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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力推进项目投资百日会战

本报讯（记者 吴英印 ）“同心
家园十二期的 3 栋楼 486 套保障房
已交付使用，与其相应的所有配套

设施也均已完善。目前，我们三期

的 5 号楼、10 号楼已经封顶，工程现

在已进入了装修阶段！”近日，在接

受三亚日报记者采访时，三亚万科

湖心岛项目总经理闫业仿如是说。

万 科 湖 心 岛 项 目 占 地 面 积 为

655 亩，位于吉阳区迎宾路中段，系

万科集团投资近 50 亿元建造的高

端住宅区。项目分为四期开发，其

中 一 期 总 建 筑 面 积 为 11.5 万 平 方

米，建设 9 栋楼 1196 套房，系产权式

酒店，目前已交付；二期总建筑面积
为 28.7 万平方米，建设 14 栋楼 1975
套房，停车位为 2679 个，目前已交付

1120 套房，还有 855 套房在建；三期
总建筑面积为 23.8 万平方米，建设
12 栋 楼 2279 套 房 ，停 车 位 为 2115
个，目前已交付 900 套房（其中有同
心家园十二期 486 套保障房），还有
1379 套房在建。此外，项目还有一
块教育用地，总建筑面积为 6 万平
方米，将建设幼儿园至高中的学校。

工人加班加点干活，
项目加足马力推进

9 月 19 日上午 10 时 30 分许，三
亚日报记者在万科湖心岛项目现场
看到，3 台打桩机正在工地上打桩，
12 台挖机不停地挖土，8 个吊塔也
忙碌地吊起混凝土、钢筋、木方模板

等物品，工人们则在岗位上各司其
职。

“二期同时启动 9 栋楼破土动
工，其中住宅楼为 20 层 60 米高，目
前已建到 6 层；办公楼为 10 层 60 米
高，目前建到 4 层……”万科湖心岛
总承包单位河北建设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项目经理颜继良告诉三亚日报
记者，工人们都在加班加点地干活，
因此工程进展十分顺利，二期的项
目预计明年 12 月竣工。三期的 7 号
楼和 D5、D6 楼的基础施工已完成，
5 号楼、10 号楼目前已经封顶，预计
明年 6 月竣工。

“我们 13 个监督人员加班加点
在不同的岗位上监督，不仅要确保
整个工程保质保量，还要确保项目
安全……”现场监理单位浙江天成

项目管理有限公司总监代表万传刚
表示，为了让项目顺利进展，他们按
国家规范要求严格监督，因此工程
进展为 30%，工地安全事故为零。

在万科湖心岛项目现场，三亚

日报记者观察到，虽然时值正午烈

日当空，但工人们仍然坚守在岗位

上，只见他们一个个汗流浃背，手中

的活却也没有摞下半分。刚从工地

现场转出来的施工员陈杰波告诉记

者，整个工地有 14 个施工员，专门

负责协调各班组的施工安排。为了

让工程早日竣工，他们每天都有 14

个小时在工地现场，每人平均一天

下来走了大约 24000 步。为此，公司

特意给他们配上防钉、防扎、防滑的

劳保鞋。“来三亚两个多月了，还没

有休息过，虽然很累，但也值得！”在

与记者握别时，陈杰波笑了笑说。

现场负责临时用电的电工江逵

来自四川绵阳，他在这个工地上工

作已有一年。这一年以来，他与 3

个电工在工地上使用了约 8000 米的
电缆电线。据他介绍，目前，整个项
目临时用电完成了 20%。“我们 100
多名钢筋工人分为三班倒，白天、晚
上都在加工、制作、绑扎，平均每个

工人上班 10 小时，目前已完成了整
个项目的 30%，预计今年 12 月底完
工。”现场负责钢筋班组的王林云
说，工人们绑扎的这些钢筋有 10 种
不同型号，小的有 6 毫米，大的则有
25 毫米，均为螺纹钢。

保障房已交付使用，配
套设施均已完善

据记者了解，作为万科湖心岛
项目的重要组成部分，同心家园十
二期 486 套保障房已交付使用，配
套设施均已完善。

“目前开通的 40 路公交车已连
接至同心家园十二期，极大方便居
民出行。另外，小区图书馆、游泳
池、健身房、篮球场等配套设施应有
尽有。而近 5000 平方米的商业街预
计今年 12 月开业。”闫业仿对三亚
日报记者说，为响应三亚城镇规划，
提高三亚服务品质，项目的 L1 至 L7
号楼全部为公寓式办公楼，以此打
造三亚片区服务配套基地，增加就
业岗位，协调和处理产业与城市的
空间关系，为三亚构筑起宜居宜业
宜人的发展新格局。

监督人员加班加点坚守岗位保工程质量，施工员每天14个小时在工地现场，
每人平均每天走约24000步——

万科湖心岛项目加足马力推进
作为项目重要组成部分的同心家园十二期486套保障房已交付使用

万科湖心岛效果图。 本报记者 吴英印 翻拍

工人加班加点赶进度。 本报记者 吴英印 摄

本报讯（记者 汪慧珊）网络及
信息安全关系到千家万户。10 月
11 日，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贾东
军带队到三亚，对三亚贯彻实施

《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和
《关于加强网络信息保护的决定》
相关情况进行调研，并召开座谈
会。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朱永盛、
副市长谢庆林等参加。

会上，谢庆林代表市政府向省
人大调研组一行汇报了三亚落实

“一法一决定”的相关工作情况。
据了解，为切实保障全市网络及信
息系统安全，维护网络空间良好生
态和社会公共利益，保护公民、法
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促进网

络空间和网络信息化健康发展，在
市委、市政府的领导下，市网信办
和等保办在关键信息基础设施检
查、信息安全等级保护、政府网站
群安全检查、违法信息巡查处置、
敏感舆情处置、网吧安全管理和查
处侵犯公民个人信息违法犯罪等
方面积极主动开展工作，取得了一
定的成效。截至目前，全市共备案
74 家单位 150 个系统，其中二级系
统 119 个、三级系统 31 个；已开展
测评的系统有 123 个，其中二级系
统 101 个、三级系统 22 个；有 8 家
单位 17 个系统已完成整改。

在日常工作中，一方面，通过播
放视频宣传片、印发宣传手册、召开

会议动员、上门宣传等手段，对各单
位如何开展网络安全和信息保护工
作进行宣传指导，另一方面利用报
纸、电视、网站、微博、微信等媒体，
对社会公众积极开展网络安全和信
息保护宣传教育，推动网络安全观
念逐步深入社会、深入人心。

贾东军对三亚贯彻实施“一法
一决定”的相关工作表示肯定。他
说，网络及信息安全事关国计民
生，要深刻认识网络安全的重要意
义，积极贯彻实施“一法一决定”，
不断提高网络安全保护的能力和
水平。“徒法不足以自行”，相关部
门要严格执法，把贯彻落实“一法
一决定”摆在突出位置，不断加大

科技力量投入，依法做好网络安全
工作。

贾东军强调，各部门之间要加
强联动，整合有效资源，形成一个
有机整体。要不断加大宣传教育
力度，切实增强全社会网络安全意
识；要进一步加强用户个人信息的
保护，不断完善规章制度，加大监
督检查力度，更好地保障公民的合
法权益，努力为全市经济社会发展
保驾护航。

11 日下午，贾东军一行还实地
走访了解三亚市公安局、三亚市党
政综合网络信息中心、中国移动三
亚分公司等单位的网络安全监管、
网络运营和网络服务情况。

省人大到三亚开展网络安全执法检查

落实“一法一决定”做好网络安全工作

本报讯（记者 黄世烽 通讯
员 林丹）10 月 11 日，三亚日报记
者从市作风建设办公室获悉，为全
面了解三亚市各单位深入推进机
关作风建设工作情况和 2017 年项
目投资百日会战活动开展情况，进
一步强化市党政机关、各政务服务
窗口及工作人员的作风纪律和为
民服务意识，推动建立健全机关作
风建设工作的长效机制，市机关作
风建设办抽调 10 名人员，组成 5 个
明察暗访督查组，对全市 154 个单
位开展创建“服务型机关”活动进
行督查。

此次明察暗访，以《三亚市创
建“服务型机关”活动督查考评标

准》为依据，紧紧围绕《标准》规定
的目标和要求，按照《标准》规范的
内容和方法，采取不打招呼、不事
先通知，随机到各单位进行现场查
看、查阅考勤登记、录音录像、个别
访谈办事群众，重点对各单位的工
作纪律、服务礼仪、工作质量、办事
效率等四个方面逐个对照检查。

从明察暗访情况来看，绝大部
分单位能够认真贯彻落实市委、市
政府精神，把作风建设作为严明工
作纪律、健全完善规章制度、提高
工作质量和效率的重要抓手和联
系服务群众的重要纽带，机关工作
作风严谨，办公秩序良好，考勤制
度完善；绝大多数工作人员能够自

觉遵守工作纪律，坚守工作岗位，
认真履行职责，服务质量和办事效
率有了明显提升。

通过明察暗访发现，仍有部分
单位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主
要表现在：一是部分单位建设项目
推进缓慢，工作效率低下。二是部
分单位考勤签到和请销假制度落
实不严格，指纹签到考勤情况没有
按规定定期公示，工作人员存在迟
到早退现象。三是少数单位管理
不够严格，仍有个别人员上班时间
玩手机、上网看电影、看小说、串门
聊天，在办公场所吸烟。四是部分
单位办公室物品摆放凌乱，办公场
所“脏乱差”现象仍然存在。五是

个别单位工作人员穿休闲短裤或
拖鞋上班，严重影响政府机关的形
象。六是部分机关单位和政务服务
窗口没有落实亮牌办公制度。七是
相当一部分单位人员去向导示牌不
规范，导示牌上的人员动态与实际
在岗情况不符，形同虚设。八是个
别单位工作人员服务意识淡漠，态
度冷漠，用语生硬。九是个别单位
宣传栏内容陈旧，党务、政务公开
栏存在重形式、轻内容，有的内容
不全面、陈旧，有的公开内容不规
范，将上级的通知文件作为主要公
示内容。对暗访发现的问题，检查
人员已当场向各单位相关领导作
了反馈，并责令其限期整改。

深入推进机关作风建设，创建“服务型机关”

三亚对全市154个单位进行明察暗访

本报讯（记者 吴英模）10 月 11
日，三亚日报记者从市卫生监督所获
悉，上个月底，三亚已完成 2017 年公
共场所“双随机一公开”监督抽检任
务，共对 232 户游泳池、住宿、美容美
发等六大类公共场所实施监督抽检。

据悉，从今年 5 月份开始，三亚组
成 4 个监督抽检小组对辖区内 232 户
（三亚市有 310 户公共场所“双随机”
卫生监督单位，由于个别单位经营
不善、停业装修、棚改拆迁、系统错
误等原因，其中有 78 户处于关闭状
态）正常营业的公共场所开展监督检
测工作。

抽检结果显示，大多数公共场所
在设立卫生管理部门或配备专（兼）职
卫生管理人员、从业人员取得有效健
康合格证明，按规定对空气、微小气
候、水质、采光、照明、噪声、顾客用品
用具进行卫生检测等项目均落实到
位；但存在个别单位未配备专（兼）职
卫生管理人员及未按规定建立完整的
卫生管理档案等问题，总体卫生管理
制度落实情况合格单位数为 222 家，
责令整改单位数 10 家，立案数 0 家。

数据显示，此次“双随机一公开”
监督抽检工作，抽检住宿场所 39 家，
合格率 100%；抽检沐浴场所 7 家，合
格率 100%；抽检美容美发场所 35 家，
合格率 100%；抽检游泳场所 131 家，
总合格率 68.70%；抽检集中空调使用
场所 3 家，总合格率 100%。

此外，还对商场（超市）、体育场
馆、影剧院、游艺厅、歌舞厅、音乐厅、
候车（机、船）室空气质量（室内空气
中 CO、甲醛、PM）、噪声进行抽检，
抽检的商场 8 家，合格率为 87.5%，1
家商场 PM10 和噪声被检出超标；抽
检的影剧院 5 家，合格率为 80%，1 家
影剧院噪声被检出超标；抽检的歌舞
厅 3 家，合格率为 100%；抽检的候车
室 1 家，合格率为 100%。

“针对监督检查及检测结果不合
格的公共场所，我所均下达了卫生监
督意见书。”市卫生监督所相关负责人
表示，已责令被监督单位限期进行整
改，并跟踪落实整改情况，对符合立案
条件的，将依法给予行政处罚，真正达
到“双随机一公开”的监管目的。

本报讯（记者 杨洋 通讯员 丁
扬）10 月 9 日，简朴的会议室中，吉阳
区海罗棚改办的 30 名党员围坐在会
议桌前，认真探讨如何更好地传达棚
改政策，让村民了解开展棚改工作的
意义。

据悉，月川、临春、海罗和抱坡四
个棚改办同步成立了 26 支棚改党员
先锋队，145 名党员将充分发挥基层
党组织及党员在棚改项目工作中的
战斗堡垒和先锋模范作用，助力棚改
稳步推进。

“让党旗在棚改中飘扬，让党徽
在一线闪光。”吉阳区组织部副部长
彭云介绍，目前各党员先锋队主要由
参与棚改项目工作的机关党员构成，
每队成员原则上不低于 3 人，设队长
1 名，由工作组组长兼任，党员们将深
入棚改一线，传达棚改政策、了解群
众需求，真正发挥基层党组织和党员
在棚改中的先锋模范带头作用。

吉阳区区委副书记陈纬表示，希
望党员们端正工作态度，坚定信心、
深入一线、克服困难，扎实推进棚改
工作；用真心、真情、真意为棚改区群
众 服 务 ，力 争 让 群 众 尽 早 入 住 新 家
园，共享棚改工作带来的发展成果。

本报讯（记者 胡拥军）推动会展业实
现跨越式发展再传来好消息。日前，海南
省首家会展业集团公司——智海王潮传播
集团在海口正式成立。智海王潮传播集团
将从会展业务向广告、文体等关联业务拓
展，打通产业链的上下游，推动海南会展业
从区域化走向全国化发展。

《海南省会展业发展规划（2015—2020
年）》中提到，海南会展业将通过 5 年左右
的时间，培育一批会展龙头企业，引进或推
动 成 立 集 团 公 司 ，从 而 推 动 会 展 业 的 发
展。省会展局副局长李学锋表示，智海王
潮传播集团的成立将助力海南进一步提升
会展品牌化、专业化和国际化水平，打造国
际知名会议目的地和国内著名会展中心。

智海王潮传播集团董事长陈方旭表
示，未来集团将以“两横一纵”为战略部署，

“两横”，即业务上从会展业务向广告、文体
等关联业务拓展，地域上利用智海王潮在
国内服务能力的积累输出管理，向其他目
的地发展，向客源地及创意资源聚集地扩
张。“一纵”，即产业链条向上游提升，推动
海南会展业从区域化发展模式向全国化发
展模式。

三亚完成今年“双随机
一公开”监督抽检任务
232户公共场所
接受监督抽检

涉及游泳池、住宿、美容
美发等场所

助力棚改稳步推进
吉阳区成立26支
棚改党员先锋队

海南省首家会展业
集团公司成立

本报讯（记者 胡拥军）“培训班的
学习让我对民宿产业的发展更有信
心。”近日，三亚市各区旅游文体局相
关人员、民宿从业人员、美丽乡村村干
部等 100 多人完成了第三期全域旅游
民宿培训班系列学习课程。

本期培训期间，中国城市经济学
会休闲旅游产业委员会秘书长、中国
旅游协会民宿客栈与精品酒店分会会
长张晓军主要从乡村旅游发展的角
度，为学员们讲授了乡村旅游规划设
计、乡村旅游开发、乡村旅游运营管理
等内容，涵盖扶贫、田园综合体、特色
小镇、第六产业等鲜活案例和内容。

史先生是三亚民宿从业者，他表
示，通过培训班的学习和与老师的交
流，对于如何把自家客栈做得更精致、
更有温度有更多更好的想法。

三亚市全域旅游民宿培训班是市
旅游委为助力美丽乡村、全域旅游发
展建设而进行的系列培训。

全域旅游
民宿培训班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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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科湖心岛项目

占地面积为655亩

吉阳区迎宾路中段

投资近50亿

■总建筑面
积为 11.5 万
平方米
■1196套房

■ 总 建 筑 面
积为 23.8 万
平方米
■2279套房

■总建筑面积
为 28.7 万平方
米
■1975套房

一期 二期 三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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