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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郑甜）记者 10 月 18 日
从海口市政府办公厅获悉， 为了使为民
办实事项目更加顺应民意、贴合民心、贴
近实际，海口市委、市政府 2016 年为民
办实事事项 10 月 19 日起向社会公开征
集意见和建议。

历年来 ，海口市采取并联审批 、开
通绿色通道等多种方式 ， 加快推进项

目进度 ， 确保每年的市委市政府确立
的民生实事都如期完成 ， 得到了各方
的点赞。

据了解， 今年海口市为民办实事的
项目中城市公共交通优化扩大覆盖面、
城市道路积水点改造、 海甸岛干道提速
工程、解决群众房产证遗留问题、三江农
场农村公路建设、教育学位增加、社区居

家养老购买服务等项目已经完成， 其他
项目也正稳步推进。

据悉，此次征集内容包括就业保障、
社会保障、文化教育、医疗卫生、社会救
助、城市管理、生态保护 、公共交通 、物
价、三农、市民生活服务、社会安全等与
群众生活密切相关的事项。海口市委、市
政府将在汇集各方意见的基础上， 统筹

考虑筛选出群众反映迫切、受惠面广、可
操作性强的民生项目，确定为 2016 年为
民办实事事项。本次意见征集将从 10 月
19 日开始，到 11 月 20 日止。

有意向的群众可登录海口市政府门
户网站 （www.haikou.gov.cn）,填写您最
关心、最关注的民生事项或建议，或直接
发送电子邮件至 xwc@haikou.gov.cn。

海口演丰镇涉铺前
大桥项目 500余亩土地

全部征收完毕
本报讯（记者何海东 通讯员刘

平）10 月 17 日，海口市美兰区演丰镇
征地工作再传喜报： 铺前大桥项目塔
市村委会 9 个村民小组共 114.586 亩
集体土地成功签订协议。至此，该项目
涉征北港、 塔市所属范围内共 535 亩
土地全部征收完毕。 这是该镇发扬美
兰机场二期项目“签约速度”和“四种
精神”的又一次取得重大突破。

据了解，自征地工作开展以来，有
关部门齐心协力、密切配合，层层思想
发动、遵照时间节点，按时签订了铺前
大桥项目塔市村委会 9 个村民小组共
114.586 亩集体土地协议。

目前，铺前大桥项目涉征北港、塔
市范围内共 14 个村民小组 535.82 亩
土地全部征收完毕。 项目工作组将迅
速转入青苗、坟墓、鱼虾塘及地上附属
物的清点和赔付工作， 为铺前大桥项
目建设提供全方位服务保障。

三株福尔海南
分公司揭牌
推出“发酵中药”系

列产品
本报讯（记者汪志国）10 月 17

日， 在海南大酒店 4 楼的会议大厅，
三株福尔海南分公司隆重剪彩揭牌。
同时， 对海南市场前期签约的 14 个
区县总代理各发放一台小货车，宣布
着三株的正式回归。

据悉 ，三株的回归 ，推出了已经
获得全球 31 个国家专利认证的 “发
酵中药”系列产品 ，致力于人类慢性
疾病调控。 在没有改变发酵基的基础
上，三株通过反复加入益生菌进行中
药的分解发酵生成的“发酵中药”，使
传承几千年的传统中药实现了革命
性的突破，在防治慢性疾病方面将发
挥突出贡献。

本报讯（通讯员黎植松 李远超
记者王慧）10 月 16 日 ， 在第二个国
家扶贫日到来之际，省军区某部副团
长田建龙代表全团官兵来到了驻地
敬老院 ， 为院里多名孤寡老人送上
米、油等生活必需品。见到此情此景，
年近 80 岁的黎族老人李大爷紧紧握
着官兵的手，激动地说道：“你们又来
看我们了。 ”

据了解， 本次在该部队组织开展
的“送温暖、献爱心”活动中，团党委结
合驻地和部队实际， 采取一个单位一
个任务区的模式，从医疗健康、学习教
育、生活生产三个方面下功夫，官兵们
主动走进社区、学校和定点帮扶村镇，
听取驻地群众意见，了解他们的需求，
为群众解决一些急事难事， 送去了人
民子弟兵的深情厚谊。

据悉， 该部队地处五指山贫困山
区，营区开放、与驻地群众接触多，每
年多次开展扶贫助民活动， 十余年来
从不间断。

去年， 该部队利用在驻地的闲暇
时间到附近村镇开展助民劳动、 义务
巡诊、 免费送药和慰问敬老院孤寡老
人等活动。仅一年，所属卫生队义务救
治了 300 多名群众， 官兵们到社区开
展助民劳动，清理了 200 多吨垃圾，种
下 500 多棵幼苗， 改善了社区群众的
生活环境。

不仅如此 ， 该部队干部刘桂增
与妻子王晓艳每月寄一个 “爱心包
裹” 到需要帮助的地方 ， 坚持了 13
年之久。 今年 6 月，他们在驻地贫困
小学帮扶的学生王竞依 、 王秀秀都
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市重点中学 ，圆
了她们的“上学梦 ”。

海口今起征集 2016年为民办实事意见建议

想要政府办啥事？您说话！

本报讯（记者赵世馨 董林 通讯
员陈旭鹏） 为深入贯彻落实省委书记
罗保铭在党的群团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精神，积极响应陵水黎族自治县委、县
政府关于常态化开展志愿服务工作的
号召，共青团陵水县委、陵水县青年志
愿者协会近日就加强陵水动车站志愿
服务站等工作专门进行安排， 正式启
动陵水中西部计划大学生志愿者常态
化服务动车站志愿服务项目。

在动车站售票大厅、站台、进站口
等地方， 青年志愿者们身着蓝色志愿
服务小马甲，引导旅客完成自助取票、

购票，维护安全检票候车秩序，为老 、
弱、病、残等旅客提供搀扶、提携行李
等服务， 用最真诚的微笑为过往旅客
提供最优质的服务。

赵勇是首次参加此次动车站常态
化服务的 2015 届大学生中西部计划
志愿者，他感慨到：动车站是进出陵水
最直接的窗口， 在这里能第一时间让
旅客们感受到陵水的温度。 自己觉得
很荣幸，每当帮助一名旅客，他们的一
声谢谢或是一个手势、一个微笑，都让
自己感到莫大的满足。 虽然动车站的
服务比较辛苦，但只要还有需要，自己

一定会坚持热情地服务好。
更让赵勇欣喜不已和印象深刻的

是，10 月 14 日晚 9 时许，自己正在动车
站服务时， 遇到了一位特殊的旅客，他
就是新任的陵水县委书记麦正华。 赵勇
回忆到，当时麦正华刚出差回来下车出
站，看到志愿者们忙碌的身影，便亲切
上前向志愿者们了解工作开展情况。 在
和志愿者们交谈中，麦正华对青年志愿
者们不辞辛苦坚持服务一线旅客给予
了高度的赞赏，同时希望志愿者们在服
务中更加细心、热心，以自己的爱心举
动传递陵水满满的人文关怀。

陵水志愿者常态化服务动车站

为旅客提供优质服务

本报讯（记者张英 通讯员邓世贵）
自 10 月 10 日起我省 G98 环岛高速石
梅湾至三亚段右幅封闭施工，由海口往
三亚方向的车辆，从神州半岛立交下高
速公路经 G223 国道绕行至藤桥立交上
G98 高速公路至三亚，G223 国道万宁
至林旺段因车流量大，道路运输安全形
势比较严峻。为维护 G98 环岛高速改造
期间 G223 国道万宁至林旺段客运车辆
的运营秩序，保障客运安全，省道路运
输局联合万宁、陵水两市县运管机构开
展联合执法， 加大了对途经 G223 国道

万宁至林旺段客运车辆运营行为的监
督检查力度。

据悉，此次联合执法主要采取设点
检查和机动巡查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分
别在 G223 国道万宁兴隆、 陵水英州设
点，重点检查途经旅游车、省际和市县
际班车、省际客运包车的车载 GPS 动态
监控设备使用情况，以及核查省际客运
包车的营运资质、包车手续、进出岛记
录、过海票据等，并针对 G223 国道牛岭
段坡长、坡陡、弯急，容易引发交通堵塞
和安全事故的情况，提醒过往车辆驾驶

员注意行车安全，避免造成交通堵塞和
发生运输安全事故。

自 10 月 12 日至 18 日，省道路运
输局和万宁、陵水运管所（站 ）共出动
稽查人员 110 人次 ， 稽查车辆 25 辆
次， 检查途经旅游车 1000 多辆次、省
际班车和市县际班车 200 多辆次 、外
省客运包车 50 多辆次；查处违规客运
车辆 9 辆，其中旅游“黑车”4 辆、市县
内客运包车 2 辆、市县内旅游车 1 辆、
外省超越许可事项的省际班车 1 辆 、
违规租赁车 1 辆。

我省加大G223国道万宁至林旺段客车监督检查力度

7天查处9辆违规客车

本报讯（记者李业滨 通讯员严雪
义） 记者从三亚市天涯海角游览景区
获悉，10 月 16 日上午， 天涯海角游览
区在景区大门口进行反暴 、 消防 、疏
散、医疗应急救援演练。

此次演练围绕景区发生暴恐事件，
如何响应预案、疏散游客、制止暴恐分
子、取得成效；游客受伤，演练如何救护
治疗；发生火灾，演练如何救援、灭火。

演练分为遭遇暴恐袭击、 情况通
报、现场处置、“110”和“120”、“119”增
援、反暴消防联合突击、排查安抚 、总
结 7 个阶段进行。 为了保障演练顺利
进行，有关部门针对演练的方案、脚本
模拟实际情况进行了多次磨合、修改，
使演练更具有实效性、科学性。 此次应
急演练 30 分钟，在演练中 ，反暴演练
指挥部根据现场情况，科学判断、果断
决策、组织有序，演练按照分段作业 、
分组操作、整体配合的步骤进行。 各小

组团结协作， 密切配合， 达到预期效
果；参演人员假情真练，贴近实战 ，演

练取得圆满成功， 充分展示了景区应
急队伍顽强的作风和强大战斗力。

三亚天涯海角景区演练生产安全应急救援

半小时疏散游客扑灭火灾

防暴队员处突演练

本报讯（特约记者吴彭保 通讯员
陈创淼 记者李松梅）10 月 16 日，海口
市秀英区组织城管、联防、石山镇政府
等相关职能部门，对石山镇墟、北铺墟
46 宗地基 、4 宗框架违建进行集中拆
除行动，当天拆违面积 14691 平方米，

有效遏制了违建蔓延的势头。
记者在石山镇墟上看到，大部分违

建刚打地基， 有的才建成一层框架；而
在北铺墟村庄外的一条道路两边，原来
的空地上是一个紧挨一个的地基，有的
刚开挖，有的做好基础竖起钢筋，还有
的只用砖头砌成围墙分隔。 在北铺墟一
栋已建成一层房屋的大门外墙上，记者
还看到城管执法部门 10 月 13 日向户
主下达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通知书，10 月
15 日下达了案件初查通知书，显然户业
的违建行为受到了城管部门的制止，但
业主置若罔闻继续抢建。

据石山镇副镇长李华亮介绍，为有
效遏止该镇近期出现的抢建违建歪风，
镇里和城管执法部门先后通过公告、出
动宣传车、悬挂横幅等方式向村民进行
宣传教育，但一些村民仍抱侥幸心理继

续新建抢建，此次的拆违行动有效打击
了顶风违法抢建的嚣张气焰。 秀英区城
管局局长戴洪泽表示，对正在抢建的或
已建成的，城管执法部门现正在依法走
程序，将对外来人口和村庄范围之外的
抢建行为进行重点打击。

据秀英区委书记张霁介绍， 该区
已经启动石山镇农村居民建房报建试
点， 村民可以通过正规合法渠道规划
报建，满足合理住房需求。 将进一步加
大对顶风抢建违建的打击力度， 加大
对当地村民的宣传教育， 加大巡查力
度， 按照该区处置违建 48 小时机制，
把新建抢建的违法建设行为遏制在萌
芽状态， 推动石山互联网农业小镇建
设。 该区还将对当地一些参与违建的
党员、干部进行调查，对带头参与违建
的启动问责，并依照法规严肃处理。

海口秀英区加大对顶风抢建违建打击力度

1天拆违1.4万余平米
启动农村建房报建试点，村民可通过合法渠道规划报建

拆违机械正在拆除违建 （秀英区
委宣传部供图）

本报讯（记者张英 丁平 特约记者
陈世清 通讯员李盛兰）10 月 18 日，记
者从海口交警支队获悉，为了缓解国贸
一横路交通拥堵，提高国贸一横路及周
边路网通行能力，根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道路交通安全法》 第三十九条的规
定，海口交警支队决定从 10 月 23 日起
对国贸一横路南段、龙兴路、国贸二横
路实施机动车单向通行。

届时，国贸一横路南段（龙华路至
龙兴路）为由南向北单向通行，龙兴路
为由东向西单向通行，国贸二横路为由
南向北单向通行；国贸一横路北段保持
现状双向通行。

海口交警提醒机动车驾驶人途经
国贸一横路、龙兴路、国贸二横路路段
时，请自觉按照交通标志、交通标线的
指示通行，服从交警指挥。

海口国贸一横路南段、龙兴路、国贸二横路

23日起机动车单向通行

本报讯（记者张英 丁平 通讯员周
平虎）记者从省优选九二式小汽车号牌
号码领导小组办公室获悉， 我省 2015
年第九期小汽车号牌优选号码将公开
竞优发放，定于 10 月 30 日上午 8 时 30
分起在海口泰华酒店（地址：海口市滨
海大道泰华路 2 号） 接受现场报名，9
时 30 分起竞价。

据 悉 ， 此 次 有 琼 A3333T、 琼
AXX666、 琼 ACJ888、 琼 BX7777、琼
BBB555、 琼 E5555Y、 琼 CJ1888、 琼
CA9799、 琼 DM6666 等 150 个汽车号
牌竞优发放，具体号牌号码及相关要求
请登陆省海南省公安厅交警总队网
（http://hainanjj.gov.cn）查询。 竞优者以

报名的身份证明按属地车管所管辖原
则，只能竞优属地车管所管理的小汽车
号牌，不得优选其他车管所管理的小汽
车号牌，否则优选无效，所缴交成交款
不予退还。但琼 E 小汽车号牌不受属地
限制。 对琼 C 其他号牌，辖区各市县可
互竞优选。 对琼 D 字头小汽车号牌，琼
南辖区各市县可互竞优选。

据了解，此次发放的竞优机动车号
牌仅限于九二式未编发的小型汽车号
牌，参选对象限于个人、民营企业和外
商独资企业， 并只限于发放未注册登
记、转移或变更登记转入的 9 座（含）以
下和车长小于 6 米的小型载客汽车，已
注册登记有号牌的不得参与竞优。

10月30日我省公开竞优发放车牌号

150个靓号等你来“娶”
省军区某部为孤寡

老人送上生活必需品

扶贫助民
彰显鱼水情

本报讯（通讯员唐苏苏 李波 见习
记者程敏） 为普及水上交通安全知识，
提升小学生的水上交通安全素养和安
全技能，10 月 16 日下午， 海口海事局
联合海口市教育局在海口市秀英区海
秀中心小学开展以“水上平安交通安全
伴我成长”为主题的水上交通安全知识
进校园暨师资培训活动，海秀中心小学
5 年级的 50 多名小学生以及海口市各
区 40 多所小学的 50 多名老师参加了
活动。

在水上交通安全知识课堂上，海事
工作人员用通俗易懂的用语、 图文并茂
的 PPT、动画片、生动详实的案例，向老

师和同学们讲解了安全乘船注意事项、
救生用具使用方法和防溺逃生求生技巧
等丰富实用的知识； 在进行安全知识讲
授的基础上， 海事工作人员还现场教授
同学们救生衣的穿着方法和要领， 并举
行了水上交通安全知识有奖抢答和救生
衣穿戴比赛。活动结束后，海口海事局向
参加活动的老师和学生发放了 《小学生
水上交通安全教育读本》370 本。

下一步，海口海事局将联合海口市
教育局在全市小学开展“水上交通安全
伴我成长” 为主题的征文和评选活动，
继续将水上交通安全知识进校园活动
引向深入。

海口海事走进秀英区海秀中心小学

普及水上交通安全知识

学生练习穿戴救生衣

本报讯（记者宋飞杰 林鸿河 麦文
耀 通讯员梁升再）“20 分钟就办好了，
这比我领结婚证时还要快、 还要激动
……”近日，在白沙黎族自治县龙江农
场计划生育办公室办理 《生育服务证》
的张伟微从工作人员手中接过《生育服
务证》颇有感触。

据悉，为方便群众办理生育服务证，
较好服务群众， 白沙计生委对生育服务
进行了改革，在每个乡镇、农场计生办开
设专门的网上便民服务系统； 实行首接
责任制， 首接责任单位不得以任何理由
推诿拒绝办理；简化手续，办理《生育服
务证》需要提供的材料、证明，从原来的

10 项简化为 2 项；实行一次性告知制度；
实行限时办理；实行代办服务，当事人因
特殊情况不能亲自办理的， 可委托他人
或计生工作人叫代为办理由； 就近领取
《生育服务证》，受理单位在办结后，申请
人只要携带本人身份证即可在任何乡
镇、农场计生办领取《生育服务证》。

据统计，自今年 6 月份白沙启动生
育服务改革工作以来，已通过便民服务
系统为群众办理 345 张《生育服务证》，
其中一孩《生育服务证》130 张、农村二
孩《生育服务证 》86 张 、城镇居民二孩
《生育服务证》97 张、农村三孩《生育服
务证》32 张。

20分钟办好生育服务证
白沙生育服务制度改革获点赞

本报讯（记者郝文磊）丽星邮轮“天
秤星号” 将于今年 11 月 4 日起以海口
为母港， 展开为期 5 个月的新航季，提
供三天两晚及四天三晚到访越南的多
条短途航线，直至明年 3 月 30 日止。

据了解，开通的航线分别为逢周三、
五出发的三天两晚越南下龙湾航线，以
及逢周日出发的四天三晚越南岘港、顺
化航线。 丽星邮轮自 2011 年开始，已经
连续 3 年以我省为母港。 近年，海口以及
越南下龙湾、岘港、顺化的港口设施日渐
完善，配套成熟，邮轮旅游势必成为我省
周边旅客最喜欢的旅游度假方式。 “天秤
星号”到访的越南下龙湾、岘港和顺化是
亚洲著名的旅游胜地。 邮轮旅客可安坐
船上游览越南最负盛名的下龙湾， 感受

这个世界自然遗产的风貌， 而岸上行程
亦包括了景色醉人的岘港美溪海滩，以
及顺化的皇城陵墓等热门景点。

除了观光之外，楼高十层、长度与
两个足球场相若的“天秤星号”拥有专
为旅客而设计的各项设施及舒适客房，
配合丽星邮轮赢尽口碑的贴心服务，为
旅客提供自由闲逸的海上星级度假村
享受。 “天秤星号” 的七家餐厅各具特
色，获奖无数的厨师团队每天精心烹制
国际美食和中式佳肴，旅客可在指定的
免费餐厅享用一天六餐，大快朵颐。 此
外，“天秤星号”的世界级娱乐和休闲节
目适合各个年龄层的旅客，无论是一家
大小或公司团体，都将在“天秤星号”上
度过一个充满欢乐的海上假期。

丽星邮轮“天秤星号”以海口为母港

下月起推多条赴越旅游航线

学习乐东精神 推进海口“双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