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版延伸

受理机构
（1）永久居留申请：
居住地为海口、三亚、洋浦、儋州市（区）的向居

住地公安局出入境管理机构申请；居住地为其他市
县的申请人向海南省公安厅出入境管理局申请

（2）签证或居留许可申请：
居住地为海口、三亚、洋浦、儋州、文昌、澄迈、

琼海市（区、县）的申请人向居住地公安局出入境
管理机构申请；居住地为其他市县的申请人向海
南省公安厅出入境管理局申请

（3）口岸签证申请：
海口、三亚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支队口岸签

证点负责受理口岸签证申请

受理机构地址、咨询电话

（1）海南省公安厅出入境管理局
地址：海口市龙华区红棉西路28号
业务服务咨询电话:0898-68580612

（2）海口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支队
地址：海口市秀英区长滨路东三街市公安局
业务咨询服务电话：
0898-68590746、31652098

（3）三亚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支队
地址：三亚市吉阳区凤凰路162号
业务咨询服务电话：0898-88869902

（4）洋浦经济开发区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处
地址：洋浦经济开发区新英湾大道5号
业务咨询服务电话:0898-31559677

（5）儋州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支队
地址：儋州市那大镇伏波东路116号
业务咨询电话：0898-23800038

（6）文昌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大队
地址：文昌市文城镇文东路123号
业务咨询电话：0898-63235606

（7）澄迈县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大队
地址：澄迈县金江镇金马大道四横路9号
业务咨询服务电话：0898-67070026

（8）琼海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大队
地址：海南省琼海市嘉积镇银海路110号
业务咨询服务电话：0898-62896322

（良子辑）

海南移民与出入境领域引才引智
便利政策措施受理机构、地址、咨询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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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确保”百日大行动
确保全省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确保各项改革政策全面落实

记者走一线

广告

尊敬的客户：

海南电网有限责任公司已全面实现智能电表远程自动抄表，为便于客户按自然月份了解电量及电费情况，

我公司从2019年9月开始，调整所有客户的抄表和缴费时间，具体如下：

1、抄表时间：从2019年9月1日开始，调整所有客户的抄表时间为每月1日0时，所抄电量为上月1日0时

至月末日24时电量，其中2019年9月1日0时所抄电量为8月份原抄表时间至8月31日24时的电量。本次抄

表时间调整不影响客户电费的正确计算。

2、缴费时间：从2019年9月开始，每月2日至20日为正常缴费日期，请每月在此时间段内缴清电费。次月

1日起，将依法对未缴清电费的客户计收违约金。

3、缴费方式：建议优先采用银行代扣方式交电费，也可以关注并绑定“南方电网95598”微信服务号、“南方

电网95598”支付宝生活号、网上营业厅、南方电网掌厅App等方式缴费。

若有不明之处，请随时拨打24小时供电客户服务热线95598咨询！

特此公告。

海南电网有限责任公司

2019年8月26日

海南电网有限责任公司关于调整抄表和缴费时间的公告

■ 本报记者 梁君穷

“您好，这是您要的花甲粉丝。”
一声招呼后，一碗用锡纸包裹的花甲
粉丝被端上餐桌。8月24日晚上9
时，三亚鹿回头风景区内的这家大排
档迎来了客流高峰，山顶上这十几张
餐桌坐满了顾客，还有游客陆续往这
里走来。

这里是2019鹿回头情山国际啤
酒节的主会场，夜幕降临的时候，山
下街道霓虹亮起，市民游客在这里不
仅能俯瞰三亚绚烂的城市夜景，更可
以享受美酒、美食、音乐、舞蹈带来的

“四重奏”体验。
万家灯火起，正是城市活力迸发

时。相对于白天走马观花式的景区
打卡，夜游更能使游客深入感知鹿城
的生活方式与城市品格，夜游项目的
不断丰富，是三亚这座城市开放度和
活跃度的体现。

寻常巷陌，邻里街坊，都与三亚
的“夜间经济”息息相关，不仅方便了
居民的生活，也创造了许多的就业岗
位与创业机会。位于三亚市吉阳区
荔枝沟路的吉阳区社区特色夜市一
周前刚开业，不仅成为附近居民夜间
休闲聚会的好去处，更帮助了附近十
几户家庭再创业，解决二十几名下岗
职工再就业问题。

“夜市共有60个固定售卖亭和
60个移动售卖亭，为市民游客提供
各式的美食小吃。这也将增强吉阳
区夜间经济的活力。”吉阳区政府相
关负责人介绍。

目光转向海棠湾畔，入夜后，海

棠68环球美食街灯光闪亮起来。这
里不仅有川、湘、粤、琼等地以及来自
泰国的各种口味的餐厅，更入驻了不
少新潮的文创店，吸引了不少附近酒
店的客人前来游玩。再往前走，小广
场内有一个灯光音乐喷泉，每晚定时
的灯光音乐秀为市民游客带来闲适
的夜间体验。

夜间经济的传统业态主要是聚
会场所、餐饮和酒吧等，但随着人
们消费需求的提升与三亚旅游服
务业的转型升级，更多的业态加入
到夜间经济的行列中来。看电影、
逛书店、进剧场等文化艺术体验成
为越来越多年轻人的爱好，还有体
育比赛、健身等也逐渐在夜间火热
起来。

“相比晚上去吃喝，我觉得下班
后到健身房锻炼也是消费，这是花钱
买健康。”8月23日晚8时，市民郭佳
佳和往常一样来到位于三亚商品街
的宝昌健身俱乐部练瑜伽。她告诉
海南日报记者，相比宅在家，她身边
越来越多的朋友喜欢在夜间进行一
些文体活动。

此外，人们日益增长的旅游文化
消费需求，对夜间经济提出的要求则
不仅是时间上的延伸，不能简单把白
天的活动延长到夜间。作为三亚旅
游转型升级的代表之作，亚特兰蒂斯
今夏推出了全球奇幻旅行展、复游
雪、C秀等项目，并开辟水世界的夜
场活动，一系列夜间泛娱乐类旅游产
品的孵化、内容激活和优惠活动，不
断搅热夜间旅游市场。

“亚特兰蒂斯多维度拓展夜间项

目，兼顾了文化品位、业态创新与品
牌效应，暑期水世界夜场的开放成揽
客新法宝，日均入园量最高超过1万
人次。”三亚亚特兰蒂斯有关负责人
说。

在各个节庆的时间节点，三亚更
注重以“文化+旅游”“节庆+旅游”

“赛事+旅游”推动夜间旅游的发
展。今年8月10日，2019三亚首届
帐篷节在亚龙湾国际玫瑰谷开幕，星
星点点的夜色下，近千名市民游客共
享鹿城美丽夜空。

发展夜间经济不仅是一道经济
命题，也是一道治理考题，对城市的

管理水平与公共服务能力提出了更
高的要求。在走访中记者发现，游
客普遍关心夜间公共交通是否便
捷，治安是否有保障，夜间游玩项目
是否丰富等问题。而市民则比较关
心怎样管理好夜间餐饮的噪声、油
烟，如何避免打扰居民的正常休息
等问题？

近日，三亚市政府常务会议审议
并原则通过了《三亚市鼓励发展夜间
经济三年（2019－2021）行动方案》，
根据方案，三亚将深入挖掘夜间消费
新动能，加强夜间经济的环境营造，
加快培育夜间消费商圈，打造夜间消

费品牌，打造具有三亚特色的夜间经
济，推进消费升级，推动城市经济高
质量发展。

三亚市政府相关负责人表示，
贯彻落实“两个确保”百日大行动，
加快培育夜间消费新动能，目前三亚
政企联动，致力于将三亚湾、亚龙湾、
海棠湾等游客集中的度假区打造成
夜间经济示范区，有望到2021年全
市建成一批高品质夜间经济示范街
区；同时也将进一步优化城市管理，
完善公共设施，促进城市夜间经济的
健康发展。

（本报三亚8月25日电）

三亚打造特色夜间文旅项目，推动夜间经济发展

遇见活力“夜三亚”

■ 本报记者 刘操

8月20日12时05分，已到午休
时间，但在省政务服务中心大厅内，
20个综合受理岗位的工作人员仍在
各司其职，井然有序为办事企业回答
各类审批问题，为群众提供细致、耐
心、优质的服务。

政务服务大厅是营商环境政策
落地情况的检验场。今年4月，省政
务服务中心综合受理窗口开始正式
对外运行，设立企业开办、投资建设
工程项目审批和联合验收、国际投资
单一窗口、社会管理、民生教育服务
等业务综合受理窗口，对相关事项实
行“一窗通办”。

“过去办一件事要排三次队，如
今选定一个窗口就能办好三件事。”
省政务服务中心相关负责人介绍，实
行综合受理窗口后，通过前台综合受
理、后台分类审批、统一窗口出件，

“一口进，一口出”真正实现群众和企
业办事“一窗通办”。

海南日报记者近日走进省政务
服务中心大门，首先映入眼帘便是咨
询服务台，便民、咨询、帮办、引导等
便民服务提示格外显眼。“您好，请问
您需要办理什么业务？”服务台工作
人员会对办事群众简单的咨询事项
进行解答，引导群众到相应综合受理
窗口办事。涉及专业性较强的业务
咨询，第一时间联系审批部门到前台
进行解答。

“只需要对接一个窗口就可以把
事情办完。”林吴微是社会管理综合
受理窗口受理岗的工作人员，她表
示，其负责受理线上线下申请人提交

的材料，对照业务受理规范手册，审
核材料的完整性和一致性。“材料符
合要求的，予以签收，出具材料接收
凭证。不符合要求的，我们会指导告
知申请人予以补正。”

在多个窗口前，记者注意到，偌
大的服务大厅内却寥寥数人。“在这
里，前来办事的群众根据自己办理事
项大的类别，选择一个综合窗口办业
务，基本无需等待。”省政务服务中心
综合窗口受理服务处副处长李宁告
诉记者，服务保障“两个确保”百日大
行动，目前省政务服务中心通过流程
优化和效率的提升，群众企业办事几
乎“零等待”。

“通过综合受理制改革，省政务
服务中心将原103个前台受理窗口
整合为20个综合受理岗位，大幅压
减受理窗口和工作人员，让各部门从
原来繁杂的材料接收、审查等服务性
工作中解放出来，将更多的人员和时
间投放到审批和事中事后监管当
中。”李宁表示。

据介绍，省政务服务中心将各部
门业务系统及政务服务数据向一体
化在线政务服务平台集中整合，建设
统一集成的政务服务网、微信、微博、
移动APP、智能服务终端等多渠道政
务服务应用。此外，还实现受理审批
互相分离，互相监督。“受审分离后，
从材料接收开始，就进入监督，参与
整个事项办理的环节，真正实现了事
项的监管。”李宁说。

据统计，我省目前纳入综合受
理窗口办理的单位为32家，742个
事项。综合窗口从今年4月正式运
行至 7月底，共办件 6291件，办结

数5818件，办结提速59%，提前办
结率99.7%。

“在实行综合窗口受理之前，我
们办理一个事项要咨询很多个窗口，
现在我们只要到一个窗口，就能办理
多个事项，解决了群众多跑的问
题。”8月21日，来自北京的个体商
户朱天宇打算在海南创办一家科技

服务类公司，一大早，他就赶到综合
受理窗口咨询企业注册登记流程。
很快，朱天宇得到了满意答复。“窗
口改革提高了办事效率，减少办事
群众跑腿，让我们在海南投资更加
有信心。”

“一窗通办”改革带来的变化，办
事群众企业最有发言权。“等待时间

缩短了，办理业务基本‘零等待’；办
事标准化了，只要按照公示的办事指
南准备齐全材料，一切都好办；服务
品质提升了，专业队伍，专业服务！”
这是记者在采访中，众多办事群众谈
及在省政务服务中心办理业务时，提
到最多的话语。

（本报海口8月25日讯）

本报记者探访省政务服务中心

“一窗通办”让群众办事基本“零等待”

日前，在省政务服务中心审批服务综合窗口，工作人员
在认真解答企业人员的咨询并受理相关材料。

本报记者 张茂 摄

码上读
扫码看省政务服务中心实行综合窗口改革，
让群众办事只跑一个窗口
拍摄/张茂 剪辑/吴文惠

本报讯（记者金昌波 通讯员刘瓅）为贯彻落
实省委、省政府“两个确保”百日大行动动员大会精
神，更好地为民营经济发展提供优质检察产品和法
治保障，8月23日上午，省检察院联合三亚市检察
院开展“检察护航民企发展”主题检察开放日活动。

活动邀请了民营企业界的全国、省、市人大代
表、政协委员以及省、市工商联代表走进检察机关
考察了三亚大小洞天文化旅游区巡回检察工作
站，参观了三亚市检察院，并召开交流座谈会，听
取大家就检察工作的建言献策。

活动中，与会代表们对检察机关服务民营经济
健康发展给予充分肯定。据悉，省检察院出台服务
民营经济健康发展的16条措施；设立派驻工商联检
察工作站，接受工商联移送线索17件，为民营企业
提供法律服务168次；设立“服务民营企业窗口”，开
通民营企业寻求法律咨询和司法救济的专门渠道；
设立28个派驻重大项目检察工作站，开展法治宣传
教育200余场次、提供法律咨询和帮助300余次、帮
助化解矛盾纠纷60余件、办理涉项目建设的相关案
件106件；在三亚南山文化旅游区、大小洞天旅游
区等6家5A级景区设立旅游巡回检察工作站，利
用国庆、“五一”劳动节等假期接待游客600余人
次，联合市场监管等职能部门开展旅游执法监督3
次，督促相关职能部门依法处理涉旅案件2件。

省检察院党组书记、检察长路志强参加相关
活动并就立足检察职能，提高服务民营经济发展
工作质量提出要求。

省检察院开展“检察护航民企发展”
主题开放日活动

立足检察职能
服务民营经济发展

一线快评

夜幕降临，华灯初上，丰富多元
的“夜经济”，满足着人们旺盛的消
费需求。从传统的聚会、餐饮，到夜
间游乐、体育比赛、健身休闲等，内
涵不断丰富的“夜经济”，让三亚这
座滨海之城更有魅力、更显活力。
海南建设国际旅游消费中心，如何
才能更好地丰富新业态，满足新需
求，激发消费新动能，毫无疑问，“夜
经济”正是一个重要抓手。

“夜经济”是折射消费活力的晴

雨表。从闪亮的霓虹灯，到拥挤的人
流，再到不断涌现的各类新业态，近年
来，三亚、海口等地“夜经济”的持续走
热，折射出广大群众对多元夜生活的
无限向往，而繁华夜幕的背后则反映
出人们蓬勃旺盛的消费新需求。可
以说，“夜经济”正是人流、物流、资金
流的集中体现，正在成为挖掘消费潜
力、提升城市活力的新引擎。

“夜经济”是促进消费升级的新
契机。面对“越夜越精彩”的“夜经
济”，如何更好地承接旺盛的夜间消
费需求，无疑是对治理者的重大考
验。一方面，要借助发展“夜经济”

之机，加快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不断丰富新产业、新业态，努力营造
多层次、高质量的优越消费环境。
另一方面，“夜经济”的兴起必然对
城市治理提出新挑战，管理者需当
好“掌灯人”，做好交通、治安、消防
等服务保障，让“夜经济”尽情绽放。

灯已亮，夜已明，在不断延伸的
“夜经济”里，只有应势而动，主动作为，
超前谋划，才能抢抓机遇，更好地点亮
城市夜光。在建设国际旅游消费中心
的道路上，也只有积极培育新业态、善
于挖掘新动能，才能不断打造“亮点”、
形成“量点”，实现高质量快速发展。

“点亮”夜经济，政府要当好“掌灯人”
■ 张成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