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实时反馈

澄迈启动防范非法集资
宣传月活动

本报讯 （记者高懿）6 月是防范非法集资
宣传月，今年的主题是“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
家”。6月 15日，澄迈县防范非法集资宣传月
活动启动，通过开展宣传活动，引导群众主动
防范风险，自觉远离非法集资，共同守护幸福
生活。

活动现场，澄迈县金融中心、公安局等单位围
绕活动主题，通过设置宣传点悬挂宣传横幅、发放
宣传资料等方式，向过往群众深入宣传《防范和处
置非法集资条例》。此外，工作人员用通俗易懂的
语言、鲜活生动的案例向群众讲解非法集资犯罪
的严重社会危害性，以及如何树立正确的理财观
念，提醒人民群众一定要远离非法集资，保护好自
己和家人的“钱袋子”。

通过开展宣传活动，进一步提高广大群众防
范非法集资的意识，增强广大群众非法集资风险
识别及防范能力，形成全民防范和抵制非法集资
的浓厚氛围。

守护幸福

澄迈实行实名举报
全流程回复机制

本报讯（记者高懿 通讯员周宗波 徐红豆）
“您好，我是澄迈县纪委监委信访室工作人员，
您所反映的问题已调查处理完毕，根据《中国共
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己给予被举报人留党察看
一年处分。”近日，澄迈县纪委监委工作人员将
一起信访举报案件调查处理结果向信访群众进
行反馈。

坚持实名举报受理情况、办理结果“双反馈”，
是《纪检监察机关处理检举控告工作规则》规定的
重要内容之一。日前，澄迈县纪委监委出台《信访
举报归口分流处理办法（试行）》，明确对实名检举
控告的，承办部门应当优先办理、优先处置、及时
反馈，制定了实名举报“实时反馈”机制，做到“受
理告知、办理告知、结果告知”，给实名举报人吃下

“定心丸”。
在办理实名检举控告中，该县纪委监委信访

室将收到的每一件信访举报件实行统一登记、归
口管理、集中分流，并将回复反馈信访人工作贯穿
信访件办理全流程各环节。对每一件实名制信访
件受理分办后及时回复信访人所反映问题的受理
转办情况；实名制信访件办结后，按照“谁承办、谁
反馈”的原则，督促承办部门将办理结果回复信访
举报人。今年以来，共收到实名初次检举控告11
件，己全部向举报人反馈处置情况，反馈率
100%。

澄迈举办
人才政策知识竞赛

本报讯（记者高懿）近日，澄迈举办2022年
澄迈县人才工作者及高层次人才服务联络员人才
政策知识竞赛。澄迈县委人才工作领导小组各成
员单位、海南生态软件园管理局、各园区、各镇人
才工作者和高层次人才服务联络员等67人参加
竞赛。

据了解，本次参加竞赛人员均来自2022年
度澄迈县人才工作者能力素质提升班学员，竞赛
以《海南自由贸易港常用人才服务保障政策300
问》为基础，围绕高层次人才认定、人才落户、人
才住房补贴、子女教育、医疗保障、外国人出入
境等相关政策和实务设置试题，全方位、多角度
检验该县人才工作者对人才服务保障政策知识
的掌握情况。

本次知识竞赛集知识性、教育性于一体，通过
以赛促学、以知促行，开展实战化、专业化大练兵，
扎实锤炼人才工作者过硬本领，着力补齐知识弱
项、能力短板和经验盲区，进一步提高人才工作者
队伍综合素质和能力水平。

以赛促学

澄迈开展专项整治行动
保障农机道路交通安全

本报讯 （记者高懿）为进一步加强拖拉机
安全监管工作，坚决遏制变型拖拉机道路交通
安全事故，连日来，澄迈县公安交警牵头组织，
联合澄迈县农业农村局、综合行政执法局等有
关部门，深入各镇开展农机道路交通安全专项
整治行动。

在专项整治行动中，执法人员以拖拉机为重
点开展安全检查，严厉查处拖拉机非法载人、非法
改装拼装、无牌无证等违法违规行为。在执法检
查过程中，执法人员将处罚与宣传教育相结合，及
时对拖拉机驾驶员普及农机安全知识，提醒驾驶
员要时刻牢记安全驾驶各项规定，珍惜生命财产。

据悉，自今年1月5日至今，澄迈在开展农机
道路交通安全联合整治行动中，共出动执法人员
490人次、执法车辆105辆，检查农机车辆142
台，查处违法违规拖拉机91台，发放宣传资料
3000余份。

通过开展联合整治行动，进一步加强农机
道路交通安全管理，有效防范农机道路交通事
故发生。

严格执法

做好“放”的减法
降低企业开办成本 简化企业设立流程

澄迈新发展 2022年6月20日 星期一
值班主任：罗清锐 主编：刘乐蒙 美编：张昕 检校：李彪 陈伊蕾A08

■■■■■ ■■■■■ ■■■■■

■ 本报记者 高懿

“刚割下的水稻秸秆很干净，没有泥土，回收
后只需加入益生菌就能成为牛羊最爱的青储草
料，实现种植业、养殖业的良性互动和循环发
展。”近日，在澄迈县永发镇永丰村水稻秸秆机械
化还田和离田作业观摩会现场，澄迈润来种植养
殖农民专业合作社总经理王成军抓起一把刚刚
收割成捆的水稻秸秆告诉海南日报记者。

眼下，澄迈进入水稻收割季节，在永丰村的
水稻田里，两台农机正在有序作业，刚刚收割的
稻谷在田间飘香。

记者看到，一片片稻谷被收割机整齐地收
起，粉碎后的水稻秸秆从收割机尾部吐出，整齐
地喷撒在田间。同时，还田机锋利的旋耕刀片不
断翻滚泥土，将粉碎后的秸秆直接混埋在耕作层
土壤中。

“水稻秸秆还田是在水稻机械收割的前提
下，利用机械将秸秆翻埋于土壤耕层之下的一种
秸秆还田方式，粉碎还田后不仅可以直接耕种，
而且通过此模式可为农户节约种植成本100元/
亩。”王成军告诉记者，该模式作业环节少，操作
简便。同时，通过还田机粉碎水稻秸秆还能有效

遏止秸秆焚烧引起的空气污染，起到保护环境的
作用。

“秸秆粉碎还田不仅有利于水田翻耕，秸秆
腐烂后产生的氮、钾、磷等丰富的养料元素，对提
高水田肥力效果更好。”澄迈县农业农村局有关
负责人表示，目前澄迈县正在大力推广以水稻秸
秆为主体的还田技术，将秸秆资源返还农田，不
仅可以改良土壤、保障粮食安全，而且能够破解
秸秆禁烧难题、加强生态环境建设。

不仅如此，澄迈县现已逐渐建立起秸秆离田
循环利用模式。在水稻秸秆机械化还田离田作
业观摩会现场，两台新型水稻收割打捆一体机轰
鸣声不断，一边将田中的秸秆“吞”进去，一边又将
捆扎好的秸秆“吐”出来。短短两分钟，数十个被
挤压得结结实实的秸秆包便整齐地堆放在田边，
将拉往统一处理中心加工为青储饲料售卖。

“下一步，我们将不断提高秸秆还田、离田利
用率和耕地质量，重点推进水稻秸秆机械化作
业，大力推广水稻秸秆低茬收割粉碎、旋耕混埋
及犁耕深翻等技术，从源头上实现秸秆‘以用促
禁’，带动更多农户成为绿色循环农业受益者。”
澄迈县农业农村局有关负责人说。

（本报金江6月19日电）

澄迈大力推进水稻秸秆机械化作业

秸秆新出路 还田+离田

以项目建设助推
物流业提质升级

日前，在位于澄迈县金马现代物流园的京东澄迈电子商
务产业园及运营结算项目二期工程施工现场，工程有序推进。

该项目建成后，将带动海南本地部分物流企业走上集系
统化、信息化、仓储现代化为一体的综合性产业道路，助推金
马现代物流中心乃至海南的现代物流业进一步提质升级。

本报记者 陈元才 摄

从“证照分离”改革，到在机
制、人员、配置等方面为群众提
供统一、便利高效的服务，澄迈
县市场监管局推出优化服务系
列实招。

澄迈县政务服务中心企业开
办综合窗口工作人员唐庆应说，作
为与注册企业接触的一线人员，常
有企业向其抱怨刻章程序繁琐、耗
时等问题。以前，企业刻制印章需
要先到指定线下办事大厅或当地
公安部门申请刻章，需自费且等待
时间不定，来回办理，影响企业开
办效率。

对此，自2020年9月起，澄迈
县为新开办企业免费提供刻制印
章服务，刻章送达时间从4个小时

压缩至3个小时内。新开办企业
可申请免费刻制单位公章、财务专
用章、发票专用章和法定代表人
（或负责人）人名章、合同章等。

“我们将以企业和群众的需求
为导向，加强对企业开办的事项范
围、办照办证流程以及技术支撑等
研究，破解梗阻，加快集成服务模
式探索，确保市场准入效能位居全
国同类地区前列。”林鹏信心满满
地说，下一步该县还将紧贴企业需
求，送政策、送服务、解难题，构建
多元企业服务体系，着力打造更加
便利透明、更加成熟定型的市场基
础性制度，在更高起点更高层次上
打造出澄迈营商环境新优势。

（本报金江6月19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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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拿到号不到10分钟，凳子还没坐热，就轮到我办理业务
了，而且一个窗口就能全部指导解答企业开办问题，不用跑来跑
去，办事效率值得点赞。”6月14日，在澄迈县政务服务中心，办
事群众王峰告诉海南日报记者。

服务好更多的市场主体，是商事制度改革的落脚点，也是商
事制度“放、管、服”综合配套改革成功与否的一项重要指标。

自2014年以来，澄迈县加大深化商事制度改革力度，从
2015年“三证合一”到2016年“五证合一”再到2017年“多证
合一”，颁发的营业执照总数持续增加。“数据是直观的也是客观
的，充分说明澄迈商事制度改革持续释放经济发展的内在潜
力。”澄迈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局长林鹏坦言，商事制度改革是深
化“放管服”改革的先手棋和突破口，既要做好“加减法”，更要做
好“乘法”，确保商事制度改革持续推进。

“听说以前企业注册非常麻
烦，不仅时间长，手续还复杂。没
想到，现在办理起来这么便捷，上
午在网上提交材料，下午就通知可
以领取营业执照。”海南和之鑫防
水科技有限公司行政助理张天凤
说，如此快的办事速度不仅为企业
赢得市场先机，也节省制度性交易
成本。

张天凤的“听说”和“实践”，正
是商事制度改革前后企业注册的
鲜明对比。曾几何时，想开办企业
不仅面临着门槛高、环节多、效率
低、期限长等问题，还往往因为营
业执照和许可证办理问题让企业
走入“死胡同”。

企业开办是市场主体全生命
周期的第一关，其便利化程度是营
商环境优化的重要体现。2014年
起，澄迈持续加大深化商事制度改

革力度，为企业开办审批事项“做
减法”，以先行先试的姿态加入改
革浪潮中，推进简政放权。

如今，在澄迈开办企业已经进
入“极简模式”。从2021年10月
29日起，进一步压缩企业开办时
间至1个工作日。其中，企业设立
登记时间办理不超过0.5个工作
日，印章刻制和发放及新设企业首
次申领发票等不超过0.5个工作
日（同步办理），实现市场主体电子
营业执照和电子印章同步发放。

“商事制度改革的‘放’，促进
了澄迈县营商环境的优化，企业设
立时限从过去的十几天压缩到1
天甚至更短。”林鹏告诉记者，有

“商”才有“营商环境”，降低企业设
立成本，优化企业设立流程，不仅是
为市场主体减负，也有助于推动更
多市场主体参与到市场经营之中。

企业是市场经济发展的主体，
商事制度改革的红利，不仅凝聚在

“放”上，还体现在“管”上。
“我们企业平时比较忙，以前

各部门检查也比较多，随着跨部门
‘双随机、一公开’开展后，各种检
查减少了，也比较有针对性，能解
决实际问题。”近日，海南海汽运输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澄迈分公司安
全质量部主任杨志翔对澄迈县实
行的“双随机、一公开”监管模式给
予高度认可。

澄迈县从试点“双随机、一公
开”到跨部门综合执法，每一次刀刃
向内的变革，都力求减少“今天你来
查、明天他来查”的随意、任性监管
对企业的干扰，减轻企业的负担。

然而，为企业“松绑”不代表让
企业松懈。“每一次检查，我们都将

‘随机’的震慑力发挥到最大，就是

要让企业对市场规则心存敬畏，切
实减少对市场主体正常生产经营
活动的干预。”林鹏告诉记者，商事
制度改革是一项系统工程，唯有加
大事中事后的监管力度，才能为宽
容的准入环境提供良好的支撑，打
造公平有序的市场环境。

同时，为加强管理，澄迈市场
监督管理局还根据企业信用风险
分类结果实施差异化、精准靶向监
管，并取得初步成效。将企业信用
风险分类结果与“双随机、一公
开”监管相结合，根据企业信用风
险分类结果确定抽查比例和频次，
实施差异化和精准靶向监管。并
针对未按时报送年报被列入经营
异常的企业在开展“双随机、一公
开”抽查，督促其主动按规定报送
年报，申请移出经营异常名录，合
法合规诚信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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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好“管”的加法
加强事中事后监管 提升市场治理能力

做好“服”的乘法
精准关注市场主体 优化办事流程

截至2022年5月31日

澄迈市场主体达53955 家

其中

个体户27708 家

农合社1419 家

企业24828 家

海南生态软件园

市场主体达12759 家

其中企业12516 家

2021年

澄迈新增市场主体13109 家

同比增长22.8%
其中——

个体户4947 家

农合社54 家

企业8108 家

海南生态软件园

新增市场主体4771 家制图/张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