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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邱肖帅

“我按你们的要求，花了1万多
元租房、买保险，你们最后却跟我说
这个地点不符合选址要求，这不是让
我花冤枉钱吗？为什么不一次性告
诉我？”日前，在海口市秀英区政府服
务中心，市民陶先生针对自己办理三
级燃气经营许可证的过程向窗口工
作人员提出质疑。

陶先生在海口市秀英区永庄村
开了一家三级燃气网点，今年11月
25日燃气经营许可证到期。到期
前，他让其公司的安全员来到秀英区
政府服务中心咨询办理证件延续的
事宜。窗口工作人员拿出一次性告
知清单说，办理许可证必须提供店面
的租房合同、生产经营保险等材料。

因为陶先生现存租赁合同8月20日
已经到期，为了办理证件，他以每月
3000元的价格续租了3个月，又花
费2000元购买了生产经营保险。

手续齐全后，10月陶先生将审
批材料交到了秀英区政府服务中
心。11月29日，秀英区行政审批服
务局书面告知陶先生，该三级燃气
网点不符合燃气经营许可延续的现
场条件，建议该网点重新选址再进
行申请。

“保险和房租都退不了，眼看着
年底了，这1.1万元的损失我该找谁
负责？”陶先生说，为此他多次通过
12345热线投诉，最终被告知需要到
秀英区政府服务中心了解情况，于是
出现了开头一幕。

“后来我又去了一次，他们的解

释还是选址不符合规定。即使是政
策有规定，但窗口服务如果能再细致
一点，提前上门踏勘确认，真正把‘一
次性告知’责任落到实处，那样不是
可以避免我们遭受无谓的损失吗？”
陶先生说。

12月8日，海南日报记者来到秀
英区政府服务中心了解情况。“陶先
生申请的房间是住宅性质，并且窗户
需要密封，这个网点不符合要求，所
以不能办理延续手续。”海口市秀英
区行政审批服务局踏勘组组长刘绍
武解释。至于为什么2018年就能办
理手续，他表示，当年三级燃气经营
许可证的审批权限在秀英区城市管
理局，具体原因他也不清楚。

为什么在陶先生咨询时不一次
性告知呢？“平时检查都是职能部门

负责，我们只是负责审批的，在接到
所有的审批材料前我们并不是太熟
悉网点的具体情况。”刘绍武表示，当
事人如果是第一次选址报审批，窗口
工作人员会提前通知踏勘组前往查
看，再让当事人提供所需材料，避免
当事人因选址不符合造成财产损
失。如果是旧证申请延续，根据工作
流程，当事人需要先提供一次性告知
单内的所有材料，窗口工作人员收齐
材料，才能转到踏勘组，他们才按流
程上门踏勘。

“如果当事人能在许可证到期前
2个月来申请，那时他的租约还在有
效期内，可能就不会产生额外的费
用。”刘绍武称。

“即使是提前2个月申请办理，
那时我的租房合同也已经到期，我还

是一样需要交完钱才能将完善的材
料交到服务窗口，踏勘组才会去现场
勘验，最终我还是得遭受这笔损失。”
陶先生说，现在海口很多城中村的三
级液化气站都临近换证，这些服务点
有可能也会遇到跟他一样的情况。
12月8日下午，记者走访秀英区椰园
新村多家三级液化气网点发现，大部
分网点的燃气经营许可证在2022年
1月至5月间到期，也将面临换证的
问题。那么，这些不符合规定无法换
证的网点又该如何避免财产损失呢？

刘绍武称，针对这一问题，他们
已经通知综合窗口服务人员，如果
再有类似情况需要续证的，可以先
转到踏勘组核实，再让对方提供相
应材料。

（本报海口12月15日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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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口一市民办理燃气经营许可证延续业务遭遇闹心事，花万余元补办租房
合同、生产经营保险后，被告知原址不能继续经营——

“一次性告知”如何落到实处？

成立协会、引入科研机构、培育龙头企业

万宁龙滚谋求
凤梨全产业链发展模式

本报讯（记者张惠宁 通讯员梁振玮）万宁
是海南菠萝之乡，素有“龙滚菠萝冠琼岛”的美
誉。12月12日，万宁市凤梨产业协会第一届第
一次会员代表大会在龙滚镇召开。经过近两年
的谋划，龙滚镇全面启动了“政府指导、协会主
导，引入科研机构提供技术支撑、培育龙头企业
拓宽市场渠道”的凤梨全产业链发展模式。

龙滚镇作为海南省第一个引进凤梨种植的
乡镇，辐射带动周边乡镇乃至其他市县凤梨产业
发展，经过数十年沉淀，形成了包括种植经验技
术、配套产业、人才队伍等在内的良好产业基础，
但近年来也面临着品种优化慢、种植标准不规
范、产业链不完善以及内外部市场竞争加剧等系
列问题。

近两年来，龙滚镇委、镇政府沉下心来为产
业把脉，找准问题逐个击破，通过引进凤梨新品
种、新技术，推行标准化种植，采用全自动菠萝分
拣模式，成立凤梨产业协会等，多措并举打响“龙
滚菠萝”“龙滚凤梨”的名号，吹响了产业升级优
化的新局面。

除了成立产业协会，龙滚镇政府也在积极争
取热带农业专家学者的支持。日前，龙滚镇与中
国热带农业科学院下属的南亚热带作物研究所、
香料饮料研究所、农业机械研究所等单位共同在
龙滚镇举办了凤梨全产业链高质量发展座谈会，
邀请台商、本地凤梨产业种植企业及合作社代表
约20人参会。

据了解，龙滚镇政府将加快龙滚凤梨公用区
域品牌建立和凤梨产业工作站建设工作，加大招
商引资力度，带动凤梨产业品种优化、品质提
升、品牌做大，为农民收入增加和乡村振兴持续
作贡献。

落实“一次性告知”真的这么难？

儋州市那大第八小学推进
“家校联动双减四个一”活动

把“双减”政策普及做到“家”
■ 本报记者 陈蔚林

“相信在座的家长都有过疑惑，‘双减’之后，
孩子们空出来的时间用来做什么？我建议，给他
们高质量的亲子陪伴。”近日，儋州市那大第八小
学举办家庭教育专题讲座，邀请教育专家就如何
做好“双减”背景下的家校联动给大家“支招”。

“双减”政策出台，在减轻学生负担的同时，
也减轻了家庭的经济负担和家长的精神负担。
但作为孩子的父母，减负不代表减轻肩上的责
任，而是要尽快转变思想，全力配合学校，确保

“双减”政策落地实施。
“秋季学期刚一开学，我们就针对家长群体

开展了‘双减’政策的普及工作，比如印发《致家
长的一封信》，在家长群转发‘双减’‘六项管理’
应知应会等，提高家长对‘双减’政策的知晓率。”
儋州市那大第八小学校长黎瑞家对参与2021年
海南“双减”百日环岛行活动的记者说。

儋州市那大第八小学家长张彩玲直言，“双
减”政策刚刚发布时，不少家长都有疑惑甚至焦
虑：“双减”减的是什么？减少作业和考试量，孩
子的成绩会不会下降？课后服务教的是什么，会
不会只是换一种说法的补课？通过学校持续不
断的解读和引导，大家对“双减”政策的认识越
来越全面客观，参与“双减”工作的积极性也越
来越高。

家长配合度和积极性的提高，黎瑞家从一组
数据里看得真切——刚开始推行课后服务时，
2700多名学生中有600多人没有报名，随着“家
校联动双减四个一”活动深入开展，如今参与课
后服务的学生已有2662名，参与率高达98.1%。

“每次跟学校沟通都很有收获。”儋州市那大
第八小学家长陈丽美对当天的讲座意犹未尽。
她认为，“双减”政策落地后，家长除了要配合学
校加强对孩子作业、睡眠、手机、读物、体质等方
面的管理，还要专注于发掘孩子的闪光点、培养
孩子的自控力、专注力，“我们会全力配合‘双
减’工作，因为‘双减’之后，我们从孩子身上看
到了他更加阳光、快乐的一面。”

（本报那大12月15日电）

洋浦保税港区“一票多车
便捷通关模式”首单落地

本报洋浦12月15日电（记者林书喜 特约
记者李灵军 通讯员袁野 郭瀚）12月15日，由海
南澳斯卡国际粮油有限公司申报加工增值内销
的1票50车2000吨菜粕，通过洋浦公服平台相
关数据与卡口核碰后顺利过卡出区，标志着洋浦
保税港区卡口管理“一票多车便捷通关模式”业
务正式落地。

海南日报记者从洋浦海关部门了解到，以前
货物从洋浦保税港区内销出区，核放单申报后，
车辆需全部运抵到场再逐车过卡。若无法安排
与核放单匹配的全部车辆，则无法正常使用该功
能，只能通过拆单等其它方式进出洋浦保税港
区，一定程度影响了物流效率。特别是针对单票
大宗货物出区过卡，需一次性集中几十辆车来完
成运输，协调难度很大，很容易造成卡口物流的
拥堵，同时增加企业成本。

据介绍，“一票多车便捷通关模式”极大方便
了企业的装货出区，提高了物流效率，降低了企
业的经济成本。

从落后2球，到补时扳平，再到点球绝杀武汉体院女足

琼中女足逆袭拿下中甲
■ 本报记者 李梦瑶

王黎刚
特约记者 秦海灵

从落后2球，到补时扳平，再到
点球绝杀，12月15日下午，在福建漳

州举行的2021年中国足球协会女子乙
级联赛半决赛中，海南琼中女足队上演惊

天逆转，不仅以6：5（点球4：3）的比分击败
武汉体院女足晋级决赛，更成功拿到全国最高

水平足球比赛之一——2022年女子中甲联赛
的“入场券”。

武汉体院女足队是琼中女足在本届中乙联赛
最大的对手，前者在体能、身高方面均占优势。当
天，琼中女足主教练陈婉婷采用“352阵型”迎战，一
开始双方你来我往，均未能把握住射门机会，直到第
41分钟，武汉体院女足禁区破门打破僵局。

下半场易边再战，武汉体院女足于第78分钟再
次破门，以2：0领先。看似胜利无望，琼中女足却愈
挫愈勇，在补时阶段连续创造两次点球机会并成功命
中，将比分顽强扳平。点球大战中，琼中女足一鼓作
气，最终以一球险胜对手，实现逆袭。

“坚韧不拔、顽强拼搏，不怕苦、不服输，这场比赛
可谓将琼中女足精神展现得淋漓尽致。”在海南琼中

女足队总教练肖山看来，也正是这种精神支撑着姑娘
们在训练场地及装备都相当简陋的条件下，一步步踢
出大山、踢出海南、踢出国门。

2015年 7月，瑞典哥德堡市，琼中女足七战七
捷，成功捧起2015年哥德堡杯世界青少年足球锦标
赛U12女子组的冠军奖杯。此后姑娘们更是一发不
可收拾——不仅实现哥德堡杯及哥德堡杯中国赛事
三连冠，更屡屡摘得全运会、全国学生运动会的冠亚
军奖牌。

琼中女足在青少年赛场上一骑绝尘，但肖山仍在
为姑娘们的出路发愁。“她们成年后怎么办？”除了为国
家队和其他职业队输送苗子，他还希望组建一支以琼
中女足为班底的职业队，让更多琼中女足姑娘获得登
上职业赛场的机会。

今年7月，在中国足协副主席孙雯的
引荐下，曾担任中国U16女足主教练的
陈婉婷应邀来到海南，开始执教以琼中
女足U18梯队运动员为主要班底组建
的琼中女足俱乐部。经过四个多月的训
练和磨合，球队的竞技理念和竞技水平得
到较大提升。

“我们就是奔着‘冲甲’的目标去的。”赛前，陈婉婷
放出“豪言”。

事实上，本届中乙联赛是琼中女足由青训梯队转

变为职业球队后参加的
第一场比赛，也是海南职业
女子足球队参加的首场职业
比赛。出乎所有人意料的是，这
支职业新军不仅一路过关斩将实现
五连胜，更一举创造了一年“冲甲”的
历史。

海南日报记者了解到，12月17日14
时30分，琼中女足将与另一场半决赛的获
胜者——广西平果呗侬争夺本届中乙联赛的
冠军奖杯。“虽然最大的目标——‘冲甲’已经实
现，但剩下的最后一场比赛，我们也要好好打。”
肖山期待着，姑娘们能不骄不躁，在六连胜
中挺进中甲。

（本报营根12月15日电）

灯笼椒

12月
15日

，半
决
赛
中
，海

南
琼
中
女
足
守
门
员
扑
下
关
键
的
点
球
。

获
胜
后

，琼
中
女
足
的
姑
娘
们
与
教
练相拥庆贺。

5:0 海南琼中女足队

广西师范大学女足队

11:0 海南琼中女足队

内蒙古大学女足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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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海南琼中女足队

云南农业大学女足队

4:1 海南琼中女足队

上海海港同济大学女足队女足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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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衡明

据报道，由于受理部门办理燃气
经营许可证延续业务时没有将相关
信息一次性告知经营户，致使其不仅
没办成事，而且花了1万多元的冤枉

钱，出现这样的问题值得深思。
设计一次性告知制度的初衷，是

让办事企业、群众在申请行政许可时
能够做到心中有数，尽量不跑冤枉路、
不花冤枉钱。具体到办理燃气经营许
可证延续业务来说，与首次办理许可
证有所不同的是，它需要经营户先提
交材料，然后由受理部门派人踏勘，选
址符合要求才能继续授予许可。不仅
如此，如今对选址的要求比以前严

格。从报道来看，相关部门在受理业
务时，并没有将这一信息说清楚，让经
营户以为申请旧证延续只是走个流程，
因而续租了房屋、办理了保险。可以
说，正是信息不对称导致了问题产生。

值得追问的是，为什么相关部门
在处理旧证延续审批时不能像对待首
次申请那样，在经营户报审批时提前
派工作人员踏勘选址，而必须等到经
营户提交材料后再进行踏勘？一个原

因在于，这样做的话会增加相关部门
的工作量，有时还可能会做无用功。
所以，问题的关键恐怕不是做不到，而
是想不到甚或不愿想。人们常说，为
民服务贵在走心，需要换位思考、将心
比心。从实际情况来看，一些部门与
这样的要求还有不小的距离。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具体的，
而不是抽象的；要落实于行动，而不
能只是说在嘴上。群众是最实在的，

评价政府部门的服务意识强不强、服
务质量高不高，主要是看办事顺不
顺、体验好不好。目前，相关部门已
经意识到存在的问题，也拿出了相应
的解决措施。我们期待相关部门能
够举一反三，从机制的层面对相关流
程进行优化，并强化一次性告知制度
落实。唯其如此，才能真正将好制度
执行好，把该办的事情办利索，以实
实在在的效果赢得群众信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