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免费乘车范围：五指山六龙观光巴士有
限公司旗下4条市区、市区至乡镇的公交线
路和五指山市海汽运输有限公司旗下可直达
乡村的海汽微型出租汽车。

免费游览景点：五指山水满河热带雨林
风景区、五指山革命根据地纪念园、海南省民
族博物馆等。

扫黑除恶进行时

颜某标等42人涉黑团伙
被提起公诉
长期在昌江乌烈地区为非作恶、称霸一方

本报海口10月9日讯（记者金昌波）海南日
报记者从省检察院获悉，日前，颜某标等42人涉
嫌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一案，由海
南省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向海南省第二中级人民
法院提起公诉。

检察机关在审查起诉阶段依法告知了颜某标
等42名被告人享有的诉讼权利，并依法讯问了被
告人，听取了其委托的辩护人的意见。海南省人民
检察院第二分院起诉书指控：以颜某标为组织、领
导者的黑社会性质组织长期在昌江黎族自治县乌
烈地区为非作恶、称霸一方，通过暴力、威胁、滋扰
等非法手段实施违法犯罪活动，对在该区域生活居
住、生产经营的人民群众形成了极大的心理恐惧和
心理强制。该组织为了牟取暴利，扩大影响，实施
一系列寻衅滋事、故意伤害等违法犯罪活动，排除
异己，非法控制了当地赌场，严重影响了当地社会
风气。该组织还利用组织势力，打砸、滋扰竞争对
手，意图垄断乌烈镇的网吧、啤酒及烟花爆竹行业，
对当地相关行业形成了重大影响。依法应当以组
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故意伤害罪、聚
众斗殴罪、寻衅滋事罪、开设赌场罪、非法采矿罪、
危险驾驶罪等追究42名被告人刑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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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姐，按照现在的医保政策，医药
费要怎么报销？”近日，在定安县龙门镇
大山村委会的办公室，村民潘家良前来
询问。面对他提出的问题，容姐笑容可
掬，耐心地了解情况，详细解答。

潘家良口中的“容姐”便是大山村乡
村振兴工作队队长吴焕容。“遇难题，找
容姐商量”早已成为当地村民心照不宣
的默契。对于他们而言，吴焕容不仅是
一名驻村干部，更是可靠可亲的大姐。

2019年2月，大山村乡村振兴工作
队开始驻村工作，定安县妇联副主席吴
焕容担任队长负责统筹推进驻村工作
的大小事项。

“实际上，容姐早就是大伙的老熟
人了，村里大小事她都清楚，谁家有啥
需要帮助的，她总记在心上。”潘家良介
绍，从2018年开始，吴焕容驻村开展脱
贫攻坚工作，和村“两委”干部及其他村

民同工作、同劳动，和大家结下了深厚
的情谊。“大伙认准了容姐是个干实事
的人，得知由她担任大山村乡村振兴工
作队队长，都很高兴。”

为何村民们如此信赖吴焕容？原
因藏在她驻村工作的点滴小事中。

在村民们眼里，吴焕容驻村后几乎
没闲下来过，走村入户、召开动员会、健
全完善各项工作制度、推进村党支部规
范化建设、谋划发展产业……她想方设
法解决村民们遇到的烦心事、揪心事，
潜心探索乡村振兴的新路子。

“以前咱们村哪有现在整洁，都靠
工作队和村‘两委’干部，带动大伙一起
整治人居环境。”村民秦文菊说，相较于
过去的“脏乱差”面貌，如今的大山村，
无论是房前屋后还是村道都十分干净，
村中随处可见绿树红花，俨然一幅美丽
的乡村风景画。

“工作队从增强村民的主人翁意
识、建立长效机制等方面发力，将农村
人居环境整治作为重点工作推进。”吴
焕容回忆，刚开始，部分村民认为村庄
发展和环境卫生好差没关系，为了打破
这一陈旧观念，她和工作队队员挨家挨
户做思想工作，和村“两委”干部带头清
洁环境卫生，终于带动村民们行动起
来，拆除了杂乱的圈舍，清理了房前屋
后的杂物。后来，村民们开始自发修整
杂草、栽种苗木，为美化环境出力。

同时，工作队还每周组织一个自然
村开展环境卫生大扫除，每户出一人，
与镇包点干部、村“两委”干部、保洁员
一起对自然村的村道、卫生死角进行彻
底清扫。工作队和村“两委”干部定期
在村中小学开展爱国卫生讲座，让孩子
们从小树立“爱国、爱海南、爱家乡、爱
家庭”和“爱干净”的意识。

此外，今年4月，工作队策划开展
“清洁家庭”评比活动，共发动192户村
民参与评比。“我们希望以评比为风向
标，让村民们树立不仅要维护公共卫
生，也要注重个人卫生和家庭卫生的意
识。”吴焕容说。

“村子美起来了，工作队还组织修
建文化舞台等公共活动场所，我们闲暇
时有地方展示才艺了，日子越过越好
了。”秦文菊说。

“要推进乡村振兴，还得多下功夫培
育特色产业。”吴焕容表示，这两年，在村

“两委”干部和乡村振兴工作队的共同努
力下，大山村形成了多元化的扶贫产业格
局：通过能人带动和村集体帮扶、技术扶
持等模式，发展循环养殖、百香果种植等
产业，带领村民们加快发展、脱贫致富。

（策划/段誉 撰文/段誉 司玉 陈红
艳 图片/张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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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安大山村乡村振兴工作队带动村民整治环境卫生，发展特色产业

乡村换妆容 产业富口袋

吴焕容在大山村村委会办公室工作。

本报海口10月9日讯（记者邵长
春 通讯员洪斌）10月8日，国庆中秋
长假落下帷幕，受多重利好因素叠加
影响，“双节”期间海南进出岛车辆和
旅客数量同比大幅增长，在复杂考验
面前，琼州海峡客滚运输交出了一份
满意答卷。

省交通运输厅统计数据显示，10
月1日至8日，琼州海峡客滚运输进
出岛航班1526个，运输旅客52万余
人次，同比增长33.41%；进出岛车辆

14万余辆次，同比增长69.58%。
“十一”前夕，交通运输部珠江航

务管理局在广东省湛江市徐闻港召
开相关会议时指出，今年受国庆长假
和中秋节假期叠加，疫情防控形势向
好后国内游潜力释放，非琼籍车牌小
客车过海免费，海南离岛免税购物政
策吸引力增强，徐闻港投产运营等多
重利好因素叠加影响，作为海南岛连
接内陆地区的主要交通方式之一，琼
州海峡客滚运输将面临严峻复杂的

考验。
面对考验，琼粤两省及交通运输

部高度重视，特别是作为运输主体的
港航企业提前对进出岛车客数量进
行预判，建立内外部联动机制。如海
南海峡航运股份有限公司采取了“预
约+非预约”分道分区域同时进港待
渡，搭配班轮化装载疏运模式，实行

“1+N”船舶派班机制，在“双节”作业
高峰期仍保持旅客过海井然有序、安
全畅通。

此前，琼州海峡运输长期实行的
是“大轮班”模式，即滚动发班与定点
发班同时执行，49艘船舶根据到港
顺序进行排班装载，存在靠泊港区不
定、航班未全部定点、船舶未定等方
面不足。从去年9月起，琼州海峡客
滚运输正式实行班轮化运营，全面实
现“定码头、定班期、定船舶”，采用统
一信息系统联网售票，让乘客出行安
排更具计划性，缩短旅客过海用时。

今年“双节”期间，琼州海峡两岸

轮渡企业在经历1年的磨合后，班轮
化模式日臻成熟，在高峰时段，“1+N”
船舶派班机制高效运转，从根源上解
决了车辆堵港难题。

过去琼州海峡客滚运输还存在经
营主体分散、管理方式粗放、配载效率
不高等问题，在琼州海峡港航一体化
背景下，两岸经营主体已初步形成良
好的合作意识及沟通机制，并开展联
合营销调度服务工作，提高了船舶配
载效能，实现了合作共赢。

琼粤携手应对琼州海峡车客流高峰，客滚运输班轮化运营见成效

“双节”期间旅客过海有序畅通
中共琼崖一大旧址
今日恢复开馆

本报海口10月9日讯（记者习霁鸿）海南日
报记者10月9日从海口市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
局获悉，中共琼崖一大旧址将从10月10日起恢
复开馆。

据了解，为配合海口市龙华区政府对解放路
邮政大厦进行拆除，中共琼崖一大旧址管理处从
9月7日起闭馆，现邮政大厦拆除工作已基本完
成，中共琼崖一大旧址将恢复开馆。

本报海口 10月 9日讯（记者郭
萃）海南日报记者从海南青子实业有
限公司获悉，我省首批5家罗森便利
店将于10月11日在海口同步开业，
预计今年底海口罗森便利店数量将达
20家至30家。

据了解，我省首批开业的5家罗森
便利店分别为：海南罗森椰岛广场店，
位于海口市龙华区龙华路43号椰岛
广场商铺1层；海南罗森滨涯店，位于

海口市龙华区滨涯村一区10栋109
号铺面；海南罗森滨海国际店，位于海
口市龙华区海南滨海国际金融中心B
座102单元；海南罗森南宝路店，位于
海口市美兰区南宝路富豪大酒店一层
A-38号商铺；海南罗森大英路店，位
于海口市美兰区大英路72号1层113
号铺面。

据介绍，罗森便利店40%的产品
为自有产品。10月9日上午，海南青

子实业有限公司在海口展示了包括甜
品、饭团、串烧、面包等在内的罗森自
有“网红”产品，获得了试吃者的认可。

海南青子实业有限公司相关负责
人告诉海南日报记者，下一步该公司
将在海口进一步增加门店数量，预计
今年底海口罗森便利店数量将增加至
20家至30家。明年起，该公司将开
拓三亚便利店市场，目前已着手筹
备建制。

我省首批5家罗森便利店明日同步开业
5家门店地址一览

海南罗森椰岛广场店 海口市龙华区龙华路43号椰岛广场商铺1层

海南罗森滨涯店 海口市龙华区滨涯村一区10栋109号铺面

海南罗森滨海国际店 海口市龙华区海南滨海国际金融中心B座102单元

海南罗森南宝路店 海口市美兰区南宝路富豪大酒店一层A-38号商铺

海南罗森大英路店 海口市美兰区大英路72号1层113号铺面

本报万城 10月 9日电（记者袁
宇 通讯员符祥煜）10月9日，海南日
报记者从万宁市行政审批服务局获
悉，为进一步缩减企业行业准入时
限，该市开展市场准入准营改革，落
实市场准入承诺即入制，首批试点将
6个行政许可类型由审批制改为备
案制，将20个行政许可类型由审批
制改为告知承诺制，审批时限整体压

缩90%以上。
“特别方便，不到10分钟就拿到了

食品经营许可证。”近日，在万宁市行政
审批服务局，从事餐饮业的万宁市民黄
茂深兴奋地告诉海南日报记者，他申请
办理的行政许可事项是万宁推行备案
制的6个试点类型之一，“提交了材料，
登记备案，就领到了许可证。基本上相
当于即办即取，特别快！”

海南日报记者了解到，万宁首批
由审批改为备案的6个行政许可事项
涉及食品销售业、自制饮品制售类、糕
点类食品（不含裱花类）、直营连锁餐饮
服务经营企业门店、卫生室校验和社会
团体年检。申请人按要求提交材料后，
只需备案登记便可获准经营，减少了行
政审批部门现场核查、审批等环节，由
事中事后监管部门进行规范管理。

万宁市行政审批服务局相关负责
人介绍，推行备案制和告知承诺制改
革，是对行政许可改革的进一步深
化。旨在最大化便利企业行业准入准
营，减少政府部门的干预，进一步降低
企业市场准入门槛和制度性交易成
本，从而激发市场活力，“这也将进一
步促进政府职能转变，推动相关部门
将监管重点由事前转向事中事后。”

该相关负责人表示，万宁将通过
推行市场准入准营改革，强化“审管
罚”三方联动，加强信用信息归集共
享，建立失信市场主体及相关责任人

“黑名单”台账，建立部门间信用信息
共享工作机制，在未来将信用记录和
信用报告嵌入行政管理和公共服务的
各领域、各环节，以加强对失信市场主
体及相关责任人的联合惩戒。

万宁试点推行行政许可备案制与告知承诺制

审批时限整体压缩90%以上

红岭灌区田间工程
首座泵站通水

本报海口10月9日讯（记者孙慧 通讯员汪江
恩）海南日报记者10月9日从省水利电力集团获
悉，红岭灌区田间工程首座泵站近日建成通水。

新建成的泵站位于文昌市冯坡镇贝山村，经过
3个多月的施工，贝山村田洋片区完成新建灌溉渠
道19公里，排水沟衬砌3.8公里，提升了整个贝山村
田洋片区4500多亩农田的水利基础设施水平。

作为红岭灌区工程的配套工程，红岭灌区田
间工程是打通农田灌溉“最后一公里”的关键工
程，该工程全面建成后，将从红岭水利枢纽引水，
为海口、文昌、定安、屯昌等多个市县供水。

儋州湾：候鸟翩跹

近日，在儋州市儋州湾，一群群白鹭在滩涂上或
觅食或起舞。随着天气变凉，儋州湾候鸟逐渐增多。

近年来，儋州持续推进儋州湾生态环境保护与
修复工作，儋州湾生态环境质量持续向好，吸引不少
鸟类来这里“安家落户”。 本报记者 陈元才 摄

五指山推出优待高层次人才举措

“天涯英才”可免费游景点

本报五指山10月9日电（记者谢凯 特约记
者刘钊）海南日报记者10月9日从五指山市委组
织部获悉，为营造尊才、爱才的良好氛围,该市决
定，从即日起，凡持有“天涯英才卡”的高层次人
才本人，在五指山市内可享受免费乘坐公共汽
车、微型出租车和旅游景点免费入园的服务。

据了解，上述免费服务的服务对象是经海南
省认定的持有“天涯英才卡”A、B、C、D、E类高层
次人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