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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赵庆山）近日，海南
省自然资源和规划厅深化“互联网+不
动产登记”改革，围绕“打造国内一流，
全岛同城化”工作目标，推出全省网上
房屋查询功能，实行网上办理业务，进
一步提升不动产登记服务效率。

据了解，全省房屋查询功能满足多
个渠道、随时随地、异地可查。支持查
询单位住房、征收（拆迁）、户口外迁、
办理低保、有房证明、无房证明、子女入

学等 12项房屋信息用途，为企业和群
众防范交易风险、积分落户、子女入学
等提供便利。

下一步，海南省自然资源和规划厅
将继续扩展不动产登记业务联通的深
度和广度，解决不动产登记流程“堵点”

“痛点”的同时，进一步加大关联业务的
覆盖范围，以技术支撑企业、群众办事

“少填”“少报”“少跑”“快办”，让“放管
服”改革见成效，让群众得实惠。

海南全省房屋查询功能上线
5种方式可网上“查房”

本报讯（记者 赵庆山）日前，记者
从省市场监管局了解到，今年前7月，
海南新增市场主体23.34万户，其中企
业9.27万户，同比增长43.47%。

据统计，今年 7月份，海南新增市
场主体约 4.15 万户，其中企业 1.47 万
户。3 月以来，我省每月新增市场主
体数量已持续稳定在3.5万户以上。

另外，自去年 6月《海南自由贸易
港建设总体方案》发布以来，截至今年

7月，海南共新增市场主体47万户，其
中新增企业近21.5万户。

从国民经济行业分类看，我省新
增市场主体主要集中在批发和零售
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信息传输、软
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从 12 个重点
产业看，旅游产业、油气海洋业、会展
业新增市场主体增速较快，今年前 7
月的同比增幅最高者逾200%，最低者
也近150%。

今年前7月

海南新增市场主体逾23万户
新增企业同比增长43.47%

本报讯 记者 17 日从海南省自然
资源和规划厅获悉，在限购政策出台
前无商品房预售许可证但实际已销售
的房屋，在限购政策出台后取得预售
许可证的，可凭据补办购房合同网签
备案和不动产登记。

据悉，为解决因历史遗留问题导
致的不动产“登记难”，切实维护群众
权益，经海南省政府同意，海南省自然
资源和规划厅、海南省财政厅、海南省
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国家税务总局海
南省税务局8月 16日联合下发关于不
动产登记历史遗留问题处理意见的通
知，对不动产登记基本原则、适用范
围、解决政策和方法等作出明确要求。

其中，在限购政策出台前（含省及
各市县出台的限购政策），房地产项目
未取得商品房预售许可证，但实际已
销售的房屋，在限购政策出台后取得
预售许可证的，购房人可凭购房合同
或认购协议以及付款凭证，补办购房

合同网签备案和不动产登记。其中，
付款凭证包括完税凭证、税务发票或
已付款银行转账有效凭证（POS 机购房
签单、购房转账单）等。

政策明确了项目用地手续不完善，
超宗地界址线建设，非住宅用地建设住
宅未办理土地用途变更，住宅用地上规
划部门批准配建商业服务设施，跨宗地
建设项目合宗时容积率和出让年限认
定等5种情形的处置方式。

按照规定，不属购房人责任的，办
理不动产登记与补办相关手续并行，
办理不动产登记与补缴相关税费并
行，办理不动产登记同时向责任单位
追溯法律责任。

政策要求各市县政府既要敢于担
当、勇于负责，又要防止违法违规行为
借机搭车。要坚持“闭环监管”堵塞漏
洞，“疏堵结合”严控新增，从源头上避
免出现新的历史遗留问题。

（欣华）

海南限购前无证销售房屋
可凭据补办不动产登记

本报讯（记者 刘佳）日前，在三亚
中央商务区管理局的协助下，吉阳区
政府、市住建局、市政维护应急中心
联合行动，解决园区项目周边“钉子
户”堵点问题，确保中粮、华侨城、东
岸中路、电缆入地等项目快速推进。

堵点的快速疏通，是“中央商务区
楼宇空间发展交流会”成果的体现。7
月下旬，三亚中央商务区管理局邀请
中粮、中交、太平金服、中冶、申亚、华
侨城等7家园区企业，共同开展“中央
商务区楼宇空间发展交流会”，通过进
企业、听诉求、答问题的方式，聚焦园

区楼宇空间共同发展相关问题，听取
企业的困难问题和意见建议。

“在活动的第二天，我们结合园
区企业在活动中提出的需求，紧锣密
鼓地组织了企业进园区活动，邀请园
区40多名企业招商团队代表参加。”
三亚中央商务区管理局企业服务处
商代表余珮琳告诉记者，针对活动中
7家参会企业提出的28项问题，管理
局各责任处室分别与企业进行了沟
通回复，一批类似园区项目周边“钉
子户”的堵点问题得到解决。

通过园区进企业、企业进园区的

双向互动，有效疏通企业发展的难点
堵点，政企联动互通的机制逐渐形成。

8月 5日，三亚CBD“说事儿”信
箱正式上线。轻点屏幕，动动手指，
就能通过线上“说事儿”信箱反馈企
业在落地、展业过程中遇到的痛点、
焦点、堵点、难点问题。园区将针对
企业反馈的问题，建立专项整改台
账，并结合工作实际，联动各相关处
室，研究制定切实可行的整改措施，
做到深查细剖真改，用心用情用劲推
动问题解决，助力园区企业发展精准
找到着力点和落脚点。

今年以来，三亚中央商务区结合
党史学习教育，深入推进“作风整顿
建设年”“制度建设年”以及“查堵
点、破难题、促发展”活动扎实开展，
通过举行企业交流座谈会、打造线上
意见箱等“线下+线上”创新举措，每
日更新企业需求清单、解决企业难
题，以实际行动优化营商环境，切实
提升市场主体和群众的获得感和满
意度。截至目前，园区已梳理企业堵
点难题 130 条，涵盖咨询协助、人才
招聘、办公用房、注册代办等九大类
服务事项。

三亚中央商务区建立“线上＋线下”政企联动互通机制

疏通一批堵点问题 加快重点项目推进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
等闲……”连日来，天涯区党群服务
中心红心书苑不时会传来阵阵的朗
朗书声，几位年轻人每日上午来到党
群服务中心，挑选出自己喜欢的书
籍，全神贯注地朗读，在浩瀚书海里
汲取知识的琼浆。

“你来啦，今天也很准时哦”“对
呀，我昨天还有一本书没有读完，我
今天一定要把它读完。这里不仅有

很多我喜欢读的书，还有一起读书的
小伙伴，读完书我们可以一起去儿童
之家玩……”这是天涯区党群服务中
心工作人员与其中一名小少年之间
的交流。

“我听说天涯区党群服务中心是
三亚市图书馆的分馆，我在这里办了
一张借书卡，这里的图书很丰富，借
书、读书、还书都很方便。假期在这
里读书，不仅积累了知识，也在书中

体会到了人生百味，真是美妙无比
啊”“好呀，欢迎您常来这里学习
……”这是常来天涯区党群服务中心
阅读的一名大学生与工作人员的对
话，话语中透着浓浓的幸福感。

天涯区党群服务中心自揭牌以
来，始终坚持贯彻“共建共治共享”的
理念，目前共建单位共有24家，三亚
市图书馆便是其中一家。该中心的设
备与市图书馆设备系统互通，市民朋

友可在这里借还书籍；此外，中心还提
供电子阅读区，不仅吸引了广大成年
人，不少小读者也来此学习阅读。

天涯区党群服务中心负责人称，
在党史学习教育中，该中心将进一步
精细规划党群服务阵地布局、深化党
群服务项目内容、推进党群服务阵地
功能建设，全面提升为民服务效能，
为青少年儿童的成长与发展提供重
要支撑和保障。

天涯党群服务中心不断创新拓展党史学习教育新途径

社区青少年读书有了好去处
本报记者 黄世烽 实习生 杜俏颖 文/图

本报讯（记者 林林 实习生 徐千
彤）“开渔了，崖州中心渔港海堤路
也修好了。走在路上，感觉比以前
整洁宽敞了许多，无论步行还是开
车都很便利，真是好事成双啊，我们
渔民特别高兴。”8 月 16 日，经历 3
个半月的休渔期后，渔民谢海立在
迎来了开渔的同时，也走上了修葺
一新的海堤路。

近日，崖州中心渔港海堤路提
升改造工程项目基本完工，从地下管

网到道路景观，道路功能品质实现全
面升级。由于来往车流量大，先前的
海堤路存在车行道陈旧、路面病害
多，人行道铺装不连续、部分路段老
旧、排水不畅、设施陈旧等问题。

“我们对破损的道路路段进行了
路面修复，并重新完成了沥青路面铺
筑，同时也施划了交通标志标线。”
崖州区城投公司工程部经理黄武略
介绍，为提升城市品质，着力破解群
众“出行难”问题，他们还修复了破

损、陈旧的人行道铺装，对井盖进行
了隐形处理，不仅增加了道路的平整
性，也有效提升了道路“颜值”。“该
项目位于港门村东侧，总长约 2.6 公
里，主要建设包括道路工程、交通工
程、排水工程等，力争实现全面地升
级改造。”黄武略说。

一条窄小的乡间土路变成了四
车道的宽大马路，在展现家乡巨大
变化的同时，也让乡亲们甚感骄傲！

在港门村村民邓先生的 印象

中，以前海堤路的行车道破损严重，
主路面以石板路为主，市民出行不
方便，且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如
今，行车道不仅平整了，就连道路两
侧的人行道也焕然一新，还新增了
30 根隔离柱和约 5 公里的侧平石，
为交通安全再加码。

目前，该工程已进入行车道的竣
工验收阶段，正力争尽早提供畅通、
便捷的出行环境，打造又一个高标
准、高质量的精品、优质工程。

崖州中心渔港海堤路提升改造工程进入竣工验收阶段

开渔了 路通了 渔民笑了

Sy“查堵点 破难题 促发展”——三亚窗口单位作风建设面面观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七一””重要讲话精神重要讲话精神
——“开新局、育新机、谋新篇”

公 告
经市委研究，现将拟任干部人选

情况予以公示。
孙器斌，男，1970 年 9 月出生，海南

三亚人，汉族，大学学历，高级工程师，
1993 年 8 月 参 加 工 作 ，九 三 学 社 社
员。历任海南省建设标准定额站三亚
分站主任科员、副站长（正科级）、高级
工程师，三亚市规划建设局建筑业管
理科主任科员，市建设工程质量安全
监督站负责人（兼），市住房和城乡建
设局安全生产管理科主任科员，市建
设工程质量安全监督站站长。现任三
亚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总工程师，九
三学社三亚市委员会主委（兼），拟任
市级民主党派机关正处级领导干部。

张海涛，男，1973 年 2 月出生，安徽
亳州人，汉族，在职研究生学历，法律
硕士学位，1997 年 7 月参加工作，民进
会员。历任三亚市人民检察院公诉一
处副科级助检员、副科级检察员，公诉
二处副处长（正科级）、四级高级检察
官，天津市滨海新区人民检察院第四
检察部副主任（挂职）。现任三亚市人
民检察院第二检察部副主任、四级高
级检察官，拟任市级民主党派机关副
处级领导干部。

周翔，男，1984 年 5 月出生，海南
东方人，汉族，大学学历，工学学士学
位 ，2007 年 7 月 参 加 工 作 ，农 工 党 党
员 。 历 任 三 亚 市 人 民 政 府 政 务 服 务
中心信息科副主任科员，市天涯区教
育科技局副主任科员、副局长，市天
涯区旅游文体局局长，市育才生态区

人 口 与 计 划 生 育 服 务 中 心 主 任（挂
职）。现任三亚市天涯区旅游和文化
广电体育局局长，拟任市级民主党派
机关副处级领导干部。

蔡燕，女，1978 年 8 月出生，海南乐
东人，汉族，研究生学历，公共管理硕
士学位，二级教师（中学），2000 年 7 月
参加工作，致公党党员。历任三亚市
旅游产业发展局旅游市场开发科副科
长，市旅游发展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
国际市场营销科科长、规划开发科主
任科员、公共服务科主任科员，市崖州
区旅游文体局副局长（挂职），市旅游
和文化广电体育局国际交流与推广科
主任科员、二级主任科员。现任致公
党三亚市委员会二级主任科员，拟任
市级民主党派机关副处级领导干部。

欢迎广大干部群众反映拟任人选
思想作风、道德品质、工作能力、廉政
勤政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反映问题可
以通过来信、来电、来访等方式进行。
举报人应实事求是地反映问题，提倡
实名举报。我们将严格遵守党的纪
律，履行保密义务。

公示期限：2021 年 8 月 18 日至 8
月24日，共5个工作日。

联系电话：12380，88266352（传
真）。

联系地址：三亚市榆亚路1号市委
大楼 511室中共三亚市委组织部干部
监督科（邮编：572000）。

中共三亚市委组织部
2021年 8月17日

社区青少年读者在天涯区党群服务中心读书学习。社区读者在天涯区党群服务中心借阅书籍。

为了更好地规范专职人民调解
员队伍的管理，打造一支政治坚
定、业务精通、作风过硬、素质优良
的调解员队伍，根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人民调解法》等相关规定，结
合三亚市“制度建设年”和人民调
解工作实际，三亚市司法局出台了
《三亚市专职人民调解员管理办法
（试行）》。

人民调解是公共法律服务体系
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矛盾纠纷多元
化解机制中发挥着基础性作用。
人民调解员是人民调解工作的具
体承担者，加强专职人民调解员队
伍建设，对于提高人民调解工作质
量，充分发挥人民调解维护社会和

谐稳定，推进平安三亚、法治三亚
建设，推动社会治理体系与治理能
力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

《三亚市专职人民调解员管理办
法（试行）》的出台，创新以政府购买
服务方式组建专职人民调解员队
伍，对专职人民调解员的工作职责、
日常管理以及绩效考核等做出了要
求，明确了专职人民调解员工作纪
律要求，实现专职人民调解员规范
化管理和考核，激发专职人民调解
员工作热情，保障了调解服务工作
有序、规范开展。

2021 年 4 月 30 日，张某等 15 人
向三亚市劳动争议人民调解委员会
申请调解。他们于 2020 年 12 月至

2021 年 2月在江苏某建筑公司承接
的三亚某工地上做钢筋工。工作完
成后，江苏某建筑公司一直拖欠张
某等 15 人工资共 23 万元。张某等
人向江苏某建筑公司多次索要工资
未果，于 2021 年 4月 30 日向三亚市
劳动争议人民调解委员会申请调
解，希望通过调解的方式要回工
资。

三亚市劳动争议人民调解委员
会受理该案后，第一时间安排调解
员介入该纠纷并展开调解工作，调
解员及时对案件进行梳理，并制定
调解方案，经调解员认真细致的调
查，在了解清楚事情的来龙去脉后，
多次组织双方当事人进行调解，经

调解员耐心细致的讲解，对双方当
事人进行明法析理，双方于 2021 年
5月 1日达成调解协议，江苏某建筑
公司当场支付工人全额工资，纠纷
得以圆满解决。

截止目前，三亚市共有 178 个
人民调解组织，175 名专职人民调
解员，实现了基层专职人民调解员
全覆盖。今年以来，三亚市专职人
民调解员共摸排走访 2500 余次，调
解矛盾纠纷 3867 件，调解成功 3690
件，调解成功率95.42%，达成协议金
额 5473.6 万元，有效预防和减少了
矛盾纠纷的发生，为推动新时代“枫
桥经验”发展，为法治三亚、平安三
亚、幸福三亚做出了新贡献。

三亚专职人民调解员管理办法（试行）出台

创新形式 加强人民调解员队伍建设
本报记者 吴英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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