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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中行首家
养老服务示范点开业

本报三亚3月30日电（记者王培琳 通讯员
刘勤楠）3月30日，海南中行首家养老服务示范
点——中国银行三亚亚北支行回迁开业。该网点
各种老年人便利设施一应俱全，同时还打造了品
茗区、书法区、阅读区，为老年客户提供享受金融
服务和闲暇休憩的空间。

中国银行三亚亚北支行负责人林芳辉介绍，
中国银行作为国有大型商业银行，近年来充分发
挥落实宏观政策、配置金融资源优势，全力打造
养老服务示范点，积极探索银发场景建设。围绕
老年客户各种生活场景的金融服务需求，突出

“适老化”服务原则，在厅堂布局、环境设施、服
务指引、专属产品等方面探索、打造特色化客户
服务体系，为当地老年客户提供专业、贴心、有
温度的金融服务。

此外，该网点还将开辟长者活动室，通过定期
举办棋艺书法交流会、健康知识讲座等活动，为老
年客户提供更多服务。海南中行首家养老服务示
范点落地，标志着我省在养老金融特色服务功能、
软硬件设施、服务环境及服务水平等方面迈上一
个新台阶。

本报三亚3月30日电（记者周
月光 通讯员罗琳）三亚中央商务区
管理局进行制度创新，推行极简审
批，区内五矿国际广场项目建设通道
开挖许可证只用2天便办理完成。

五矿国际广场是中国五矿与中
冶集团战略重组后落子三亚中央商
务区的项目，计划打造集科技研发、
智慧办公、绿色建筑于一体的高端商
务综合体，准备于近期开工。项目开
工建设必须先修建一条通道，以便人
员、材料、机械等进出工地。3月25
日上午，五矿国际广场将审办挖通道
许可证的相关材料报到三亚中央商
务区管理局，3月26日下午，许可证
就办下来了。

30日下午，该项目临近三亚河
东路一侧已经挖出一条30余米长的

通道，十多名工人忙着铺浇混凝土、
搭建工地大门。

“这样的许可证以前我办过多
次，东奔西跑10多天才拿到手。”五
矿国际广场项目报建主管符雯说，三
亚中央商务区管理局2天审批办结
发证，这样的效率让他完全没有想
到，要是按照传统做法，工地现在还
是静悄悄的。

据了解，项目通道开挖许可证的
办理，需城市建设主管部门收到施工

单位申报的材料后，按规定10个工
作日内现场踏勘，并与规划部门会
商，确定没问题后，由部门科员收件、
科长核查、分管领导做意见、最后主
管领导才审批。

而三亚中央商务区管理局进行
制度创新，按照“极简审批、思想开
口、告知承诺”的理念，实行“审批官
制度”，开展容缺受理。3月25日，中
央商务区管理局审批官宋春丽接到
五矿国际申报材料后，当天就进行现

场踏勘。
按有关规定，办理这样的许可

证要有施工合同原件，还要先收取
道路修复保证金。而该项目施工
合同原件不在三亚，寄过来尚需几
天时间；由于支付流程的原因，施
工单位支付道路修复保证金也要
花上几天。

为加快项目建设，根据实际情
况，宋春丽对五矿国际广场项目通道
开挖许可进行容缺受理：先受理施工

合同扫描件，施工单位承诺5个工作
日内提交原件；道路修复保证金缴纳
凭证，施工单位承诺10个工作日内
提交。作为审批官，宋春丽一人负责
全程审批，3月26日下午就发放了五
矿国际广场项目通道开挖许可证，使
该项目顺利推进。

据了解，施工单位已于30日兑
现5日内提交施工合同原件的承诺，
并将于31日兑现10日内提交道路
修复保证金缴纳凭证的承诺。

三亚中央商务区推行极简审批

项目施工许可 两天内办好

我为加快推进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作贡献

本报海口3月30日讯（记者张
期望 通讯员王聘钊）“坐在家里，一
个小时就登记注册好了我的公司。”
3月30日上午，在海口市美兰区行
政审批大厅内，海口禾生太商务咨
询有限公司法人代表云大铭对公司
注册过程记忆犹新。为进一步优化
营商环境，该区将包括商事主体注
销审批事项在内的191项行政审批
服务事项均列入“不见面审批”事
项，仅今年3月，该区新登记企业达

683家。
原来在国企上班的云大铭今年

决定辞职创业。3月26日上午，云大
铭坐在家中，通过“海南e登记”平台
开始为自己注册公司。按照平台操
作提示，他仅花费一小时就完成了公
司登记注册。当天下午，云大铭带着
打印条形码来到美兰区行政审批大
厅，不到10分钟就打印好了营业执
照，并在该大厅税务窗口领取了新开
的发票。更让他高兴的是，4小时后

他就接到通知：新公司所需的公章已
经刻好，同城快递第二天就会将其邮
寄至他手中。

“以前，注册一家公司并拿到公
章和新开的发票至少需要7天。”云
大铭称，这次注册公司过程顺利得
让他有点意外。为优化营商环境，
美兰区通过一系列措施压缩企业开
办时间。美兰区行政审批局负责人
介绍，依托海南商事登记平台（海南
e登记），该区全面推行企业开办全

程网上办，注册登记、印章刻制、申
领普通发票、企业社会保险登记等
流程均可在1个工作日内办结。同
时实行全岛通办注册官制度，申请
人在省内任何一个地方都可在线提
交登记注册申请，并可在省内自主
选择任一市场监管窗口打印纸质营
业执照。

为方便商事主体办理业务，该
区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已在行政审批
大厅设立4个服务窗口，将包括商

事主体注销审批事项在内的191项
行政审批服务事项均列入“不见面
审批”事项，完成率达100%。

美兰区还在创新政务管理方式
上下功夫，大力推进“12345+网格
化”工作，进一步提高街道基层社会
治理联勤联动、高效迅捷处置能
力。正是通过这一系列优化营商环
境的举措，美兰区今年3月以来新
登记企业数量猛增，当月新登记企
业达到683家。

191项行政审批“不见面”，海口美兰区3月份新登记企业600多家

登记注册公司 一小时搞定

3月30日，位于屯昌
县屯城镇环西路的屯昌
县中医院项目施工现场，
170 名工人加紧施工。
为抢回被疫情耽误的工
时，工地上作业的工人比
正常情况多一倍。

本报记者 李天平 摄

本报那大3月30日电（记者林
书喜 特约记者李珂）儋州市政府出
台《政府投资项目管理实施细则》，政
府投资项目流程优化，审批从简，限
时办结，提高了政府投资项目效益。
这是3月30日海南日报记者从儋州
市政府有关部门获悉的。

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和规章规
定，儋州市发改委通过合并、取消审
批等方式，适当简化审批流程。其中
总投资400万元（含）以下的政府投
资项目不再报发改部门审批，由项目
单位委托有资质的中介机构直接进
行施工图设计、预算编制和审核。总
投资400万元（不含）以上、2000万
元（含）以下的项目，发改部门只审批
初步设计及概算。总投资2000万元

（不含）以上、5000万元（含）以下的
项目，发改部门直接审批项目可研报
告（代项目建议书）和初步设计及概
算。

而项目总投资 5000 万元以上
的，原则上应审批项目建议书、可研
报告和初步设计及概算，其中对国家
和省批准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5
年规划、专项规划、区域规划中已明
确的项目，部分改扩建项目以及建设

内容单一、技术方案简单的项目，可
以不审批项目建议书，项目单位可以
直接向资规、节能审查等主管部门申
请办理用地预审意见、选址意见书、
节能审查意见以及法律法规要求提
供的其他文件。

对于符合条件、审批所需材料齐
备的，自正式受理之日起，项目建议
书、可研报告、初步设计及概算审批
应在 3 个工作日内办结。总投资

2000万元（含）以下的项目在3个工
作日内办结相关审批，总投资5000
万元（含）以下及以上的项目则分别
在5个工作日和7个工作日内办结。

总投资50万元以下或建筑面积
400平方米以下的建筑工程，可不进
行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备案、不办理施
工许可。按承诺制办理施工许可证
的项目，住建部门合并办理与施工许
可证颁发相关的手续、事项，并在规

定时限内开展事中事后核查。
此外，儋州市发展改革、财政、

资规、住建、交通、水务、生态环境等
部门将加强衔接，确保各项前期工
作符合规定程序，并建立信息互通
制度，实行限时审批制度，各部门严
格执行《儋州市工程建设项目并联
审批实施方案》要求，及时将各自办
理的项目前期审批文件相互送达，
实行无缝对接。

儋州优化流程节约时间，提高项目效益

政府投资项目 限时要办结

本报海口3月30日讯（记者计
思佳 实习生陈骏翔）3月30日，海南
罗牛山红明、大致坡黑猪生态养殖基
地项目正式开工。两个项目为我省
首次建设的楼房养猪基地，总投资约
4亿元，预计年底可正式投产，能实现
年出栏20万头优质商品猪。项目不
仅能提升海口的生猪自给率，更能让
百姓吃上高质量的黑猪肉。

据了解，此次开工的两个项目分
别选址于大致坡镇金堆村和海口市
三门坡红明农场十四队，占地总面积

约367亩，都是单体10万头规模的黑
猪生态养殖项目。项目采用立体式
楼房养殖，建设涵盖场外办公区、场
内职工生活区、生产区、污水处理区、
无害化处理厂及饲料转运站等配套
设施。项目建成投产后，预计可实现
年出栏20万头优质商品猪。

两个项目是我省首次建设的楼
房养猪基地，能有效利用土地资源。
同时，项目采用的负压通风、空气集
中除臭、刮板干清粪、粪污生产有机
肥、综合利用等国内创新工艺，具有

生态环保、高效安全、智能管理、人文
关怀、防腐耐用等5大特点。

“项目均采用全漏缝地板，机械
刮板干清粪，饮水碗饮水，日用水量
仅为800吨，比传统日用量减少三
分之一。粪水经过‘厌氧、好氧+高
级氧化消化氨氮’的工艺，污水处理
后达到农业灌溉用水标准。同时，
这两个年出栏量10万头的养猪场，
分别仅需33名技术工人，但较传统
猪场生产效率提高3倍。”罗牛山股
份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介绍，项目

同时保持蓝耳病、猪瘟、口蹄疫、伪
狂犬抗原阴性，全程使用无抗生素
饲料，让猪肉质量安全得到有效保
障。考虑海南台风、高温、高湿气候
特征，创新采用楼房养猪，现浇结构
防腐耐用抗台风。

海口市农业农村局相关负责人
表示，两个黑猪生态养殖基地技改升
级项目的开工建设，对引领畜牧业转
型升级，加快生猪恢复生产，促进生
猪养殖规模化标准化生态化，有效保
障市场供应都具有重要意义。

罗牛山集团两个黑猪生态养殖项目在海口开工

黑猪“住”楼房 环保又增效
东方市一路网工程开工
预计今年9月通车

本报八所3月30日电（记者张
文君 通讯员符啟慧）海南日报记者3
月30日从东方市市政园林环卫事务
中心获悉，为进一步完善城区交通网
络，东方市福龙中路横五路道路工程
项目于日前开工建设，正加快项目进
度，预计今年9月底前全线贯通。

据悉，该项目总投资4700万元，全
长1.7公里，设计等级为城市支路，红线
宽度18米，路面结构为沥青混凝土路
面。主要建设道路工程、交通工程、给
排水工程、绿化工程等，项目建成后将
进一步完善东方城区道路网络，方便
周边居民出行，缓解城市交通压力。

海口琼山区
向企业发放复工补贴

本报海口3月30日讯（记者张期望 通讯员
许晶亮）3月30日，海口市琼山区下发通知，为助
力企业复工复产，该区将向企业发放补贴，自
2020年1月25日起至新冠肺炎疫情结束期间，有
返琼务工人员且须集中观察或隔离（不含居家隔
离）14天的各类复工复产企业，可获每人不超14
天、每天100元的补贴。

该补贴申请对象为自2020年1月25日起至
疫情结束期间，琼山区辖区内有返琼务工人员且
须集中观察或隔离（不含居家隔离）14天的各类
复工复产企业。返琼务工人员是指1月25日前
已签订劳动合同或劳务合同、返回海口后根据疫
情防控需要实行集中观察或者隔离，且隔离期满
复工的员工。

申请标准按每人每天100元予以补助，补助
天数不超过14天。已享受类似补贴政策的，按照
就高不就低的原则，不重复补贴。返琼务工人员
集中观察或隔离期满后方可申请，申请时限截止
至疫情防控结束。

省脱贫致富电视夜校
教您用好“橡胶险”

本报海口3月30日讯（记者陈蔚林）3月30
日晚上播出的第175期海南省脱贫致富电视夜校
走进橡胶种植大县——白沙黎族自治县，教橡胶
种植户利用金融保险扶贫政策规避自然灾害对橡
胶种植的影响。

近年来，由于胶价持续低迷导致胶农收入大
幅减少，危及橡胶产业生存和发展。本期节目邀
请到白沙黎族自治县金融工作服务中心主任潘孝
信担任主讲嘉宾，详细讲解金融保险扶贫政策中
的天然橡胶“保险+期货”和“价格收入保险”，以
及两个险种的惠农共同点。

潘孝信介绍，“保险+期货”就是利用保险机制
将农户的橡胶价格风险进行承保、分散，然后再由
保险机构通过期货市场对橡胶价格风险进行风险
分散，为胶农提供了一种操作性较强的避险工具，
将胶农所面临的橡胶价格风险转移至期货市场。

而“价格收入保险”是指一类价格指数保险，
是以橡胶干胶价格为标的、以“价格指数”为赔付
依据的创新型保险产品，当橡胶价格大幅波动，橡
胶价格低于目标既定价格造成的损失，按设定上
限内的实际产量、保险期内均价和理赔方案对应
的既定赔付标准计赔的一种保险机制。

天然橡胶“保险+期货”这个险种不需要胶农
掏腰包，保费由政府和上海期货交易所支持，只要
参保，均获理赔；而天然橡胶“价格收入保险”保费
也会由政府承担90%，胶农只需自缴10%。两种
保险项目都是对胶农劳动成果的有力保障，潘孝
信鼓励广大的橡胶种植户积极参保，最大程度保
证生产效益。

观众还可以登录海南网络广播电视台，下载
“视听海南”手机客户端收看本期节目。

兴业银行海口分行成立六周年

服务海南经济社会发展
本报海口3月30日讯（记者刘笑非）3月31

日，兴业银行海口分行迎来开业六周年。6年来，
该行在改革中发展壮大，在转型中行稳致远，已成
为海南自贸港建设中的一支重要金融力量。

依托兴业银行综合金融服务优势和绿色金融
特色品牌，该行立足海南实际，主动融入地方经济
社会发展大局。截至2019年底，该行本外币生息
资产总额182亿元，本外币各项存款余额191亿
元，上缴各项税费近2亿元。该行坚守“为经济
建设多做贡献，为金融改革探索路子”的初心和
使命，以“商行+投行”战略思维累计投放各类信
贷资金近500亿元，笃实支持海南经济社会发
展。去年，兴业银行海南自贸账户顺利投产上
线，对降低企业融资成本起到积极促进作用；为
切实支持轻资产企业盘活无形资产，解决“融资
难”的问题，该行大胆创新、勇于尝试，发放知识
产权质押贷款。

此外，该行还累计在慈善、公益、扶贫上投入
数百万元，用实际行动履行了社会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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