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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在办公室袁就办好了许可证遥
北京环境有限公司海南分公司工作
人员纷纷为市园林和环境卫生管理
局积极落实改革工作的做法点赞遥
该公司总经理郭久红表示袁 海南自
由贸易试验区实行野证照分离冶改革
全覆盖试点袁提升了效率袁方便了企
业遥 企业电话预约袁政府机关野一站
式冶 上门服务袁 让企业办事实现了
野零跑腿冶遥
在颁发海口市首张 叶城市生活

垃圾经营性清扫尧收集尧运输尧处理
服务许可证曳后袁市园林和环境卫生
管理局相关负责人强调袁 为按要求
对承诺企业加强事中事后监管措

施袁同时也将加快野互联网+监管冶建
设遥 一旦发现企业不符合承诺条件
开展经营的责令限期整改袁 逾期不
整改或整改后仍达不到要求的依法
摊销许可证件曰 构建生活垃圾全过
程监管体系袁强化日常监管曰推动生
活垃圾无害化处理设施建设和运营
信息公开遥

该负责人表示袁野证照分离冶改
革试点的实施袁 主要是加快了主管
部门的审批速度袁 可以为企业提供
更多便利服务袁 积极营造更好营商
环境袁 吸引更多企业来海南自由贸
易试验区投资遥

12 月 4 日 13 时许袁新埠派
出所民警接到新埠岛海鲜大世
界星岛码头饭店报案称院 有一
名男子在新埠岛海鲜大世界星
岛码头海鲜城饭店以预订三个
包厢用于接待朋友为名袁 并以
朋友快到了为由让服务员将 4
条软中华香烟提前拿到包厢
里袁 而后趁服务员不注意将香
烟带走逃离遥

后经新埠派出所民警进一步
侦查袁成功锁定嫌疑人陶某遥12月
22日 9时许袁 民警成功在海口市
龙华区某酒店内将陶某抓获袁陶

某对其诈骗事实供认不讳遥
12月 25日上午袁国际旅游岛

商报记者了解到袁 陶某已被行政
拘留遥

据介绍袁 陶某今年 41岁袁没
有正当工作且劣迹斑斑遥 根据目
前警方掌握的线索袁 陶某涉嫌多
起诈骗袁其手机为 188伊伊伊伊6007袁
警方呼吁被该男子骗走财物的群
众及相关知情人及时拨打 110报
警电话或者向新埠派出所反映情
况 袁 新埠派出所电话 院0898 -
66249220袁 联系人窦警官电话院
15008018947遥

商报全媒体讯 渊椰网/海拔手机
端记者 徐明锋冤12月 25日袁 国际旅
游岛商报记者从海南省交通规费征
稽局了解到袁12月 26日袁 我省开始
2020年柴油机动车辆通行附加费的
缴费遥 2020年通行附加费年度统缴
办理时间截止至 2020年 1月 23日遥

据介绍袁2020 年柴油机动车辆
通行附加费的缴费于 12 月 26日开
始袁根据叶海南经济特区机动车辆通
行附加费征收管理条例曳规定袁凡办
理 2020年机动车辆通行附加费统缴
的柴油车辆袁 必须缴清 2020年 1月

1日以前的机动车辆通行附加费遥 实
行年度统缴的车辆可根据需要选择
全年尧半年尧季度优惠缴费(按照季度
缴清的费额为应征费额的 90%袁按照
半年缴清的费额为应征费额的 85%袁
全年一次缴清的费额为应征费额的
80%)遥 欠费车辆在补缴所欠规费后袁
可选择下一个缴费期内的统缴优惠袁
不享受欠费时间段内的统缴优惠遥
2020年通行附加费年度统缴办理时
间截止至 2020年 1月 23日遥

此外袁根据叶海南省柴油机动车
辆通行附加费减免暂行办法曳规定袁

符合免征条件的在册登记的机动车
辆 (除拖拉机尧三轮机动车尧军队车
辆尧武警车辆以外)应在 2020年第一
季度到车籍所在地征稽部门办理免
征手续曰新增的免征车辆请在叶机动
车行驶证曳登记之日起 30日内持车
辆的叶机动车辆行驶证曳和叶机动车
辆登记证书曳 及复印件至车籍所在
地征稽部门办理免征手续曰 属于城
市公共汽车尧 农村客运班线的营运
车辆必须提供 叶机动车辆行驶证曳尧
叶机动车辆登记证书曳尧叶道路运输
证曳及复印件遥

我省 2020年柴油车通行附加费今日开始缴费 按年度缴费将优惠 20%

市民有问题可拨打这 20个电话
咨询举报热线电话院0898-68606060遥
网址院http://jt.hainan.gov.cn/遥

各市尧县分局咨询电话院渊区号 0898冤海口分局 66565920袁琼山分局
65988812袁文昌分局 63286090袁琼海分局 62935001袁万宁分局 62135669袁
陵水分局 83323145袁三亚分局 88868876袁定安分局 63822157袁屯昌分局
67812331袁琼中分局 86238118袁保亭分局 83666415袁澄迈分局 67622737袁
临高分局 28289881袁儋州分局 23882020袁白沙分局 27722738袁昌江分局
26651857袁 东方分局 25595818袁 乐东分局 85523373袁 五指山分局
86622290袁洋浦分局 28816807遥

咨询电话

海口发出首张生活垃圾经营性服务许可证

企业预约，政府“一站式”上门服务
商报全媒体讯 (椰网/海拔手机端记者 王辉) 12月

25 日袁 在北京环境有限公司海南分公司的大型 logo
前袁 海口市园林和环境卫生管理局副局长曾健为企业
颁发了叶城市生活垃圾经营性清扫尧收集尧运输尧处理服
务许可证曳遥 据悉袁这是实行野证照分离冶改革全覆盖试
点以来袁海口市首次颁发生活垃圾经营性服务许可证遥

当天上午 10时许袁 根据电话
预约记录袁曾健和该局审批办主任
吴云来到北京环境有限公司海南
分公司办理现场业务遥

野在承诺书上确认签字后袁就
可以领取叶城市生活垃圾经营性清
扫尧 收集尧 运输尧 处理服务许可
证曳遥冶曾健一边指导企业填写承诺
书袁一边简要介绍此次办理事项的
流程遥

据介绍袁根据叶国务院关于在
自由贸易试验区开展 野证照分离冶
改革全覆盖试点的通知曳袁 县级以
上地方主管部门可对从事生活垃
圾渊含粪便冤经营性清扫尧收集尧运
输尧 处理服务的审批实行告知承

诺遥此次改革的具体措施就是申请
人承诺已经具备许可条件的袁经形
式审查后当场作出审批决定遥

野当天受理袁当天发证遥 冶吴云
告诉记者袁企业通过电话预约上门
服务袁 向主管单位签署承诺书后袁
可以当场颁发许可证遥这种方式实
现了审批提速袁 以前需要 5天时
间袁现在只用 1天就可以办好遥

记者在现场看到袁 北京环境
有限公司海南分公司旗下袁 新成
立的海口京玉环境服务有限公
司尧 海口京美环境服务有限公司
仅用数分钟即办好了 叶城市生活
垃圾经营性清扫尧收集尧运输尧处
理服务许可证曳遥

以前办证需 5天现在只需 1天

预订包厢接待朋友？
偷饭店 4条软中华！

一男子涉嫌多起诈骗被抓获
海口警方院受骗市民快来指认

商报全媒体讯 渊椰网/海拔手机端记者
徐明锋 通讯员 孟伟荣 摄影报道冤 以预订包
厢用于接待朋友为名袁并以朋友快到了为由
让服务员将 4条软中华香烟提前拿到包厢
里袁 而后趁服务员不注意将香烟带走逃离遥
12月 22日袁海南省公安厅海岸警察总队渊筹
备组冤海口支队新埠派出所抓获一名诈骗违
法行为人袁成功破获一起诈骗案件遥

构建生活垃圾全过程监管体系

商报全媒体讯渊椰网/海拔手机端
记者 林万丽 通讯员 王家隆冤12月 24
日袁记者了解到袁儋州市公安局生态警
察支队日前接到群众反映称袁 儋州市
白马井镇超头村路口对面有不法人员
非法开设洗砂场破坏生态袁 该支队随
即出警袁 并最终将潜逃至海口的陈某
敏抓获遥
据了解袁 在接到群众反映的情况

后袁 儋州市公安局生态警察支队高度
重视袁 立即组织警力赶赴现场进行调
查取证袁固定证据等遥 经调查了解到袁
该洗砂场的主要成员为陈某敏袁 为牟
取暴利袁 陈某敏伙同他人在白马井镇
超头村路口对面林地租用土地进行非
法洗砂袁对周边林地造成破坏遥
在通过对收集的相关证据进行分

析的同时袁 儋州市公安局生态警察支
队还随即针对陈某敏等主要犯罪嫌疑
人展开相关的抓捕布控遥 在充分掌握
陈某敏等人的活动规律后袁 抓捕时机
终于成熟遥 12月 14日凌晨袁儋州市公
安局生态警察支队组织警力前往海口
某小区对陈某敏实施抓捕遥

经过长时间的蹲守袁14 日中午袁
陈某敏终于在海口其居住的小区露
头袁最终被蹲守的民警抓获遥
经询问袁陈某敏承认袁自己确实伙

同他人在白马井镇超头村路口对面林
地租用土地进行非法洗砂袁 并对周边
林地造成破坏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遥
目前袁因涉嫌非法占用农用地罪袁

陈某敏已被刑事拘留袁 案件正在进一
步侦办中遥

儋州扫黑除恶效果显著

打掉23个团伙
抓获209名嫌犯

商报全媒体讯渊椰网/海拔手机端
记者 林万丽 通讯员 王家隆冤近日袁记
者从儋州市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推进会
上获悉袁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开展以来袁
儋州市上下思想高度统一尧 行动高度
自觉袁做到高标准部署尧高质量推动尧
坚持高位推动野打伞破网冶野打财断血冶
不动摇袁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战果累累遥
截止目前袁 儋州市有关部门共打

掉黑恶势力犯罪团伙 23个袁破获涉黑
涉恶犯罪案件 179起袁 抓获犯罪嫌疑
人 209名袁查扣尧冻结尧收缴赃款和涉
案物品价值 1.1亿元浴

据悉袁今年 1至 11月份袁全市总
体刑事案件立案数同比下降 5.8%袁其
中野两抢冶案件同比下降 19.6%袁盗窃
案件同比下降 28%遥
今年以来袁整顿 50个软弱涣散的

村级党组织袁 撤换 21名村 野两委冶干
部袁进一步巩固了基层政权遥
此外袁相关职能部门对 3866名电

信诈骗重点人实行野一人一档冶管控袁
严格执行各项管控措施袁对电信诈骗
重点人分期分批集中进行法制教育遥

占用农地洗砂
一男子被刑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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