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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化营商环境 水务部门在行动

商报全媒体讯渊椰网/海拔手机端记者 陈王凤冤根据叶海南
省优化营商环境行动计划渊2018要2019冤业曳要求袁今年 3 月袁省
水务厅印发了 叶关于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深化供水报装改革
的意见曳渊以下简称叶意见曳冤袁要求市县水务部门及公共供水企
业通过加强前期服务尧优化报装流程尧精简申请材料尧缩短报
装时限袁推动供水报装流程再造袁为我省进一步营造法治化尧
国际化尧便利化的营商环境提供有力支撑遥

报装环节压缩至不超过 3 个
城镇公共供水企业应按照
野能并则并尧能简则简尧分类处理冶
的原则袁 精简环节尧 优化内部流
程袁 对用户用水报装各个环节进
行全面优化简化遥 报装流程从之
前的 6.4 个环节压缩至不超过 3
个袁建议为正式受理尧提交方案尧
施工通水遥 供水报装申请材料从

之 前 的 10.3 份 压 缩 至 不 超 过 2
份袁 建议为申请书和其他必要的
技术资料遥 供水报装时限从之前
的 10.8 天渊指工作日袁下同冤压缩
至不超过 4 天袁 建议为正式受理
渊0.5 天冤尧提交方案渊1.5 天冤尧施工
通水渊2 天冤袁有外线工程且需道路
开挖的可适当延长遥

优化供水报装服务
各地出台规定，
叶意见曳印发后袁各地纷纷出台
相应规定袁优化供水报装服务遥 海
口市全面优化用水报装业务环
节袁精简用水报装项目申请材料袁
推行容缺受理制度尧 前置上门服
务袁 供水报装时长从过去的 10 天
缩短到 4 天袁报装环节从之前 5 个
缩减为现在的 3 个遥 推行用户野最
多跑一次冶的业务办理模式袁供水

企业收到用水户电话尧 公众号或
到营业厅预约报装申请后袁 主动
上门做好前期服务袁勘察现场袁符
合报装条件后即可现场受理遥
三亚市通过加强内部信息沟
通尧减少办事环节袁不断提升供水
接入办理效率袁 提供自来水接入
办理全过程尧一门式尧兜底式的集
成服务遥 供水报装时限从过去的

10 天缩短到 4 天袁 报装环节也已
从之前 7 个缩减为现在的 3 个遥供
水企业通过互联网传递资料和沟
通信息袁 可减少客户窗口办理的
次数袁 客户只需最后在窗口递交
合同原件和补缴用水报装资料原
件袁由跑 7 次优化为跑 1 次袁供水
报装业务高效服务举措袁 受到了
报装用户的一致好评遥

@ 岛民袁立秋天不凉

今明两日 雨水作伴
全岛最高气温 36℃
商报全媒体讯渊椰网/海拔手机端记
者 陈王凤冤 立秋袁 是秋天的第一个节
气遥 野立秋冶到了袁但并不是秋天的气候
已经到来了袁琼岛的小伙伴们继续过夏
天吧袁虽然秋天没来袁但是好像可以提
前贴个秋膘哦袁小伙伴们这个周末打算
去吃啥好吃的呢钥
据监测袁 原南海中部偏东海面的热
带低压袁已于 8 日 5 时减弱为低气压遥
海南省气象台预计袁 受低气压和西
南气流共同影响袁8 月 9 日耀10 日袁南海

中东部海面尧 中沙和南沙群岛附近海面
风力仍较大遥
陆地方面袁9 日袁受南海辐合带影响袁
全岛多云袁 大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遥
全岛最高气温 31耀34益袁 最低气温 23耀
26益遥
10 日袁受西南气流影响袁全岛多云袁
五指山以北地区午后有阵雨或雷阵雨袁
五指山以南地区局地有小阵雨遥 全岛最
高气温 32耀36益袁最低气温 24耀27益遥

海口未来三天天气预报

数说
暑运

海口美兰机场
日均运输旅客 6 万多人次

商报全媒体讯 渊椰网/海拔手机端
记者 符雄助 通讯员 刘泽群 林碧婷冤记
者从海口美兰机场了解到袁自暑运开始
以来袁海口美兰国际机场渊以下简称野美
兰机场冶冤日均起降航班 425 架次袁日均
运输旅客 6 万多人次袁旅客出行量平稳
增长遥
据统计袁暑运期间袁美兰机场先后
投入 200 多人次的志愿者参与流动值

守袁累计为旅客提供服务超过5 万人次遥
据了解袁为了给广大旅客提供更细
致尧更周到的服务袁美兰机场多措并举袁
在志愿者人员选拔上袁优先选择民航院
校青年优秀青年团员代表袁同时有针对
性地开展礼仪尧航站楼布局尧机场基本
业务流程等方面内容的培训袁确保每位
上岗的志愿者做到识规章尧 熟操作尧精
业务尧重安全袁彰显五星机场风范遥

美编/王琴

海口

方 海南供水报装时间
便 由10天压缩至4天

叶意见曳要求公共供水企业应
设置咨询服务窗口尧微信公众号尧
热线电话及互联网等服务渠道袁
方便用户申请供水报装服务曰在
受理供水报装申请前袁 应为用户
提供技术服务尧介入指导尧全程跟
踪服务袁 减少接水过程中的不确
定性遥

责编/吴淑珍

椰博小学教室
25日交付使用
商报全媒体讯 渊椰网/海拔手机
端记者 王辉 冤8 月 25 日袁 海口椰博
小学教室就能交付使用啦遥28 日将通
过环保检测袁9 月 1 日前教室电子白
板尧空调尧灯管尧课桌椅将配备完整遥
据了解袁为了尽快落实野椰博小
学今年 9 月招生冶的民生承诺袁就近
期家长们关心的 野椰博小学开班上
课冶的问题袁8 月 8 日袁琼山区相关领
导前往椰博小学项目工地进行调研遥
在现场袁施工方三百名施工人员正在
紧锣密鼓尧科学有序地施工遥 目前袁教
室内尧外围批荡已完成过半遥 教室内
地砖铺设尧 线路预埋等工程已完成遥
据佳元地产行政总监卢玉慧和项目
经理王波介绍袁独立教学空间的整体
内装工程一周可竣工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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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安

海南首家
甜爱文化园
七夕开园
商报全媒体讯渊椰网/海拔手机端
记者 徐明锋 通讯员 陈春羽冤 七夕节
作为重要的传统节日袁又被称为野中
国情人节冶遥 8 月 7 日袁海南首家以浪
漫爱情为主题的 野文笔峰甜爱文化
园冶正式开园遥 该文化园位于定安文
笔峰袁全园占地 40 亩袁园区内有月老
殿尧鹊桥尧双喜大雁门尧好逑亭尧中华
传统婚礼艺术廊尧比翼亭尧同心锁等
多个景点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