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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村的面貌焕然一新，多亏了乡
村振兴工作队的付出。”近日，定安县新
竹镇白堆村加京村民小组的村民王期吉
说。他说，之所以发出这样的感慨，是因
为村民们真切感受到白堆村乡村振兴工
作队驻村后，带领村民整治环境卫生、发
展产业，给村子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变化。

据了解，白堆村乡村振兴工作队去
年2月驻村工作以来，扎根基层、服务群
众，大力开展人居环境整治，引导村民发
展特色产业，推动白堆村加快发展。

“连茅圈”变独立户厕
“厕所革命”解决村民烦心事

“工作队驻村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走
访农户，了解他们所需所想。”白堆村乡村
振兴工作队队长卓尔说，要做好驻村工作，

必须以实际行动赢得村民信任。经过走
访调研，工作队决定从人居环境整治着手，
逐步改变村庄面貌。“以前，村里脏乱不堪，
猪牛鸡鸭等禽畜满村乱跑，村中道路污水
横流，许多农户房前屋后杂物乱堆放。”卓
尔说，经村“两委”班子和乡村振兴工作队
讨论，大伙决定从环境问题最为突出的加
京村民小组入手，整治环境卫生，以点带
面，增强村民们的环境卫生意识。

然而，在推进人居环境整治的过程
中，他们遇到了一个难题。卓尔介绍，村
干部和工作队动员村民们拆除家门口的
猪圈，将其统一移到村庄外围后，由于没
有了“连茅圈”，一些村民反映“如厕难”。

何为“连茅圈”，即和猪圈连接的供人
使用的茅厕。“过去，村中的老屋没有配套
厕所，普遍使用‘连茅圈’，如厕成了个尴尬
的问题。”王期吉说，“连茅圈”里蚊虫乱飞，

晚上黑灯瞎火，村民如厕也存在安全隐患，
“虽然‘连茅圈’用起来不方便，可拆了猪
圈，村民便没厕所可用了。”

为此，白堆村乡村振兴工作队多次
征集村民意见，并结合专家建议，制定了
改厕方案。“最终我们决定筹集资金，以
统建形式，在村中选址为村民联排建设
独立式户厕。”卓尔说。

如今，走入王期吉家的新厕所，可以
看到，光线明亮、通风良好，漂亮的瓷砖
装饰、实用的冲水池以及灯具、便器、管
道等设备一应俱全。“上厕所再也不是尴
尬事了！”王期吉高兴地说。

“脏乱差”变“洁净美”
村民一门心思发展特色产业

随着新厕所建成，村民们了却了一

桩心事。“在卓队长的劝说下，我把家里
牛棚拆掉了。”王期吉说，他家牛棚本建
在家门口的小广场上，依着一棵大榕
树。由于牛棚气味熏人，以前除了喂牛，
一家人很少往榕树下去。牛棚拆除后，
乡村振兴工作队和村“两委”干部还和他
一起清理堆积在牛棚处的粪污和杂物。

“拆掉牛棚，家门口环境好多了。”最
近，王期吉多了一个新习惯。每到傍晚，
吃完饭后，他总喜欢带着孩子们在大榕
树下乘凉聊天，一家人其乐融融。

据统计，在加京村民小组开展人居
环境整治的过程中，共拆除废弃房屋3
间、牛栏3间、猪舍48间，清理陈年垃圾
约250吨。

看到加京村民小组的大变样，白堆
村村民纷纷行动起来参与人居环境整
治，该村由“脏乱差”变身“洁净美”。“村

庄干净了，大伙的发展意识也更强了。”
一位村民说，现在大家都想着，加快发展
产业，让日子越来越好。

如今，白堆村产业发展方面也取得
了突破。去年，白堆村以“村集体+合作
社+农户”的形式，建设了占地200亩的
种养基地，由南华合作社牵头建设一个

集大棚蔬菜种植、肉鸽和灵芝鸡养殖等
功能于一体的大型种养综合产业园区，
目前已带动数十名村民在此务工。“在这
打工，一天能拿120元，离家也近。”白堆
村脱贫户黄秀英高兴地说。

（策划/段誉 撰文/段誉 司玉 陈红艳
图片/张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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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梁振君 通讯员 张恒

近日，中国石化集团石油商业
储备有限公司洋浦原油保税仓库
9.6万吨、货值2780万美元的阿曼原
油（中质含硫原油）顺利出库，出口
韩国。自去年11月 16日首票业务
落地至今，洋浦经济开发区共有
29.4 万吨成品油混装出口，涉及货
值约1.22亿美元。

这是海口海关和洋浦经济开发区
为支持海南自贸港建设、提升海南企
业国际市场竞争力，率先推行不同品
种保税油品同船混装运输监管模式而
结出的硕果。

制度创新增强企业获得感

近年来，全球外贸形势复杂严峻，
面临着诸多不确定因素。洋浦开发区

是我国最大的商业石油储备基地之
一，储备能力超千万立方米，油品出口
面临多重掣肘。

以前，洋浦保税仓进什么油品只
能出什么油品，按照规定严格区分，不
能混装运输出口。“针对外销的国内标
号油品不能满足海外市场特别是东南
亚市场需求等痛点和难点，我们以问
题为导向，结合中石化（香港）海南石
油有限公司业务需求，创新推出不同
保税油品同船混装运输监管模式，形
成面向海外市场精准输出相应标号油
品的供给能力，破除企业‘走出去’瓶
颈，对企业做大经营量、降低运营成
本、提升国际市场竞争力具有重要意
义。”海口海关相关负责人说。

据介绍，为打通自由贸易新通道，
洋浦开发区与洋浦海关齐心协力，大
胆进行制度创新，推出“同船混装运
输”新举措，在全国率先开展不同保税

油品混兑调和新业务。
“此项制度创新，相当于为我们公

司保税油品出口创造了一个新的品
种。”中国石化（香港）海南石油有限公
司相关负责人说，“同船混装运输”大
幅提升洋浦保税油品国际市场竞争
力，预计今年中国石化（香港）海南石
油有限公司保税油品出口量可增加约
50万吨。

与此同时，我省以问题为导向，结
合企业业务需求，采取系统监控、核查
抽查和过程监管等手段，每月定期比
对数据，对油品进出仓情况进行有效
监管，确保监管到位、风险可控。

多措并举缩短通关时间

近日，海南炼油化工有限公司向
中石化燃料油新加坡有限公司顺利出
口6300吨国际航行船舶专用燃料油，

洋浦海关为这批船用燃料油签发了首
份采用流量计方式计量结果的重量证
书，标志海口海关出口成品油重量鉴
定新模式正式落地实施。新模式让成
品油出口“零等待”。

据介绍，传统人工岸罐计量模式，
海关关员需登上20多米高的储罐开
展检验，不仅费时费力、条件艰苦，更
存在一定的作业安全风险，一旦受到
台风等恶劣天气影响，往往难以实施
现场监管。

洋浦海关和洋浦开发区以解决企
业面临的问题为出发点，积极推动监
管模式改革，针对海南炼化成品油出
口业务实际，推出采用流量计方式开
展成品油重量鉴定的新模式。

采用流量计方式计量后，海关通
过在线读取流量计计量数据、视频监
管输油现场等方式即可进行线上监
管，不受天气因素制约，不仅降低登

罐工作风险，更有效节省关企双方人
力和时间成本，切实解决成品油出口
批次多、单批数量少、效率要求高的
问题，实现企业24小时不间断出口，
海关全天候有效监管，真正做到“船
到即检”。

为保障企业 24 小时出口连续
不间断，洋浦海关向企业作出检验

“零等待”的承诺，只要提前12小时
预约，无论白天黑夜还是节假日，
都将做到第一时间检验、第一时间
出证。

截至今年 8 月底，洋浦海关采
用流量计方式检验海南炼化出口
燃料油共 46 批次 28.64 万吨，货值
6914.11万美元，助企业扩大出口产
能 2.1 万吨，直接节省第三方鉴定
服务费和间接降低运输成本共290
万元。

（本报海口9月17日讯）

我省创新保税油品监管模式，提升企业国际市场竞争力

“同船混装运输”破除企业走出去瓶颈

第一届“海南省改革和制度创新奖”获奖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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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创一流营商环境 为海南自贸港建设作贡献

■ 本报记者 计思佳 通讯员 蔡於海

9月17日上午，海口国际商事调
解中心在海口市国贸三横路揭牌成
立，标志着今后商事主体遇到境内外
的商事纠纷，除了诉讼和仲裁外，还可
以在海口选择另一条效率高、成本低
的纠纷解决渠道。据介绍，这是我省
首个民办非企业性质的专业从事商事
纠纷调解的机构。

海口市政府相关负责人表示，该
国际商事调解中心成立，是该市贯彻
落实《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总体方案》
提出的“构建多元化国际商事纠纷解
决机制”的具体措施。

今年6月1日《海南自由贸易港
建设总体方案》发布以来，海口新增市

场主体数量呈现“井喷式”增长。截至
今年8月31日，该市新增市场主体3
万户，同比增长19.4%，存量市场主体
达43.4万户，占全省的41%。

“这些数据，一方面展示了海南自
贸港建设和海口经济发展巨大的潜
力，另一方面也对我们调解商事纠纷
尤其是国际商事纠纷的工作提出了更
高的要求。作为省会城市，海口需要
建立高水平的商事纠纷调解机制和体
系。”海口市政府相关负责人表示。

“调解作为除诉讼、仲裁外解决商
事纠纷的三大途径之一，具有灵活、便
捷、经济等特点。”海口国际商事调解
中心理事长廖晖介绍，境外商事主体
看一个地方的营商环境，很重要的一
个方面就是看是否有健全、完善的纠
纷调解和仲裁机制。如果一个地方调
解、仲裁渠道畅通，调解、仲裁、诉讼衔
接紧密高效，会增加国际投资者的投
资信心。“所以，海口设立国际商事调
解中心，是顺势而为。”

海口市司法局相关负责人介绍，
海口国际商事调解中心由海口市政府
推动设立，按照民办非企业管理，采取
市场化运作，对标国际调解规则，为国
内外企业提供便捷、高效、优质的商事
调解服务。

商事调解中心的生命力在于公信
力，开展商事调解需要一批政治素养
高、服务口碑好、专业能力强的调解
员。为此，该中心创新模式，聘用了5
名专职调解员和108名特邀调解员。

“特邀调解员是中心的‘主力军’，
由退休法官、资深律师和港澳调解员
组成，必须有良好的职业、道德操守以
及丰富的实践经验。”廖晖介绍，当商
事纠纷进入调解程序后，当事人可“自
主点单”，在特邀调解员名单库中自主
选择特邀调解员，也可由中心指定。
调解成功达成协议的，由当事人向法
院申请进行司法确认，赋予调解协议
司法强制执行力。

（本报海口9月17日讯）

海口国际商事调解中心揭牌成立
将为商事主体提供便捷高效优质调解服务

定安县新竹镇白堆村乡村振兴工作队队长卓尔（右）向村民了解地瓜种植情况。

广告·热线：66810888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0年9月15日

产权申请人
海口光通光
电子研究所
（普通合伙）

申请依据
《关于依法出让给海南国际投资
有限公司建设科技工业园的批
复》（市土字〔1991〕351号）

申请土地面积

1116.79平方米

土地座落
海口市国际
科技工业园
兴海路南侧

土地权属证件
《关于同意海南国际投资有限公司转让
海南国际科技工业园有限公司受让土地
使用权的批复》（市土字〔1992〕1687号）

项目名称
海口光通光
电子研究所
（普通合伙）

原土地使用者
海南国际科技
工业园有限公
司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关于积压房地产土地确权登记征询异议公告
海资规〔2020〕12297号

根据海南省人大常委会《关于加快积压房地产产权确认工作
的决定》，现将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对下述积压房地产土地
确权登记申请的审核情况予以公布(详见下表)。对公布的土地使
用权、所有权及他项权利有异议者，请于见报之日起60日内，以

书面形式并持有关证据到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秀英分局(海
口市丘海大道25号)办理异议登记或复查手续。逾期没有提出异
议的，即认为公布的权益无异议。

联系人：张先生 联系电话:0898-68923086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博雅花园项目应用太阳能热水系统补偿

建筑面积规划公示启事
海南泽华实业有限公司博雅花园项目位于琼山区府城镇博雅路，

现设计方案增设太阳能热水系统补偿建筑面积，经图审机构《太阳能
热水系统设计方案复核表》(泓审[2020]01号）审查，可补偿建筑面积
496平方米。根据《海南省太阳能热水系统建筑应用管理办法》，为广
泛征求相关权益人和公众的意见，现按程序进行批前公示。1、公示时
间：10个工作日（2020年9月18日至9月30日）。2、公示地点：海口市
自然资源和规划局门户网站(http://zzgj.haikou.gov.cn)；建设项目
现场；海南日报；海口日报。3、公示意见反馈方式：（1）电子邮件请发送
到：hksghj@haikou.gov.cn。（2）书面意见请邮寄到海口市长滨路第
二行政办公区15栋南楼2056房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城市设计
管理科，邮政编码：570311。（3）意见或建议应在公示期限内提出，逾
期未提出的，视为无意见。（4）咨询电话：68724371，联系人：王刚。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0年9月18日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万佳新城花园项目应用太阳能热水系统补偿

建筑面积规划公示启事
海南泽华实业有限公司万佳新城花园项目位于海口市滨涯村，现

设计方案增设太阳能热水系统补偿建筑面积，经图审机构《太阳能热
水系统设计方案复核表》(琼B太阳能核字[2019]002号）审查，可补偿
建筑面积368.67平方米。根据《海南省太阳能热水系统建筑应用管理
办法》，为广泛征求相关权益人和公众的意见，现按程序进行批前公
示。1、公示时间：10个工作日（2020年9月18日至9月30日）。2、公示地
点：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门户网站(http://zzgj.haikou.gov.cn)；
建设项目现场；海南日报；海口日报。3、公示意见反馈方式：（1）电子邮
件请发送到：hksghj@haikou.gov.cn。（2）书面意见请邮寄到海口市
长滨路第二行政办公区15栋南楼2056房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城市设计管理科，邮政编码：570311。（3）意见或建议应在公示期限内提
出，逾期未提出的，视为无意见。（4）咨询电话：68724371，联系人：王刚。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0年9月18日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大华·锦绣海岸G12变更方案规划公示启事

大华·锦绣海岸G12位于海口市滨海西路南侧。项目于2019年7
月通过规划许可，2020年8月变更方案，批建内容为19栋地上4-26
层，地下1层住宅楼。现建设单位申请对低层住宅核心筒尺寸进行微
调，并增设应用太阳能热水系统，拟补偿建筑面积385.9m2。经审查，
变更方案各项规划指标符合控规要求。为广泛征求相关权益人意见，
现按程序进行批前规划公示。1、公示时间：10个工作日（2020年9月
18日至9月30日）。2、公示地点：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门户网站
（http://zzgj.haikou.gov.cn）;建设项目现场；海南日报；海口日报。
3、公示意见反馈方式：（1）电子邮件请发送到：hksghj@haikou.gov.
cn。（2）书面意见请邮寄到海口市长滨路第二行政办公区15栋南楼
2056 房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城市设计管理科，邮政编码：
570311。（3）意见或建议应在公示期限内提出，逾期未提出的，视为
无意见。（4）咨询电话：68724370，联系人：赵浩。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0年9月18日

琼海市涉黑涉恶案件财产处置领导小组处置工作组对扫黑除恶
过程中依法查封扣押的一批新活农产品，根据《刑诉法》、《拍卖法》等
相关法律规定，现委托我司通过公开变卖方式处置，具体内容如下:
陈良、郭始万名下的位于青葛村委会一个养殖场及7口养殖塘的全
部水产品（包括东星斑、老鼠斑、杉虎斑、珍珠斑成品鱼和鱼苗等），总
重量约四万余斤。参考价：190万元/整体，竞买保证金：10万元。变
卖竞价方式：如只有一人报名且现场报价不低于保留价的，直接确认
其成交；二人或二人以上报名竞价的，则通过现场拍卖公开竞价的方
式处置，价高者得。变卖公开竞价现场会时间:2020年9月19日9：
00。现场会地点：琼海市长坡镇政府会议室。标的物展示及办理变
卖竞价手续时间：公告之日起至2020年9月18日止。有意参与竞买
者，请于2020年9月18日17:00前缴纳竞买保证金并到海南天竺拍
卖有限公司或琼海市长坡镇政府会议室了解详情及办理竞买手续。
拍卖公司地址：海口市国贸北路国安大厦1803室。拍卖公司电话：
0896-66775834 18976211911。看样联系电话：19989121397

查封扣押物品变卖公告海南忠林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
现受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省分公司委托，我司

定于2020年9月25日上午十时在本公司拍卖厅按现状拍卖下列车
辆(不含车牌)：1、琼AM8558（登记时间为2008年12月奥德赛牌
HG6480BB小型普通客车），参考价1.9万元。2、琼A0FF28（登记
时间为2009年12月别克牌SGM6527AT小型普通客车），参考价
1.3万元。竞买保证金1万元/辆。车辆展示：2020年9月23-24日
本公司地址停车场。注意事项：1、竞买人须取得购车指标文件【省
外提档（符合当地要求）除外】。2、办理车辆过户的一切税、费由买
受人全部承担。3、拍卖成交后先过户后提车。有意竞买者请于
2020年9月24日16时前到我公司了解详情并办理竞买手续。

地址：海口市南海大道172号海口旧车市场服务大厅二楼
电话：13876242898 0898-66803369
委托方电话：0898-68623077，68521765

第20200925期

延期公告
我局于2020年8月20日在《海南日报》A08版发布的《定安

县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公告》（定自然资出告〔2020〕5

号），因故延期。具体延期事项：1.报名期限原截止时间为2020年

9月17日16:00，现延期至2020年9月25日16:00；2.交纳竞买

保证金原截止时间为2020年9月17日16:00前，现延期至2020

年9月25日16:00前；3.竞买资格原确认时间为2020年9月17日

17:00前，现延期至2020年9月25日17:00前；4.原挂牌截止时

间为2020年9月21日10:00，现延期至2020年9月28日17:00。

特此公告

定安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0年 9月18日

创新举措整治人居环境，多方协作发展特色产业

定安白堆村：从“面子美”到“里子实”

海南航空举办免税主题航班活动

免税优惠套券免费送
本报海口9月17日讯（记者邵长春 通讯员

周炜）9月16日，海航集团旗下海南航空控股股
份有限公司在HU7120上海-海口、HU7086成
都-海口、HU7182北京-海口三趟航班上举办

“乘海航，享免税”主题航班活动，通过线上及线下
为旅客发送免税优惠套券等方式，助力海南自贸
港打造免税购物天堂。

本次“乘海航，享免税”主题航班活动由海南
航空与海口美兰机场免税店共同策划举办，并获
得省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厅支持。双方携手合
作，共享优势资源，通过“航空+免税”的形式，降
低消费者购物成本，助力海南旅游业加快发展。

活动中，海南航空空乘向机上乘客介绍了海
南离岛免税购物新政策，使旅客对海南离岛免税
购物政策有了更直观、深入的了解，并向乘客派送
了价值400元的免税优惠套券，同时还安排了机
上有奖竞猜互动环节。乘客普遍表示，此次免税
主题航班活动给他们留下了深刻印象，免税购物
将成为他们此次海南之行的必选行程。

此外，海南航空还在线上推出免税购物产品
优惠。9月19日，海南航空还将与海口美兰机场
免税店联合举办线上直播活动，探索“机票+免税
产品”联合营销模式。

省药监局优化审批服务

175项行政审批事项
实行“不见面审批”

本报海口9月17日讯（记者罗霞）省药监局
9月16日发布公告称，为改善营商环境，方便企
业和群众办事创业，该局决定进一步优化行政审
批有关工作。其中包括，省级办理的175项行政
审批事项，实行全流程互联网“不见面审批”（以下
简称“不见面审批”）。

公告中说，省级办理的175项行政审批事项实
行“不见面审批”后，工作人员在审批过程中不要求
申请人提交纸质材料。申请人登录行政审批系统选
择具体审批事项进行网上申报，按要求上传电子扫
描材料即可。申请人根据自身需求，既可选择“不见
面审批”办理模式（不提交纸质材料），也可选择“见
面审批”办理模式（提交纸质材料）。在办理需要缴
费的许可事项时，申请人可根据自身实际，选择到行
政审批办现场刷卡或者选择银行转账缴费。

该公告自今年9月16日起施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