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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口开展农贸市场明码标价专项整治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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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环保
世纪行
编者按
7 月 9 日 至 7 月 13
日，全省美丽乡村建设情
况专题调研暨 2018 年海
南环保世纪行调研组赴文
昌、万宁、五指山、白沙、儋
州 5 市县，开展美丽乡村
建设情况专题调研。此次
环保世纪行以“改善乡村
人居环境，共建幸福美好
家园”为主题，采取听取汇
报、实地检查、现场询问、
现场采访等方式进行，调
研并宣传全省美丽乡村建
设中，农村环境整治、农村
生活垃圾处理、农村生活
污水处理设施建设以及清
洁家园、清洁田园、清洁水
源三大专项整治取得的成
绩和经验，同时曝光存在
的典型问题。本报今起开
设“ 海 南 环 保 世 纪 行 ”专
栏，
敬请关注。

本报讯 记者昨日从海口物价部门获
悉，根据《海口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农
贸市场明码标价专项整治工作方案的通知》要
求，各区物价局近日连续开展农贸市场明码标
价专项整治工作，以维护正常的市场价格秩
序，促进公平、公开、合法的市场竞争，保护消
费者和经营者合法权益。
近日，龙华区物价监督检查局联合区商
务局、区工商局开展农贸市场明码标价专项整
治工作，对辖区内农贸市场明码标价情况进行
检查。检查组对龙华辖区内的龙华、西庙、新

港、国贸标准化和文华共 5 个农贸市场进行检
查时发现，龙华市场的部分摊位明码标价不够
齐全，内容不完善。检查组已当场要求该市场
负责人加强内部管理，督促明码标价不规范的
摊位立即整改；西庙市场大部分摊位都未明码
标价，检查组已当场责令经营摊主立即整改，
做好明码标价工作。
据悉，各区物价局将与相关职能部门联
动，对主城区农贸市场加大市场巡查力度。对
于屡教不改，不明码标价的市场摊主，将采取
严管重罚的方式。
记者 钟起的

2018 年海南环保世纪行调研组赴万宁调研

革命老区期待华丽转身
本报讯 水泥路面干净整洁，间隔十几米就有一盏路灯，村外的荷花池是污水沉淀池，沉淀后的清水达
标排放。这是昨日下午，记者跟随省人大全省美丽乡村建设情况专题调研暨 2018 年海南环保世纪行调研组，
来到万宁市龙滚镇文渊村委会看到的情况。
记者 韩建东

文渊村：
路灯装好了，却没钱维护
万宁市龙滚镇文渊村主要种植菠萝、菠萝蜜、
槟榔、胡椒等，该村有 15 支私人建筑队，从业人员
250 人。但是集体经济除了出租土地的 1 万元租
金外，没有其他收入。路灯照明电费、保洁、设备
设施维修等维护费用每年 10 万元左右，政府支付
村两委经费 7 万元。为了补足短缺的经费，该村从
2013 年以来共组织该村外出打工者、私营企业家
捐款 12 万多元，
维持村里的正常运营。
“美丽乡村建设改善了村容村貌、提高了农民
素质、改善了村民居住条件，但是没有老板投资，
村集体也没有收入。此外，文渊村是庄田将军故
乡，我也想依托这些资源搞旅游，但是村子距离万
城镇、博鳌差不多 20 公里，太远了。村里偶尔会有
游客来游玩，但是没有人在村里留宿。”文渊村党
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梁农居说。

梁农居介绍，硬件设施都是政府投资建的，路
灯等公共设施的日常维护费用，靠政府给村两委
的日常经费以及村集体租地收入支付。除此之
外，
只能向出外务工人员募捐。
对此，万宁市副市长陈东海说，万宁市美丽乡
村建设全部由政府投资，企业、村民参与度不高，
怎样让企业、群众主动参与进来，壮大集体经济，
保证美丽乡村的可持续发展，成为摆在他们面前
的课题。

福塘村：
美丽乡村维护需要村里投钱
福塘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曹圣吉说，村
里以前靠出租 48 亩高位池虾塘和 73 亩土地种植
菠萝，
每年获得 15 万元租金。
2011 年以后，距离海岸线 200 米以内退耕还
林，剩下的鱼塘虾塘因为亏本，在 2017 年全部停

本报讯 7 月 6 日，海口警方微信办理居住登记业务正式上线，记者了解到，截至 7
月 10 日 17 时，已有 11563 名群众在“椰城警民通”微信公众号上办理居住登记，其中周
末两天时间就有 3891 人在网上办理登记。目前辖区派出所上门核查工作已经全面开
展。
记者 畅凯 通讯员 张振汉 文/图

“椰城警民通”上线 5 天 1.1万人办理居住登记
微信登记居住信息
民警次日上门服务
“您好，是刘女士吗？ 我是红岛边防派出
所的社区民警。”9 日 17 时，海口市公安局红岛
边防派出所白沙门社区民警都业超、张钟来到
海甸岛六东路某小区的市民刘女士的家，
“我
们在系统后台看到你登记的居住信息，现在来
上门核实。”刘女士拿出了居住的相关资料，登
记工作很快就完成了。
“ 太方便了！我是 8 日
在微信上登记的信息，没想到民警这么快就来
核查了。”刘女士说，
“ 我正愁没时间到派出所
去办理，没想到民警主动送服务上门了，为他
们点赞！”
记者了解到，7 月 6 日微信办理居住登记
业务上线 5 天来，红岛边防派出所共收到 258
名群众网上登记的信息，目前已审核 234 人，
其他人员的登记信息正在核查中。

提醒：如实填写登记信息
海口警方户政部门提醒，
辖区派出所民警
上门核查工作已经全面开展，请申报人保持电
话畅通。此外，
从已核查的部分信息反映，
有的
申报人网上信息填写错误，
如地址填写不详细、
街道居委会填写错误等，
请申报人务必如实、
准
确填写登记信息，
以提高核查工作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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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上办理居住登记常见问题解答
1.已完成居住登记的还需要通过“椰城警民通”进行网
上居住登记吗？
答：
不需要。根据《海口市居住证管理办法》相关规定，
在
海口市居住三日以上的非海口市户籍公民，
需到居住地公安派
出所或受公安机关委托的社区服务机构进行居住登记。已完
成居住登记的群众居住半年以上（指在本市居住并在居住地公
安派出所或公安机关委托的社区服务机构申报居住登记，
从系
统录入之日起满半年），
符合有合法稳定就业、
合法稳定住所、
连
续就读条件之一的，
可向居住地公安派出所申领居住证。
民警上门核查
2.不在海口居住的非户籍人口可以申请居住登记吗？
答：不可以。自 7 月 6 日起，在海口暂住的群众可通过海口
市公安局官方微信公众号“椰城警民通”实现网上居住登记。经
民警核实，发现不在海口实际居住的群众也通过“椰城警民通”进行
居住登记，
民警将不予受理，
驳回申请。
3.海口户籍居民可以申请居住登记吗？
答：不可以。海口市民即使离开户籍居住地到本市其他辖区居住也无需进行
居住登记。
4.网上可以申领居住证吗？
答：目前海口公安部门正在抓紧开发网上申领居住证的业务系统，实现“不见面审
批”，并将于近期推出。届时，居住登记成功满 6 个月后，群众即可在“椰城警民通”微信公众
号内的“行政审批大厅”-“户政板块”-“居住证业务”上办理居住证申领、居住证签注、居住
证补换证、居住证信息变更等 4 项业务，从而实现足不出户、用手机就能够办理全部居住证
业务，
无需再到派出所现场办理。

止养殖，导致该村租金锐减，现在每年租金收入 5
万元左右。
美丽乡村建设硬件都是政府投资，
但是日常维
护需要村里投钱，
“我们村的三个自然村是革命老
区，1927 年村里就成立了党支部，有着红色旅游的
基础，万宁是侨乡，一栋解放前华侨盖的房子依然
保存完好。此外还有很深的海耕文化，完全可以
依靠这些资源开展红色之旅、侨乡游，游客亲身体
验海耕文化中的撒网捕鱼，海边还可以搞烧烤园
等，这些变成现实还需要企业来投资。”曹圣吉说，
但是是否有老板投资，
他心里也没底。
“万宁在美丽乡村建设上，由于建设的村庄数
量多，财政资金有限、产业薄、创新不强、社会投资
不足。”万宁市副市长陈东海昨日介绍，虽然美丽
乡村建设改善了村民居住环境，但因为村民没有
从美丽乡村建设中得到实惠，参与的积极性不高，
村集体经济造血功能不强；个别村庄民风需要改
善，还有一些不健康的行为，阻挠了村集体经济的
发展。

我省实施 59 国人员
入境旅游免签政策以来

俄罗斯游客

人数最多
本报讯 省公安厅出入境管
理局的数据显示，自海南 5 月 1 日
起实施 59 国人员入境旅游免签政
策至 6 月 1 日，一个月时间，59 国
免签入境 24803 人次（共 260 个航
班），同比增 6%，来自俄罗斯入境
人员占了 10962 人次。
记者了解到，自 5 月 1 日海南
实施 59 国人员入境旅游免签新政
以来，来琼入境免签游客显著增
长。截至 6 月 1 日 17 时，59 国免签
入境 24803 人次（共 260 个航班），
同比增 6%。其中，
三亚入境 19611
人次（占比 79%、同比减 13%）、海口
入境 5192 人次（占比 21%、同比增
516%）。俄罗斯 10962 人次、韩
国 6255 人次、印度尼西 4423
人次、哈萨克斯坦 1758 人
次、马来西亚 848 人次、
泰国 280 人次。数据
显示，相较于其他
国家而言，俄罗
斯人最喜欢
来海南岛。
记者 畅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