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月 5日袁商报记者前往调查发现袁
当地村民反映的林地如今已经成为被开
发成为一个液化气加气站袁 地面硬化并
新建了多处设施遥 涉事企业负责人承认
未经报建先行施工袁但称土地性质已完
成变更遥 然而袁对此袁澄迈县加乐镇政府
分管国土和规划的镇委委员兼武装部
长周应扬答复称袁经核查袁涉事地块仍
是林业用地袁涉事企业涉嫌违建袁且私
自变更土地用途袁目前袁正对其进行查
处和处罚遥
周应扬表示袁 经过该镇联合相关部

门组织现场核查袁 涉事企业新建的该项
目缺少土地用地相关手续袁 属于违规变
更土地用途的行为遥 因此袁在经过核查袁
综合考虑后袁 该镇近期已经对涉事企业

做出了行政处罚的决定遥
周应扬称袁 加乐镇已经对涉事企业

下达了野综合行政处罚通知书冶袁具体处
罚内容包含以下三项措施院第一袁按照 5
元/平方米执行罚款袁根据实际面积下达
行政处罚袁合计 7400元遥 第二袁要求其尽
快补齐相关土地材料袁经调查袁涉事企业
与当地农户签署了土地承包合同袁 但土
地属于林业用地袁更改用途袁土地性质限
制不得建设加气站袁 必须经澄迈县自规
局尧澄迈县政府等部门审批之后袁才能够
用于加气站建设遥 第三袁 若在规定时间
渊60日冤内袁无法补齐相关手续袁则将依照
相关规定袁下一步袁将对其渊该地块及其
附属物冤作出没收处理遥 没收后袁将移交
给当地国资委处置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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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袁事件已经过去一个多星期袁幼
儿园整改情况如何了呢钥 据王女士再次
反映袁 幼儿园没有按照要求立即停止办
学袁 并且部分儿童家长在发现幼儿园有
违规的情况后袁纷纷表示希望退学袁但园
方却表示袁如果家长选择让儿童退学袁所
有的费用将不会予以退还遥此外袁王女士
还对幼儿接送时候的安全问题表示了担
忧院野小区空间比较小袁住户又多袁而且还
是单行车道袁地面楼前都是停车位袁仅有
一个出入口袁比较拥堵袁对幼儿的接送存
在较大的安全隐患袁 住户每日上午驾车
出入也是提心吊胆遥 冶

11月 5日袁记者再次来到该幼儿园
进行调查回访袁发现成长飞扬幼儿园仍

在继续违规办学袁 几名老师正在室内给
幼儿进行授课遥 记者随后走到门前袁询
问一旁的老师幼儿园负责人是否在园
内袁老师见状非但没有理会袁反而将所有
的窗户关上袁 并且拉上窗帘袁 将记者拒
之门外遥
随后袁 记者将幼儿园仍然存在违规

办学的情况袁 再次向海口市琼山区教育
局进行了反应遥

5日下午袁教育局相关工作人员告诉
记者袁 该工作人员已于 5日下午再次来
到成长飞扬幼儿园调查了解袁 并再次责
令整改遥
对于该幼儿园无证违规办学袁 商报

记者将继续关注遥

幼儿园被责令停止办学
依然“正常”开园授课

三年多了袁野定时炸弹冶竟然还在
涉事企业涉嫌违建被开“罚单”

“低价游”旅行社将罚8万元
导游扣身份证被停团反省

商报全媒体讯 渊椰网/海拔手机端记者 柯育超 陈王
凤冤近日袁海口市民王女士向国际旅游岛商报记者反映袁
称位于海口市新大洲大道附近的成长飞扬幼儿园存在无
证违规办学行为袁希望教育部门能加强管控遥 随后袁记者
经过调查走访了解到袁 该幼儿园确实存在违规办学的情
况袁并于 10月 29日以叶海口这家幼儿园无证违规办学被
投诉曳 为题进行了报道遥 海口市琼山区教育局也介入调
查袁并下达整改通知书袁责令该幼儿园立即停止办学袁并
要求园方做好学生安置工作及家长的解释工作遥

要进一步加大信贷支持力度袁 切实解决
民营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遥 推动银行机构
实现单户授信总额 1000万元以下渊含冤的小
微企业贷款同比增速不低于各项贷款同比增
速袁 有贷款余额的小微企业户数不低于上年
同期水平遥 设立海口市中小微企业融资担保
基金袁 为中小微企业提供常态化融资担保服
务遥 对企业发行债券融资进行奖励袁提供发债
增信资金支持遥

根据叶措施曳袁海口还将实施企业自主研

发经费奖励袁在落实国家对企业研发经费税
前加计扣除政策基础上袁再给予支持遥 海口
市科技型企业研发投入总量排名前 10位的袁
对每个企业一次性奖励 10 万元曰 企业研发
投入占营收的比例排名前 10 位的袁对每个
企业一次性奖励 10 万元遥 建立高新技术企
业培育库袁 对迁入海口的规模以上国家高
新技术企业给予 50 万元奖励袁力争到 2022
年海口高新技术企业总数在 2018年基础上
实现倍增遥

海口“32条”
促民营经济发展

商报全媒体讯渊椰网/海拔手机端记者 王辉冤 国际旅
游岛商报记者从海口市政府获悉袁日前海口市出台叶关于
进一步促进民营经济健康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曳渊以下简
称叶措施曳冤袁从进一步精简审批尧放宽市场准入尧减轻企业
税费负担尧加大信贷支持力度等 9个方面袁提出 32条促
进民营经济发展的有关措施遥

根据叶措施曳袁海口将进一步精简审批袁全
面优化政务服务遥 实现企业设立登记尧印章刻
制尧申领普通发票尧企业社会保险登记等流程
3个工作日内办结曰已由税务机关现场采集法
定代表人信息的纳税人申领普通发票袁 主管
税务机关应当自申请之日起 1个工作日内办
结或即时办结等遥

依法调整施工许可为备案袁 推进投资审
批便利化遥 在野多规合一冶框架下全面实施野极
简审批冶袁 对审批事项和评估事项进行精简袁
推行备案管理和告知承诺制遥 在 2019 年底
前袁 将工程建设项目平均审批时限压缩至 60
个工作日内遥 将野证照分离冶改革事项扩大至

130项袁扩大旅游尧农业尧医疗健康等重点产业
领域改革事项范围遥 2019年内建成政务野一网
通办冶总门户袁政务服务事项网上可办率不低
于 90%袁办件量提高至 50%以上袁实现 100个
高频涉企行政审批事项野最多跑一次冶遥

叶措施曳提出袁要进一步减轻企业税费负
担袁降低民营企业生产经营成本遥 到 2021年
12月 31日袁对国家级尧省级科技企业孵化器尧
大学科技园和国家备案众创空间自用以及无
偿或通过出租等方式提供给在孵对象使用的
房产尧土地袁免征房产税和城镇土地使用税曰
对其向在孵对象提供孵化服务取得的收入袁
免征增值税遥

“证照分离”改革事项
扩大至 130项

商报全媒体讯 渊椰网/海拔手机端记
者李兴民冤日前袁商报全媒体以 叶野零负团
费冶卷土重来曳叶一场旅游险些要她命袁只因
身份证被导游扣下曳 等为题报道了海南旅
游市场乱象袁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袁也引
起有关部门的重视遥近日袁海口市旅文局对
这些乱象野下手冶了遥

海口市旅文局负责旅游稽查的周友
文表示袁报道刊发后袁海口市旅文局党委
王书记高度重视袁立即周密部署袁对海口
市的旅游市场进行明察暗访袁要求对所有
旅行社进行规范化管理袁 做到投诉一起袁
查处一起袁绝不姑息遥
周友文告诉商报记者袁 扣身份证的导

游袁目前已由旅行社内部对其作出停团反
省的决定遥针对组织海口低价游的旅行社袁

目前集体讨论决
定对涉事旅行社
作出罚款 8万元袁
处罚决定书近期
将下达遥
近年来袁一些

旅行社推出各种
野划算冶路线袁但无
论是几十元的周
边游袁 还是一百元的三天两夜岛内游袁或
是境外的野返钱游冶袁其实都存在不少野猫
腻冶尧陷阱遥
周友文表示袁海口市旅文局继续欢迎

媒体的监督袁他们会一如既往地抓好旅游
市场的管理工作袁会继续服务旅客袁保障
旅客的权益袁让海口的旅游市场更规范遥

商报全媒体讯 渊椰网/海拔手机端
记者 王辉 实习生 陈勇合 摄影报道冤
早在 2016年 4月 8日袁 国际旅游岛商
报报道了野澄迈一民用液化气加气站先
批后立项袁林地有个耶定时炸弹爷袁村民
提心吊胆冶的消息遥 如今袁已经过去三年
多袁这个液化气加气站基本上已经建好
了袁澄迈县加乐镇政府也下达了处罚遥

野零负团费冶卷土重
来,有关部门野出手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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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治乱象

海口这家幼儿园无证违
规办学被投诉

设立海口市中小微
企业融资担保基金

精简审批尧 放宽市场准入尧
减轻企业税费负担噎噎

林地有个 野定时炸弹冶袁
村民提心吊胆未报建先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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