，洋浦经济开发区工委委员、管委会副主任任延新带领洋浦海事局、环保局、交通运输和海洋局相关负责人到益明公司办公
地，进行调查核实。调查人员现场查看了公司营业执照、备案材料、经营台账，并到白马井锚地对该公司所属的污油接收船进行了现场核查。
经调查，群众举报不属实。
该公司经营范围包括提供船舶残油和污油水接收，未开展船舶垃圾接收业务。根据《港口经营管理规定》、《防治船舶污染海洋环境管理条例》
和《洋浦经济开发区船舶污染物接收、转运、处置联单制度》规定，该公司需要向港口主管部门进行备案，并将污染物接收和处理情况向海事、交
通、环保等部门机构报告。该公司已按规定向到洋浦交通海洋局办理了备案手续，备案号：浦港政2019-［006］。备案内容为：1.为船舶提供污
染物接收（油污水接收、残油接收、洗舱水接收、服务）；2.围油栏供应服务。公司从事染物接收作业和转移也按规定向政府部门进行报告。
自2017年至今，该公司在洋浦地区共接收船舶残油和污油水923.755立方，交由广州净海油污水工程有限公司处理910.94立方，交中石化海
南炼化有限公司处理21吨污水，污染物转移时间和数量有相关单据可以证明，未发现违法处置污染物情况。现场核查公司船舶停靠水域，未
发现油类泄露，经取样检测，该公司所属船舶附近水域海水水质正常。

是否
属实

属实

属实

属实

属实

属实

属实

属实

属实

处理和整改情况

（一）各部门联合对该石材厂开展座谈会议，梳理石材厂是否能够合法完善环评、规划报
建等相关手续。
（二）区生态环境局对该加工点立案调查。
（三）针对其违建问题，综合行政执法局2019年8月14日下达《案件初查通知书》及《责令
限期改正通知书》，责令负责人自行拆除，并清理现场，恢复原状。
（四）凤翔街道办和区综合行政执法局加大联合执法力度，对该厂加强巡查，若发现私自
开工行为，将进行严厉查处。

加强对海口秀英潮泓泡沫包装厂的日常监管，确保污染防治设施正常运行。

处理及整改情况：
1.因三亚有轨电车示范线项目未依法报批环评文件擅自开工建设，三亚市生态环境保护
局于2017年11月22日作出了罚款867.64万元的行政处罚决定。该项目已于2018年获
得详规批复、用地规划及环评批复。
2.针对该项目未取得工程规划擅自开工建设问题，三亚市交通运输局已明确由三亚有轨
电车示范线项目公司负责配合办理建设工程规划许可报批手续。
3.三亚市交通运输局已去函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吉阳区政府等相关职能单位，要求限期
完成土地置换和征收手续。待土地置换问题解决后，三亚市交通运输局将协调相关单位
及时办理建设工程规划许可报批手续。
4.拟定于2020年7月31日前完成三亚有轨电车示范线项目工程规划审批。

我市将进一步压实监管责任，加大巡查力度，要求海南海拓矿业有限公司落实企业环保
主体责任，加强日常环境监管并形成长效的自查自纠机制，每季度自行委托有资质的第
三方公司对生产废气、生产噪声、生产废水进行监测，确保各项污染物达标排放。市生态
环境局、市科工信局加强环境监管，并定期到场监督指导，确保各项污染物稳定达标排
放。

(一)处理情况：一是要求该厂提供在生产时噪音检测报告；二是要求该厂提供烟气排放检
测报告；三是及时更换过期的《公共场所卫生许可证》；四是做好厂区环境卫生；五是注意
锅炉房的安全防护。 (二)整改措施：一是由有资质第三方检测机构对其噪音开展检测；二
是由有资质第三方检测机构对烟气排放开展检测；三是到卫生主管部门办理《公共场所
卫生许可证》；四是按照锅炉主管部门要求做好锅炉的日常安全措施；五是安排专人搞好
厂区清洁卫生。六、该企业《公共场所卫生许可证》已过期，要求企业及时到琼海市卫生
健康委员会办理换证手续。

1.经调查组现场与被举报诺丽果加工坊负责人沟通，该负责人明确表示因市场和自身等
原因放弃诺丽果加工业务，以后如果要再次生产会先办理相关环保手续并经市生态环境
局验收后才向相关部门申请营业。
2.由市科工信局联合市生态环境局、市综合执法局、万城镇政府，加强对被举报的诺丽果
加工坊监督巡查，防止出现私自开业的情况。

1.市自规局和市公安局在大坡田村洗砂场现场将一部运砂车（车牌号：苏C·GP271）和一
部铲车查扣到市指定停车场，限期8月20日，业主前来处理；根据市自规局套规划图及现
状图占地4.36亩（其中：其他林地0.78亩，水田1.94亩，灌木林地1.64亩）的情况，将由市
自规局与八所镇政府进一步处理；市水务局已取缔在渠道里抽水洗砂的4吋水泵设备；市
生态环境局已对东方城东节能源洗料场下达责令改正违法行为决定书（东环责改字
〔2019〕134号），并给海南电网有限责任公司东方供电局发送《关于对东方城东节能源洗
料场和卢壮海洗砂点停止供电的函》（东环函〔2019〕268号），已对该洗砂场洗砂后的排
水进行取水样检测，是否污染地下水，正在检测中。
2.市自规局和市公安局在现场对蒲草村洗砂场业主卢壮海责令停止作业，对该土砂来源
合法性进一步调查核实，责令业主卢壮海将堆土予以铲除，恢复地貌原状；根据该洗砂场
占用自有林地及其他园地，将由市自规局与八所镇政府进一步处理；市生态环境局已对
业主卢壮海下达了责令改正违法行为决定书（东环责改字〔2019〕136号），并给海南电网
有限责任公司东方供电局发送《关于对东方城东节能源洗料场和卢壮海洗砂点停止供电
的函》（东环函〔2019〕268号），已对该洗砂场洗砂后的排水进行取水样检测，是否污染地
下水，正在检测中。

1.要求益明公司加强管理，严格执行公司防污染制度，消除污染隐患；2.海事、交通、环保
等部门进一步强化船舶污染物处置监管，防止污染物处置过程中出现违法或污染事故。

责任人被
处理情况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本报海口8月23日讯（记者计
思佳）8月23日至8月25日，海口各
学校将公示新生录取名单，发放入学
通知书。8月23日，海南日报记者走
访海口多个中小学，发现有的学校已
将第一批录取名单贴在学校门口，有
的学校还在对新生信息进行审核，将
于明后天公示名单。

8月23日下午，海南日报记者来

到海口市滨海第九小学西海岸校区，
看到校门口摆放着一张展板，上面张
贴了该校区今年秋季新生第一批公示
名单，大约有500人。在展板的下方，
还标注了“未完待续，请耐心等待”。
据悉，学校还会陆续公布第二批、三批
名单。

同海口市滨海第九小学一样，海
口市长彤学校、义龙中学、城西小学等

学校也于8月23日陆续分批公示了
新生名单，新生家长可前往学校查看
公示栏。

截至 8月 23日下午，海口市美
苑小学、海口市第一中学（初中部）、
海南华侨中学（初中部）、海口市金
盘实验学校尚未公示新生名单。“因
为学生数量很多，学校还在复核阶
段，我们会尽快公布名单。学校将

按照学生户籍，申请学位时是用自
有住房还是租房等不同情形分批次
公布。”海口市美苑小学相关负责人
介绍。

今年海口新生报名注册时间是8
月30日至9月1日。海口市教育局提
醒，招生工作分阶段进行，家长不用着
急，符合录取条件的考生名单将在公
示期间内陆续被公示，家长可在公示

期到学校查看或进行咨询。开学前，
市、区招生办将在8月26日至8月29
日对已录取考生进行备案，确认新生
名单。

此外，新生家长需要携带学生
相关证件领取录取通知书，如户口
本、小学毕业证书、综合素质报告册
等，具体材料可拨打各校咨询电话
了解。

海南第13期小客车摇号26日举行

本期将配指标14500个
本报海口8月23日讯（记者良子 特约记者

周平虎）8月23日，海南日报记者从省调控办了解
到，海南省第13期小客车增量指标配置将于8月
26日15时举行。本期将配置个人普通小客车指
标13050个。

海南省第13期小客车增量指标配置申请受
理已按规定时间节点截止，经过统计，海南省第
13期参与小客车增量指标配置个人摇号有效编
码133224个，单位摇号有效编码1805个。

自8月22日起，申请人凭注册手机号码登录
海南省小客车保有量调控管理信息系统（www.
hnjdctk.gov.cn，以下简称“调控系统”）查询资格
审核结果。申请人如对审核结果有异议的，可自
公布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向调控管理机构提交复
核申请。复核申请详见系统提示，或首页“办事指
南”栏目《申请小客车指标办事指南（个人）》《申请
小客车指标办事指南（单位）》。

据了解，本期还将配置单位普通小客车指标
1450个。

海南环岛高铁28日起
实行新列车运行图
海口市郊列车开行有变化

本报海口8月23日讯（记者邵长春 通讯员徐
武）海南日报记者8月23日从海南铁路公司获悉，
海南环岛高铁自8月28日起实行新列车运行图。

据了解，环岛高铁新列车运行图将动车组列
车车次由“D”字头改为“C”字头，高峰时段开行
动车组列车40对，其中环岛高铁东段本线车26
对，三亚-三亚环岛车8对、海口东-海口东环岛
车6对。

据介绍，本次调图后,海口市郊列车开行有变
化：周一至周四将开行“S”字头市郊列车40.5对，
其中海口-海口东26对，海口-美兰14.5对；周五
至周日开行市郊列车49.5对，其中海口-海口东
31对，海口-美兰18.5对。

海口中小学新生录取陆续公示
新生家长需携相关证件领取录取通知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