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죽퇇쫐죋쏱헾뢮냬릫쫒맘폚
펡랢ꆶ2019쓪죽퇇쫐ힰ엤쪽붨훾췆뷸

릤ퟷ듫쪩ꆷ뗄춨횪
三府办〔2019〕129号

各区人民政府，育才生态区管委会，市各有关单位：

《2019年三亚市装配式建筑推进工作措施》已经市政府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组织实施。

三亚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9年 7月 3日

（此件主动公开）

2019쓪죽퇇쫐ힰ엤쪽붨훾췆뷸릤ퟷ듫쪩
为加速推进我市装配式建筑的发展，按时

按量完成省政府下达我市的工作任务目标，根

据《海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大力发展装配式建筑

的实施意见》（琼府〔2017〕100号）、《海南

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贯彻落实省领导有关

装配式建筑批示精神的通知》（琼建科函〔2019〕

357号）及省领导批示精神，结合海南省住房和

城乡建设厅、省发展和改革委、省自然资源和

规划厅《关于 2019年推进装配式建筑有关工作

事项的通知》（琼建科〔2019〕137号）要求，

现提出以下工作措施：

一、提高重视，加强组织领导。市装配式

建筑推进工作联席会议成员单位，严格按《三

亚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三亚市推进装配式建筑

发展实施意见的通知》（三府〔2018〕255号）、

《三亚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三亚市建筑

式建筑推进工作联席会议制度的通知》（三府

办〔2018〕233号）要求及职责分工，齐抓共管，

形成合力，确保符合条件的项目尤其是政府投

资项目采用装配式方式建造，出台装配式建筑

优惠政策细则、项目闭合监管办法等，争取装

配式建筑工作在我市得到实质性进展。

二、加大力度推进装配式建筑生产基地落

地。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牵头，统筹我市工业

用地，优先从生态环保方面进行可行性论证，

于 2019年 7月 31日前解决装配式建筑生产基

地的项目选址问题。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主动

对接服务，做好项目建设指导工作，争取今年

内完成装配式建筑生产基地项目的落地。

三、在项目前期阶段，将是否执行装配式

建筑列为审批条件之一。

（一）社会投资项目，在土地招拍挂前，

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应就是否采用装配式方式

建造征询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的意见，将有关

要求列入土地出让公告，并在土地出让合同或

土地划拨决定书中予以载明。

（二）政府投资项目，在研究项目建设方

案时，坚持造价服从生态、以先进技术为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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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建筑行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理念，确定

以装配式建造。市发展改革委、三亚崖州湾科

技城管理局、现代服务业产业园管理委员会、

各区发改部门在进行项目可研、初步设计评审

时，应邀请同级住建部门参加，就项目是否采

用装配式建造提出意见，并将同级住建部门意

见写入可研批复、初步设计概算批复文件中。

（三）规划报建阶段，市住房和城乡建设

局在进行节能审核时，应就项目的建造方式予

以确定，图审机构应根据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的审核意见，对项目的施工图设计文件进行核

实。应采用装配式方式建造的项目，施工图设

计文件没有明确的，图审机构不予通过审核。

应采用装配式方式建造的项目，图审机构应在

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合格证上予以明确，施工

许可证应注明执行标准、装配率等信息。

建筑节能审核、施工许可已下放的三亚崖

州湾科技城管理局同等处理。

现代服务业产业园管理委员会在核发施工

许可时同等执行。

（四）强制推广装配式方式建造的范围：

1. 2018年 4月 8日后批复可研的政府投资

项目。

2. 2019年 5月 15日后批复规划方案，且建

筑面积 10万平方米及以上的商品房项目、总建

筑面积 5万平方米及以上或单体建筑面积 3万

平方米及以上的公共建筑项目。

四、2018年 4月 8日至发文之日，已批复

可研的政府投资项目，应贯彻落实《海南省人

民政府关于大力发展装配式建筑的实施意见》

（琼府〔2017〕100号）及省领导有关批示精神，

严格采用装配式建造。确不符合条件的，市装

配式建筑联席会议办公室召集主要成员单位，

召开联席会议研究同意后，由市住房和城乡建

设局报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备案。

五、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将采用装配式建

造的项目，建立项目清单台账，做好跟踪服务、

技术指导、质量监督等工作，并于每月 5日前

向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市政府上报项目进度。

죽퇇쫐죋쏱헾뢮냬릫쫒맘폚
뗷헻죽퇇쫐몣퇳뚽달헻룄릤ퟷ쇬떼킡ퟩ뗄춨횪

三府办〔2019〕133号
各区人民政府，育才生态区管委会，市各有关

单位：

因机构改革和人事变动，为持续做好国家

海洋督察反馈意见的整改落实工作的组织协

调、整体推进和督促落实等工作，市政府决定

调整三亚市海洋督察整改工作领导小组，现将

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领导小组组成人员

组 长：阿 东 市委副书记、

市政府市长

副组长：周燕华 市政府副市长

刘钊军 市政府副市长

成 员：陈 明 市政府秘书长

毕红玲 市政府副秘书长

孙 耿 海棠区委副书记、

区政府区长

张华文 吉阳区委副书记、

区政府区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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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雄标 天涯区委副书记、

区政府区长

冯 强 崖州区委副书记、

区政府区长

李蔓华 市委宣传部副部长

张贤芳 市政府督查室主任

高富宅 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局长

张 利 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主任

徐 冰 市公安局常务副局长

樊 木 市生态环境局局长

吴清江 市综合行政执法局局长

马业仲 市农业农村局局长

黎觉行 市住房城乡建设局局长

刘锡安 市财政局副局长

马育红 市水务局局长

季端荣 市司法局局长

陈 斌 市林业局局长

刘万祥 市交通运输局副局长

张 伟 三亚珊瑚礁保护区

管理处主任

二、下设机构及职责分工

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综合协调组、整改

督办和宣传报道 3个专项工作组），设在市自

然资源和规划局。

（一）办公室（综合协调组）

主 任：高富宅 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局长

副主任：段德玉 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副局长

成 员：王晓光 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办公室主任

何京瑞 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海域海岛科科长

钟 劲 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海洋发展科科长

徐详记 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监督管理科科长

廖承宇 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海域海岛科主任科员

工作职责：负责组织协调海洋督察的整体

推进，组织各有关部门、各区落实整改责任，

负责领导小组有关会议和公文处理等工作。依

据国家海洋督察反馈意见和问题清单，列出整

改问题、分解任务、明确责任，组织起草整改

方案，与省海洋督察整改工作领导小组沟通协

调整改相关事宜。

（二）整改督办组

组 长：毕红玲 市政府副秘书长

副组长：张贤芳 市政府督查室主任

成 员：林炽芳 中国海监三亚市支队

队长

曹望成 市环境监察支队队长

何京瑞 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海域海岛科科长

杨 欣 市生态环境局污染

防治科科长

张东升 市农业农村局渔业

发展科科长

黄金友 中国海监三亚市支队

海监科科长

工作职责：根据海洋督察反馈意见问题清

单，对各相关单位相关区整改落实情况进行督

促检查，抓好边督边改工作的落实；建立整改

问题台账，实行销号管理；定期向督察组报送

整改工作情况，及时跟踪问效；对整改工作中

发现的问题线索，做好对各相关部门各相关区

调查处理工作的指导和督促，依法依纪实施责

任追究。

（三）宣传报道组

组 长：李蔓华 市委宣传部副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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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组长：李建军 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副局长

成 员：李锦龙 市委宣传部网信办专职

副主任

张守诚 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海域海岛科副主任科员

王 雅 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海洋发展科科员

工作职责：负责利用“一台一报一网”（“一

台”即市级电视台，“一报”即市级党报，“一网”

即市级政府网站）对整改落实工作开展信息公

开、宣传报道和舆情监控分析等；及时向省国

家海洋督察整改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报送我市

整改工作新闻报道情况；做好督察整改工作有

关会议记录及资料留存工作。

三、有关要求

（一）领导小组根据工作需要，定期或不

定期召开会议，听取各专项工作组工作情况汇

报，研究整改工作，确保按规定时限完成各项

整改工作任务。

（二）领导小组办公室及各专项工作组要

制定工作方案，细化职责任务，压实责任。同

时要加强沟通，密切配合，形成合力推进整改

工作。

（三）各相关部门、各区要以高度的政治

责任感和严肃认真的态度，对涉及自身的整改

任务，制定工作方案，细化分解任务，全面压

实责任，层层抓好落实。

（四）确需增加工作经费的，由综合协调

组根据实际要求和有关规定，及时向市政府提

出预算申请，增加经费安排。

整改工作任务完成后，领导小组及各工作

机构自行撤销。

三亚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9年 7月 4日

（此件主动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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죽퇇쫐죋쏱헾뢮냬릫쫒
맘폚펡랢ꆶ죽퇇쫐뗀슷폃릫릲짨쪩뇪횾맜샭

맦랶ꆷ뫍ꆶ죽퇇쫐뗀슷폃릫릲짨쪩
뇪횾펦폃떼퓲ꆷ뗄춨횪

三府办〔2019〕140号
各区人民政府，各管委会，市政府直属各单位：

《三亚市道路用公共设施标志管理规范》和《三亚市道路用公共设施标志应用导则》已经七届

市政府第 58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组织实施。

附件：1.三亚市道路用公共设施标志管理规范

2.三亚市道路用公共设施标志应用导则（详见三亚市人民政府门户网站）

三亚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9年 7月 15日

（此件主动公开）

附件 1

죽퇇쫐뗀슷폃릫릲짨쪩뇪횾맜샭맦랶
为加强本市道路用公共设施标志设置和管

理的科学性、规范性和系统性，保障公众出行

便利，提高城市管理水平，维护良好的市容和

市貌，根据《海南经济特区公共信息标志标准

化管理规定》（以下简称《管理规定》）、《海

南省全面推进公共信息导向系统标准化建设实

施方案》及《三亚市城市（公共信息）导向系

统设计规划（2016-2025）》等法规、文件及规

划的规定，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规范。

本市国道、省道、县道等公路及城市道路

范围内设置的公共设施标志适用于本规范。

本规范所称的公共设施标志是指设置在路

侧或公共设施附近，主要供驾车出行人员识读，

用于引导或定位公共设施的固定式标志牌。公

共设施标志包括公共设施导向标志和公共设施

位置标志。

公共设施标志不同于道路交通路径指引标

志和慢行道标志。设置的目的是解决道路交通

标志信息标注不足及个别公共设施缺乏定位标

志的问题，满足驾车出行人员对三亚市公共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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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机构、购物休闲场所、文化体育场所等大型

公共设施和服务设施的导向和定位需求。

1组织

1.1公共设施标志的设置和管理坚持“谁建

设，谁管理，谁维护，谁负责”的原则，执行统

一领导、统一组织、各自申报、统一设计的工

作方针。

1.2成立三亚市公共设施标志论证小组（简

称“论证小组”），负责组织公共设施标志的信

息筛选及设置方案的技术论证工作，论证小组

成员单位为：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市旅游和文

化广电体育局、市综合行政执法局、市公安局、

市外事办公室、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市民政

局。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是本市公共设施标志的

论证工作的牵头单位。

论证小组下设办公室，办公室设置在市市

场监督管理局。办公室主任由市市场监督管理

局分管标准化工作的领导担任，副主任由标准

化科负责人担任；每个成员单位指派一名工作

人员，参与公共设施标志设置方案的论证工作。

2公共设施单位的筛选

2.1市级各职能部门应本着公众需要的原

则，按照配套的技术要求《三亚市道路用公共

设施标志应用导则》（以下简称《应用导则》）

所列的公共设施范围，向论证小组提出需要设

置公共设施标志的名单。

2.2应优先满足非盈利性机构的导向需求，

严格控制盈利性机构公共设施标志的数量。

2.3论证小组对各职能部门提出的公共设

施名单，按《应用导则》的各项要求进行信息

筛选。论证小组有权对重复性信息及不符合《应

用导则》要求的信息进行调整，综合确定需设

置公共设施标志的单位名单。

2.4论证小组不接受除各职能部门以外的

任何单位的设置申请。

3设置方案

3.1 论证小组根据公共设施名单的信息构

成情况确定三亚市公共设施标志建设实施单

位。

3.2实施单位负责编制设置方案。设置方案

应至少包括标志信息、尺寸、编号、设置位置、

设置总数量、设置范围及版面样式等基本内容。

3.3 论证小组负责组织对设置方案的论证

工作，论证小组各成员单位应予以配合协助。

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对新编制设置方案是否符合

《应用导则》的相关技术要求进行论证；市旅

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局对标志中旅游相关信息内

容进行论证；市综合行政执法局、市公安局、

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对标志的安装位置及设置

方式的可行性进行论证；市外事办公室对标志

中的英文翻译进行论证；市民政局对标志中的

地名及相关设施名称进行论证。

3.4 论证通过后形成最终设置方案和论证

结论，最终设置方案原则上不可修改。在实施

过程中，确因客观原因发生变化的，由论证小

组做出解释说明。

4立项

实施单位根据最终设置方案及论证结论，

申请立项，落实建设工作。

5工程采购与作业

5.1实施单位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

购法实施条例》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

法》的有关规定实施工程采购。

5.2为保证工程质量、降低成本支出，工程

采购可以根据设计方案分路段或分区域进行，

但不得按施工流程拆分。

5.3工程作业中需要协调道路交通、绿化占

用、城市建设等其他管理部门时，由实施单位

协调组织，重大问题报请论证小组实施协调。

6验收与维护

6.1验收由出资方组织实施，验收的目的是

评价工程质量和验证导向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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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验收采取评审形式进行，验收方人员由

专家和论证小组成员单位构成。专家由标志方

面的标准化专家和标志制造行业的专业技术人

员组成，其他类型的专家可根据城市导向系统

的建设内容确定。

6.3通过验收的标志系统方可投入使用，对

于未通过验收的标志系统，实施单位应根据评

审形成的意见进行修改和完善后，再次组织验

收评审。

6.4投入使用后的标志系统，适用性验证周

期为 3个月，适用性由论证小组确定，如需调

整，由实施单位负责实施。

6.5实施单位可委托专业机构对标志系统

实施维护工作，保证标志的结构安全、信息准

确和表面清洁。

6.6已纳入公共设施标志信息的单位，不得

擅自更改标志信息，若发生迁移或名称变更等

情况时，或由于市政工程、场所迁移或其他原

因，导致设置条件发生改变，需要拆除或迁移

标志时，由实施单位负责，并应及时告知论证

小组。

6.7 因树木生长影响公共设施标志使用效

果的，实施单位应向园林管理部门提出修剪请

求，园林管理部门应兼顾标志正常使用和树木

正常生长的原则，在 30个自然日内组织修剪。

7监督

7.1 论证小组监督规划落实及执行进度情

况。

7.2 论证小组对在规定的期限内不能完成

相应工作任务的相关成员单位进行催办。

8附则

8.1 本规范在实施过程中遇到的其他问题

由论证小组负责解释。

8.2本规范自发布之日起实施。

죽퇇쫐죋쏱헾뢮냬릫쫒맘폚
펡랢죽퇇쫐뾪햹횤쏷쫂쿮룦횪돐억훆쫔뗣릤ퟷ

쪵쪩랽낸뗄춨횪
三府办〔2019〕141号

各区人民政府，各管委会，市政府各部门：

《三亚市开展证明事项告知承诺制试点工作实施方案》已经市政府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认

真组织实施。

三亚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9年 7月 15日

（此件主动公开）



市政府办公室文件·8·

죽퇇쫐뾪햹횤쏷쫂쿮룦횪돐억훆
쫔뗣릤ퟷ쪵쪩랽낸

持续开展“减证便民”行动是党中央、国务

院深入推进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改

革的重点工作。开展证明事项告知承诺制试点，

是“减证便民”行动的具体措施，对于方便群众

和企业办事、改善营商环境、提高政府服务能

力具有重要意义。根据国务院相关工作部署和

《海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开展证明事项告

知承诺制试点工作的通知》（琼府办函〔2019〕

173号）工作要求，现就我市开展证明事项告知

承诺制试点工作制定实施方案如下。

一、总体要求

（一）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

指导，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

中全会精神，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加快转变政府职能，围绕直接面向群众和企业、

依申请办理的政务服务事项，紧密联系实际，

不断创新政府服务管理方式，积极开展告知承

诺制试点探索，切实减少“奇葩”证明、循环证

明、重复证明，加快建设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

府。

（二）基本原则

坚持问题导向。以更快更方便群众和企业

办事创业为导向，聚焦影响群众和企业办事创

业的“堵点”“痛点”，进一步提高试点工作的针对

性、时效性。

坚持高效便捷。优化服务流程，完善服务

便民化措施，试点措施要让群众和企业看得见、

听得懂、用得上、得便利。

坚持统筹谋划。加强与政务信息资源共享、

信用体系建设、政务服务“一网通办”和“证照分

离”等改革措施的衔接，充分发挥各项制度叠加

效应，为深化改革积累经验、创造条件。

坚持平稳有序。以社会普遍关注的领域和

服务事项为重点，以点带面，循序渐进，积极

稳妥组织试点工作，确保工作推进依法有序、

安全平稳，风险总体可控。

（三）工作目标

试点单位选取有代表性的证明事项，进行

告知承诺制试点，推动形成标准公开、规则公

平、预期合理、各负其责、信用监管的治理模

式，进一步从制度层面解决群众办事难、办事

慢、多头跑、来回跑等问题。通过试点先行、

积极探索，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证明事项告

知承诺标准和规范。

二、试点范围

根据省政府的工作部署，确定我市发展改

革委、市公安局、市民政局、市人力资源和社

会保障局、市交通运输局、市司法局 6个单位

开展试点。除直接涉及国家安全、生态环境保

护和直接关系公民人身、重大财产安全的证明

事项外，试点单位根据实际确定实行告知承诺

制试点的证明事项共计 28项（详见附件），并

通过市政府或各部门门户网站向社会公布。

三、试点任务

本方案所指证明，是指公民、法人和其他

组织在依法向行政机关或经法律法规授权的具

有管理公共事务职能的组织（以下统称行政机

关）申请办理行政许可、行政确认、行政给付

等事项时，提供的需要由行政机关或其他机构

出具的、用以描述客观事实或表明符合特定条

件的有关材料。本方案所指证明事项告知承诺

制，是指行政机关在办理有关事项时，以书面

（含电子文本）形式将法律法规中规定的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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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务和证明内容一次性告知申请人，申请人书

面承诺已经符合告知的条件、标准、要求，愿

意承担不实承诺的法律责任，行政机关不再索

要有关证明而依据书面（含电子文本）承诺办

理相关事项。

试点单位要按本方案要求，重点做好以下

工作：

（一）确定告知承诺适用对象。除试点单

位确定必须实行告知承诺制的证明事项外，申

请人可自主选择是否采用告知承诺替代证明。

证明事项可以代为承诺的，要有申请人的特别

授权。申请人有严重的不良信用记录或曾作出

虚假承诺等情形的，不适用告知承诺制。申请

人不愿承诺或无法承诺的，应当提交法律法规

要求的证明。

（二）规范告知承诺工作流程。试点单位

要科学编制证明事项告知承诺工作规程，修改

完善办事指南，对实行告知承诺的各类证明事

项，按照内容完备、逻辑清晰、通俗易懂的要

求，制作告知承诺书格式文本。书面告知的内

容应包括办理事项的名称、设定证明的依据、

证明的内容、承诺的方式、虚假承诺的责任等。

书面承诺的内容应包括申请人已知晓告知事

项、已符合相关条件、愿意承担虚假承诺的责

任以及承诺意思表示真实等。告知承诺书格式

文本要在试点单位对外服务场所和部门网站上

公示，方便申请人索取或下载。试点单位按照

权责一致原则，明确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尽

职免责、失职追责机制。

（三）加强事中事后核查。试点单位要针

对试点证明事项的特点，分类确定核查办法，

明确核查时间、核查标准、核查方式等。试点

单位要认真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在线政务服

务的若干规定》，通过全国一体化在线政务服

务平台、国家数据共享交换平台、全国信用信

息共享平台、政府部门内部核查和部门间行政

协助等方式对申请人的承诺内容予以核实。确

需进行现场检查的，要优化工作程序、加强业

务协同，避免检查扰民。

（四）探索失信惩戒模式。探索建立申请

人诚信档案和虚假承诺黑名单制度，加强信用

社会建设，不断营造守信有激励、失信必惩戒

的社会氛围，对故意隐瞒真实情况、提供虚假

承诺办理有关事项的，依法撤销相关决定、给

予行政处罚。对于经查实承诺不实的，要追究

有过错的单位或个人的责任。加大失信联合惩

戒力度，加强跨部门联动响应，完善“一处失信、

处处受限”的联合惩戒机制。

（五）强化风险防范措范。试点单位要加

强行政指导，履行告知和指导义务。对核查难

度较大以及社会广泛关注的事项，探索建立告

知承诺书公示制度，鼓励申请人主动公开接受

社会监督。采取多种措施，防范行政机关依据

申请人不实承诺办理的事项损害第三方合法权

益。注重梳理工作环节重大风险，制定有效防

控措施。

四、试点时间

我市试点时间从 2019年 7月至 12月中旬，

为期半年。各试点单位根据本实施方案，结合

实际编制试点事项目录，细化相关措施，逐一

明确时间节点，并于 2019年 7月 15日前将具

体工作方案报市司法局。

各试点单位在 2019年 11月底前对试点工

作情况、主要做法和成效、建立的制度和规范、

存在的问题和建议等进行总结，形成书面材料

报市司法局。

五、工作要求

（一）加强组织领导。各试点单位要高度

重视证明事项告知承诺制试点工作，按照本方

案确定的原则目标、试点任务和工作步骤，精

心组织实施，各相关单位应当积极配合试点单

位开展试点工作，共同为申请人提供便捷、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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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高效的服务。

（二）鼓励探索创新。各试点单位要结合

本单位实际，积极探索创新工作机制和方式方

法，深入推进证明事项告知承诺标准化规范化，

完善行政协助制度、创新事中事后监管措施和

风险防范措施。要广泛收集群众和企业对试点

工作及成效的评价意见，持续改进工作，不断

提升群众和企业的满意度和获得感。

（三）做好考核评估。各试点单位要制定

试点工作考核评估办法，加强督促指导，把证

明事项告知承诺制工作成效纳入改善营商环境

评估，不断研究，提出可供推广的经验和做法。

对工作取得显著成绩的，按照有关规定予以表

彰。

附件：试点单位实行证明事项告知承诺制

的证明事项汇总表

附件

쫔뗣떥캻쪵탐횤쏷쫂쿮룦횪돐억훆뗄횤쏷쫂쿮
믣ퟜ뇭

序号 单位名称 职权名称 告知承诺书可替代的证明事项 备注

1

三亚市发展和

改革委员会

公共租赁住房租金标准审批
1.《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证书》

2.《成本监审报告》

2 经济适用住房销售价格审批
1.《营业执照》

2.《成本监审报告》

3 限价商品住房销售价格审批
1.《营业执照》

2.《成本监审报告》

4

非营利性民办中小学学历教

育收费标准审批（市民办中小

学校）

1.《民办学校办学许可证》

2.《民办非企业登记证》

3.《成本监审报告》

5 殡葬基本服务收费标准审批
1.《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证书》

2.《成本监审报告》

6

具有自然垄断经营和公益性

特征的车辆停放服务收费标

准审批

1.《营业执照》或《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证书》

2.《停车场经营成本测算表》

7
市评级和未评级的市公办幼

儿园收费标准审批

1.《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证书》

2.《保育教育培养成本测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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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三亚市发展和

改革委员会

生活垃圾处理收费标准审批
1.《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证书》

2.《成本监审报告》

9
辖区内水利工程的供水价格

审批

1.社会统一信用代码的工商营业执

照、单位法人证书

2.成本监审报告

10
城乡公共管网供应的自来水

价格审批

1.社会统一信用代码的工商营业执

照、单位法人证书

2.成本监审报告

11 污水处理收费标准审批

1.社会统一信用代码的工商营业执

照、单位法人证书

2.成本监审报告

12 公共交通票价审批

1.社会统一信用代码的工商营业执

照、单位法人证书

2.成本监审报告

13 客运出租汽车运价审批

1.社会统一信用代码的工商营业执

照、单位法人证书

2.成本监审报告

14 电动汽车充换电服务费审批

1.社会统一信用代码的工商营业执

照、单位法人证书

2.充换电经营成本测算表

15

利用公共资源建设的 4A 级以

下景区门票价格以及景区内

游览场所、交通工具价格审批

1.社会统一信用代码的工商营业执

照、单位法人证书

2.成本监审报告

16
公共管网天然气销售价格初

审上报审批

1.社会统一信用代码的工商营业执

照、单位法人证书

2.成本监审报告

17

利用公共资源建设的 4A 级以

上景区门票价格以及景区内

游览场所、交通工具价格初审

上报审批

1.社会统一信用代码的工商营业执

照、单位法人证书

2.成本监审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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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三亚市交通

运输局

申请从事普通机动车驾驶员

培训经营许可

1.经营场所使用权证明或产权证明

2.教练场地使用权证明或产权证明

19
申请从事机动车驾驶员培训

教练场地经营许可

1.经营场所使用权证明或产权证明

2.教练场地使用权证明或产权证明

20
申请从事道路运输驾驶员从

业资格培训经营许可

1.经营场所使用权证明或产权证明

2.教练场地使用权证明或产权证明

21
三亚市

司法局
律师执业申请

1.户籍所在地或者经常居住地公安

机关出具的无受过刑事处罚（过失犯

罪的除外）的证明

2.原单位出具的辞职证明或者退休

证明；未参加工作的，由居（村）委

会出具无工作证明

22

三亚市

公安局

旅馆行业特种行业许可审批

1.法定代表人、经营负责人及治安保

卫人员无涉黄、赌、毒、恐等被刑事

处罚、强制隔离戒毒记录

23 典当业特种行业许可审批

1.法定代表人、个人股东和其他高级

管理人员的户口所在地县级人民政

府公安机关出具的无故意犯罪记录

证明

24

三亚市

人力资源和社会

保障局

供养亲属抚恤金申领（工伤保

险服务）

1.依靠工亡职工生前提供主要生活

来源的证明

2.在校学生提供学校就读证明

25
遗属待遇申领（养老保险服

务）
1.离退休人员死亡证明

26
基本养老保险个人账户一次

性清退
1.死亡证明材料

27 城镇从业养老保险注销登记

1.医院出具的参保人死亡证明，或民

政部门出具的火化证明，或公安部门

出具的户籍注销证明

28
三亚市

民政局
国内收养登记

1.无子女证明

2.有特殊困难无力抚养子女的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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죽퇇쫐죋쏱헾뢮냬릫쫒
맘폚펡랢ꆶ죽퇇쫐 2019쓪췁죀뮷뺳ퟛ뫏훎샭

쿮탐뚯릤ퟷ랽낸ꆷ뗄춨횪
三府办〔2019〕144号

各区人民政府，育才生态区管委会，市各有关单位：

《三亚市 2019年土壤环境综合治理专项行动工作方案》已经市政府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

认真贯彻执行。

三亚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9年 7月 19日

（此件主动公开）

죽퇇쫐 2019쓪췁죀뮷뺳ퟛ뫏훎샭
쿮탐뚯릤ퟷ랽낸

为确保我市土壤环境质量保持优良，根据

《海南省 2019年土壤环境综合治理专项行动工

作方案》，结合我市实际，制定本方案。

一、工作目标

持续推进土壤污染状况详查，继续完善土

壤环境质量监测网络，严格管控土壤环境风险，

实施土壤污染治理修复工程，完成国家、省级

和市级土壤污染防治年度评估目标和任务。

二、工作任务及责任分工

（一）加强部门协调机制

1.适时召开市土壤污染防治联席会议，强化

《三亚市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实施方案》实

施调度管理。（市土壤污染防治联席会议成员

单位：各区政府、育才生态区管委会、市生态

环境局、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市住房城乡建

设局、市农业农村局、市科技工业信息化局、

市财政局、市发展改革委）

2.本方案各项工作任务牵头单位需制定牵

头方案，加强与各相关责任单位沟通协调，认

真调度工作任务进展情况，确保按时保质完成

工作任务。（责任单位：各牵头单位）

（二）持续推进土壤污染状况详查

3.根据农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详查成果，开展

我市农用地污染治理工作。（牵头单位：市农

业农村局；责任单位：市生态环境局、市自然

资源和规划局、各区政府、育才生态区管委会）

4.待重点行业企业用地基础信息调查的风

险筛查结果公布后，开展我市中高风险地块的

初步采样调查工作。（牵头单位：市生态环境

局；责任单位：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市农业

农村局、各区政府、育才生态区管委会）

（三）实施农用地分类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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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开展耕地土壤环境质量类别划定工作，依

法实施分类管理和治理修复，完成省下达的年

度土壤 PH值高于 5的耕地增加面积指标、受污

染耕地安全利用及重度污染耕地种植结构调整

或退耕还林还草任务。（牵头单位：市农业农

村局；责任单位：市生态环境局、市林业局、

各区政府、育才生态区管委会）

6.加大优先保护类农用地保护力度，印发实

施我市土壤环境保护方案，方案中应划定优先

保护耕地，颁布优先保护地块边界、面积、管

护责任主体、管护措施。（牵头单位：市生态

环境局；责任单位：各区政府、育才生态区管

委会）

7.继续开展涉镉等重金属重点行业企业排

查整治行动，完善污染整治清单。（牵头单位：

市生态环境局；责任单位：市农业农村局、市

发展改革委（市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各区政

府、育才生态区管委会）

（四）加强建设用地准入管理

8.推动建立污染地块联动监管机制，强化部

门联动监管。加强土地征收、收回、收购等环

节的信息共享，规范污染地块在开发利用管理

工作，污染地块再开发利用的，应符合规划用

地土壤环境质量要求，该地块土壤环境状况信

息应向社会公开。（牵头单位：市自然资源和

规划局；责任单位：各区政府、育才生态区管

委会）

9.加强腾退土地污染风险管控，动态更新疑

似污染地块名单和污染地块名录。依法要求污

染地块土壤污染责任人开展风险评估、风险管

控和治理修复，严格企业拆除活动的环境监管。

（牵头单位：市生态环境局；责任单位：各区

政府、育才生态区管委会）

10.建立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和修复

名录，对列入名录的地块实行土地用途负面清

单和动态管理。（牵头单位：市自然资源和规

划局；责任单位：市生态环境局、各区政府、

育才生态区管委会）

11.暂不开发利用或现阶段不具备治理修复

条件的污染地块，应划定管控区域，设立标识，

发布通告，开展土壤、地表水、地下水、空气

环境质量监测。（牵头单位：市生态环境局；

责任单位：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各区政府、

育才生态区管委会）

（五）实施土壤污染综合防治

12.重点行业企业新建项目原则上布局在现

有工业园区内，禁止在居民区、学校、医疗和

养老机构等周边新建此类项目。（牵头单位：

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责任单位：市科技工业

信息化局、各区政府、育才生态区管委会）

13.严格审批排放重金属、持久性有机污染

物等重点污染物的建设项目，严格执行重金属

污染物排放标准并控制重点重金属污染物排放

总量。强化重点行业新建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工

作中土壤环境影响的评价，提出防范土壤污染

的具体措施，防止新建项目对土壤造成新污染。

（牵头单位：市生态环境局；责任单位：各区

政府、育才生态区管委会）

14.落实历史遗留和已关闭矿山土地复垦的

年度任务。开展重点监管尾矿库安全风险评估

和历史尾矿库排查，完善应急物资储备、历史

尾矿库隐患治理和闭库措施。加强对伴生放射

性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活动的辐射安全监管，编

制伴生放射性矿产资源开发利用目录并定期更

新。（牵头单位：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责任

单位：市应急管理局、各区政府、育才生态区

管委会）

15.更新辖区内的土壤环境重点监管企业名

单，定期对重点监管企业开展监督性监测，并

与企业签订土壤污染防治责任书，明确相关措

施和责任。（牵头单位：市生态环境局；责任

单位：各区政府、育才生态区管委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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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大宗固体废物堆存场所调查和整治，

建立完善整治清单，制定 “一点一策”整治工作

方案并完成年度任务。推动我市“无废城市”试

点，提高固体废物管理及综合利用水平。开展

铅酸蓄电池试点、危险废物规范化管理督查考

核，实施危险废物集中处置设施建设规划，提

升危险废物处置能力和水平。（牵头单位：市

生态环境局；责任单位：各区政府、育才生态

区管委会）

16.推行农业清洁生产，继续实施农药化肥

减施行动，2019年化学农药使用量减少 0.5%，

化肥使用量减少 1%。开展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利

用试点，完善农业废弃物回收利用网络，实现

年度废旧农膜回收治理率达 80%、废旧农药包

装物回收率达 50%。（牵头单位：市农业农村

局；责任单位：各区政府、育才生态区管委会）

17.整治非正规垃圾填埋场，禁止新增非正

规垃圾填埋场。（牵头单位：市住房城乡建设

局；责任单位：各区政府、育才生态区管委会）

（六）实施土壤污染治理与修复

18.印发实施土壤污染治理与修复规划，动

态更新项目库。（牵头单位：市生态环境局；

责任单位：各区政府、育才生态区管委会）

19.三亚宝齐来医疗废物处置有限公司退役

场地土壤污染治理与修复试点项目完成前期工

作，进入治理修复工程实施阶段。（牵头单位：

市生态环境局；责任单位：天涯区政府）

20.加强对风险防控及治理修复项目监管，

按季度报送工程进度、项目管理及资金使用情

况。（牵头单位：市生态环境局；责任单位：

天涯区政府）

21.鼓励开展土壤污染防治基础性研究工

作，强化科技支撑。加强科技成果应用，引进

国内外风险管控及治理修复先进技术，特别是

农用地风险管控技术，开展技术应用试点示范。

（牵头单位：市科技工业信息化局；责任单位：

各区政府、育才生态区管委会）

三、保障措施

（一）建立目标考核制度

根据上级部门制定的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

划实施情况考核办法，落实相关单位责任，开

展重点工作年度考核评估，评估和考核结果向

社会公布。

（二）保障资金投入

财政部门要落实土壤污染防治资金，支持

土壤污染治理修复，保障土壤污染状况详查、

土壤风险防控和治理修复等重点任务按时完

成。

（三）加强社会监督，开展宣传教育

定期发布土壤环境质量状况、土壤污染治

理与修复情况、建设用地地块土壤环境质量、

重点行业企业污染物排放情况等环境信息，接

受社会监督。鼓励公众通过“12345”政府服务热

线、“12369”环保举报热线、政府网站、微信微

博等途径，对污染土壤的环境违法行为进行监

督。强化宣传教育，普及土壤污染防治相关知

识，加强法律法规政策宣传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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죽퇇쫐죋쏱헾뢮냬릫쫒
맘폚펡랢ꆶ죽퇇쫐췁죀뮷뺳놣뮤랽낸ꆷ뗄춨횪

三府办〔2019〕145号
各区人民政府，育才生态区管委会，市各有关单位：

《三亚市土壤环境保护方案》已经市政府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三亚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9年 7月 19日

（此件主动公开）

（注：《三亚市土壤环境保护方案》详见三亚市人民政府门户网站）

죽퇇쫐죋쏱헾뢮냬릫쫒맘폚
펡랢 2019쓪쫐뎡볠맜쇬폲좫쏦췆탐

“쮫쯦믺ꆢ튻릫뾪”뿧늿쏅솪뫏볠맜쪵쪩랽낸뗄춨횪
三府办〔2019〕153号

各区人民政府，各管委会，市政府直属各单位：

《2019年市场监管领域全面推行“双随机、一公开”跨部门联合监管实施方案》已经市政府同意，

现印发给你们，认真组织实施。

三亚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9年 7月 25日

（此件主动公开）



市政府办公室文件·17·

2019쓪쫐뎡볠맜쇬폲좫쏦췆탐
“쮫쯦믺ꆢ튻릫뾪”뿧늿쏅솪뫏볠맜쪵쪩랽낸
为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

根据《国务院关于在市场监管领域全面推行部

门联合“双随机、一公开”监管的意见》的要求，

切实转变监管理念，创新监管方式，避免多头

执法、重复检查，规范执法行为，提高监管效

能，减轻企业负担，在市场监管领域全面推行

“双随机、一公开”跨部门联合监管，进一步营

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和法治化、便利化的营

商环境，制定此方案。

一、工作目标

通过在市场监管领域全面推行 “双随机、

一公开”跨部门联合监管，增强市场主体信用意

识和自我约束力，对守法者“无事不扰”，克服

检查任性，强化企业主体责任，实现由政府监

管向社会共治的转变，以监管方式创新提升事

中事后监管效能，维护公平竞争、诚实守信的

市场环境，构筑良好营商环境，推动大众创业、

万众创新。到 2019年年底，实现全市市场监管

领域涉企一般检查事项“双随机、一公开”监管

全覆盖、常态化。

二、组织领导

为依法推进事中事后监管的规范化，落实

监管责任，推进“双随机、一公开”跨部门联合

抽查制度化、规范化，成立三亚市人民政府“双

随机、一公开”跨部门联合抽查工作领导小组。

组 长：周 俊（市政府副市长）

副组长：王 晓（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局长）

成 员：樊 木（市生态环境局局长）

刘万祥（市交通运输局副局长）

马业仲（市农业农村局局长）

陈震旻（市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

局局长）

王国平（市卫生健康委员会主任）

黎觉行（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局长）

高富宅（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局长）

冼国剑（市商务局局长）

张 利（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任）

马育红（市水务局局长）

李 军（市委统战部副部长，分管民族

事务局工作）

“双随机、一公开”跨部门联合抽查工作领

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办公室设在市市场监督管

理局，负责对“双随机、一公开”跨部门联合抽

查工作的宣传发动、组织协调。

三、责任分工

（一）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负责组织开展

一般行业、重点行业（海鲜排档、水果店（摊）、

旅游购物点、婚纱摄影、农资、成品油市场）、

产品质量、食品安全、药品、产品质量、特种

设备、商标、知识产权、价格等领域的执法检

查。

（二）市生态环境局：负责组织开展环境

保护领域相关污染防治及生态保护执法、节能

等领域执法检查。

（三）市交通运输局：负责组织开展交通

运输系统内的公路路政、道路运政、水路运政、

港口行政、工程质量等领域的执法检查。

（四）市农业农村局：负责组织开展兽医

兽药、动物卫生、生猪屠宰、种子、化肥、农

药、农机、农产品质量安全等领域的执法检查。

（五）市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局：负责组

织开展旅游市场、文化、文物、广播电视、体

育市场、科技、档案等领域的执法检查。

（六）市卫生健康委员会：负责组织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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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卫生、人口和计划生育等领域的执法检查。

（七）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负责组织开

展住房城乡建设、园林绿化、物业、房地产、

建筑行业、燃气行业、乡村民宿等领域的执法

检查。

（八）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负责组织开

展自然资源市场监管。

（九）市商务局：负责组织开展会展业、

成品油市场、二手车交易市场、外经外贸、特

许经营等商务领域行政执法工作。

（十）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负责指导政

府指导价和政府定价行业检查。

（十一）市水务局：负责组织水资源、水

务建设工程、供水行业等领域的执法检查。

（十二）市民族事务局：负责指导或组织

开展民族事务方面的执法。

四、主要任务

（一）统筹利用协同监管平台。各单位要

利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部门协同监

管平台—海南），规范计划制定、名单抽取、

结果公示、数据存档等各项抽查检查工作程序，

做到留有痕迹、责任追溯。

完成时限：2019年 12月底前。

（二）制定随机抽查事项清单。各单位要

依照法律、法规、规章规定，负责制定本部门

随机抽查事项清单，明确抽查依据、抽查主体、

抽查内容、抽查方式等。随机抽查事项清单根

据法律法规规章修订情况和工作实际进行动态

调整，并及时通过相关网站和平台向社会公布。

完成时限：2019年 8月 15日前。

（三）建立检查对象名录库。各单位根据

职责分工，按照“谁审批、谁监管、谁主管、谁

监管”的原则，建立健全与本部门职责相对应的

检查对象名录库，避免出现监管真空，从检查

对象名录库（市场主体名录库）中随机抽取检

查对象。

完成时限：2019年 8月 30日前。

（四）建立执法检查人员名录库。按照分

级负责的原则，各单位建立健全具有行政执法

资格的执法检查人员名录库，从执法检查人员

名录库中随机选派执法检查人员。根据检查对

象和执法检查人员变动情况，对其进行动态管

理。

完成时限：2019年 9月 15日前。

（五）制定随机抽查的工作细则并实施抽

查。各单位根据抽查涉及的对象范围，通过公

开、公正的方式从检查对象名录库中随机抽取

检查对象，并根据实际情况随机匹配执法检查

人员，抽查可采取实地核查、网络监测等方式

进行，各单位结合自身实际，制定详细的随机

抽查工作细则，对抽查工作程序、项目、方法

等作出明确规定，合理确定随机抽查的比例和

频次，强化抽查结果运用。

完成时限：2019年 10月底前完成细则制定

并持续推进。

（六）抽查检查结果公示。各单位按照“谁

检查、谁录入、谁公开”的原则，将抽查检查结

果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部门协同

监管平台—海南）进行公示，接受社会监督。

对抽查发现的违法违规行为依法加大惩处力

度，涉嫌犯罪的及时移送司法机关。加快政府

部门之间、上下之间监管信息的互联互通，整

合形成统一的市场监管信息平台，及时公开监

管信息，形成监管合力。建立健全市场主体诚

信档案、失信联合惩戒和黑名单制度，使失信

者一处违规、处处受限。

完成时限：2019年 12月底。

五、工作要求

（一）加强组织领导。各单位要统一思想，

高度重视随机抽查工作，强化事中事后监管。

要建立健全相应工作机制，充实并合理调配一

线执法检查力量，市市场监管局要发挥牵头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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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加强跨部门协同配合，不断提高检查水平，

切实把随机抽查监管落到实处。

（二）严格责任落实。各单位要坚持问题

导向，增强责任意识，尽职尽责，忠于职守，

对未履行、不当履行“双随机、一公开”监管职

责的，要依法依规严肃处理。

（三）强化统筹协调。随机抽查不仅要在

市场监管领域推广，也要在各单位检查工作中

广泛运用，务求随机抽查工作取得实效，为全

市经济社会发展营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

（四）抓好任务落实。各单位要加强执法

队伍建设，大力推广随机抽查，公平、有效、

透明地进行事中事后监管，切实履行法定监管

职责；要制定切实可行的工作方案，抓好工作

落实，并于 2019年 12月 30日前将工作开展情

况报“双随机、一公开”跨部门联合抽查工作领

导小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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죽퇇쫐죋쏱헾뢮죎쏢쏻떥

2019年 7月 12日三亚市人民政府决定：

范振宇同志（原市公安局凤凰机场公安分局局长）的职务名称，随机构变更更改为三亚市公安

局凤凰机场分局局长；

郑小莉同志任三亚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副局长；

陈潇同志任三亚市档案局局长；

李武军同志任三亚市海防办公室主任；

袁文革同志任三亚环境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法定代表人；

陈仕杰同志任三亚城市投资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法定代表人；

崔家炳同志任三亚城市投资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

张宏伟同志任三亚城市投资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蒙朝东同志任三亚城市投资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继续试用至期满），免去其三亚市海

棠湾开发建设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职务；

宁浩宇同志任三亚城市投资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继续试用至期满）；

何万里同志任三亚环境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高元昌同志任三亚环境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陈朝东同志任三亚环境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免去黎小笑同志三亚南新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职务，另有任用。

因机构更名或撤销所涉及以上同志原职务自然免除。

2019年 7月 20日三亚市人民政府决定：

宁浩宇同志任三亚城市投资建设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聘期五年，含试用期一年）；

蒋志敏同志任三亚崖州湾科技城管理局副局长（聘期五年，含试用期一年）；

李兰英同志任三亚市人民政府驻北京联络处主任（试用期一年）；

卢家强同志任三亚市公安局特警（防暴）支队支队长（试用期一年）；

免去丁一鸣同志三亚市公安局副局长职务，另有任用。

2019年 7月 27日三亚市人民政府决定：

杨永红同志任三亚发展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长、法定代表人，免去其三亚市天涯海角旅游发展有

限公司总经理职务；

李南廷同志任三亚市国有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法定代表人；

周壮同志任三亚交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法定代表人，三亚港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钟路同志任三亚农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法定代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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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声同志任三亚崖州湾科技城开发建设有限公司董事长、法定代表人；

童立艳同志任三亚崖州湾科技城开发建设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张景峰同志任三亚崖州湾科技城开发建设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蒋志敏同志任三亚崖州湾科技城开发建设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总会计师；

孙瑜同志任三亚交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免去刘锡安同志三亚发展控股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职务；

免去陈川乐同志三亚市国有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执行董事、法定代表人职务。

因机构更名或撤销所涉及以上同志原职务自然免除。

鲁正兰同志任三亚市海棠湾开发建设有限公司董事长、法定代表人；

劳世豪同志任三亚市公安局技术侦察支队支队长（试用期一年）；

谢昭镇同志任三亚市育才生态区管理委员会副主任（试用期一年）；

朱博阳同志任三亚市育才生态区管理委员会副主任（试用期一年）；

张秀标同志任三亚环境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免去其三亚市水务局副局长职务；

林鹏同志任三亚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免去其三亚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副主任职务；

杨欣同志任三亚市生态环境局副局长（试用期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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죽퇇쫐죋쏱듺뇭듳믡뎣컱캯풱믡죎쏢쏻떥
（2019年 7月 19日市七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一次会议通过）

决定任命：

吴海峰为三亚市人民政府副市长。

决定免去：

李军的三亚市民族事务局局长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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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设置方案
	3.1论证小组根据公共设施名单的信息构成情况确定三亚市公共设施标志建设实施单位。
	3.2实施单位负责编制设置方案。设置方案应至少包括标志信息、尺寸、编号、设置位置、设置总数量、设置范
	3.3论证小组负责组织对设置方案的论证工作，论证小组各成员单位应予以配合协助。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对新编
	3.4论证通过后形成最终设置方案和论证结论，最终设置方案原则上不可修改。在实施过程中，确因客观原因发
	4立项
	实施单位根据最终设置方案及论证结论，申请立项，落实建设工作。
	5工程采购与作业
	5.1实施单位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的有关规定实施工
	5.2为保证工程质量、降低成本支出，工程采购可以根据设计方案分路段或分区域进行，但不得按施工流程拆分
	5.3工程作业中需要协调道路交通、绿化占用、城市建设等其他管理部门时，由实施单位协调组织，重大问题报
	6验收与维护
	6.1验收由出资方组织实施，验收的目的是评价工程质量和验证导向功效。
	6.2验收采取评审形式进行，验收方人员由专家和论证小组成员单位构成。专家由标志方面的标准化专家和标志
	6.3通过验收的标志系统方可投入使用，对于未通过验收的标志系统，实施单位应根据评审形成的意见进行修改
	6.4投入使用后的标志系统，适用性验证周期为3个月，适用性由论证小组确定，如需调整，由实施单位负责实
	6.5实施单位可委托专业机构对标志系统实施维护工作，保证标志的结构安全、信息准确和表面清洁。
	6.6已纳入公共设施标志信息的单位，不得擅自更改标志信息，若发生迁移或名称变更等情况时，或由于市政工
	6.7因树木生长影响公共设施标志使用效果的，实施单位应向园林管理部门提出修剪请求，园林管理部门应兼顾
	7监督
	7.1论证小组监督规划落实及执行进度情况。
	7.2论证小组对在规定的期限内不能完成相应工作任务的相关成员单位进行催办。
	8附则
	8.1本规范在实施过程中遇到的其他问题由论证小组负责解释。
	8.2本规范自发布之日起实施。

	三亚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三亚市开展证明事项告知承诺制试点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
	三府办〔2019〕141号
	各区人民政府，各管委会，市政府各部门：
	《三亚市开展证明事项告知承诺制试点工作实施方案》已经市政府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组织实施。
	2019年7月15日
	（此件主动公开）
	三亚市开展证明事项告知承诺制试点工作实施方案
	持续开展“减证便民”行动是党中央、国务院深入推进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改革的重点工作。开展证明
	一、总体要求
	（一）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坚持以人民为
	（二）基本原则
	坚持问题导向。以更快更方便群众和企业办事创业为导向，聚焦影响群众和企业办事创业的“堵点”“痛点”，进
	坚持高效便捷。优化服务流程，完善服务便民化措施，试点措施要让群众和企业看得见、听得懂、用得上、得便利
	坚持统筹谋划。加强与政务信息资源共享、信用体系建设、政务服务“一网通办”和“证照分离”等改革措施的衔
	坚持平稳有序。以社会普遍关注的领域和服务事项为重点，以点带面，循序渐进，积极稳妥组织试点工作，确保工
	（三）工作目标
	试点单位选取有代表性的证明事项，进行告知承诺制试点，推动形成标准公开、规则公平、预期合理、各负其责、
	二、试点范围
	根据省政府的工作部署，确定我市发展改革委、市公安局、市民政局、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市交通运输局、
	三、试点任务
	本方案所指证明，是指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在依法向行政机关或经法律法规授权的具有管理公共事务职能的组织
	试点单位要按本方案要求，重点做好以下工作：
	（一）确定告知承诺适用对象。除试点单位确定必须实行告知承诺制的证明事项外，申请人可自主选择是否采用告
	（二）规范告知承诺工作流程。试点单位要科学编制证明事项告知承诺工作规程，修改完善办事指南，对实行告知
	（三）加强事中事后核查。试点单位要针对试点证明事项的特点，分类确定核查办法，明确核查时间、核查标准、
	（四）探索失信惩戒模式。探索建立申请人诚信档案和虚假承诺黑名单制度，加强信用社会建设，不断营造守信有
	（五）强化风险防范措范。试点单位要加强行政指导，履行告知和指导义务。对核查难度较大以及社会广泛关注的
	四、试点时间
	我市试点时间从2019年7月至12月中旬，为期半年。各试点单位根据本实施方案，结合实际编制试点事项目
	各试点单位在2019年11月底前对试点工作情况、主要做法和成效、建立的制度和规范、存在的问题和建议等
	五、工作要求
	（一）加强组织领导。各试点单位要高度重视证明事项告知承诺制试点工作，按照本方案确定的原则目标、试点任
	（二）鼓励探索创新。各试点单位要结合本单位实际，积极探索创新工作机制和方式方法，深入推进证明事项告知
	（三）做好考核评估。各试点单位要制定试点工作考核评估办法，加强督促指导，把证明事项告知承诺制工作成效
	附件：试点单位实行证明事项告知承诺制
	的证明事项汇总表
	附件
	试点单位实行证明事项告知承诺制的证明事项汇总表

	三亚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三亚市2019年土壤环境综合治理专项行动工作方案》的通知
	三府办〔2019〕144号
	各区人民政府，育才生态区管委会，市各有关单位：
	《三亚市2019年土壤环境综合治理专项行动工作方案》已经市政府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2019年7月19日
	（此件主动公开）
	三亚市2019年土壤环境综合治理专项行动工作方案
	为确保我市土壤环境质量保持优良，根据《海南省2019年土壤环境综合治理专项行动工作方案》，结合我市实
	一、工作目标
	持续推进土壤污染状况详查，继续完善土壤环境质量监测网络，严格管控土壤环境风险，实施土壤污染治理修复工
	二、工作任务及责任分工
	（一）加强部门协调机制
	1.适时召开市土壤污染防治联席会议，强化《三亚市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实施方案》实施调度管理。（市土壤
	2.本方案各项工作任务牵头单位需制定牵头方案，加强与各相关责任单位沟通协调，认真调度工作任务进展情况
	（二）持续推进土壤污染状况详查
	3.根据农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详查成果，开展我市农用地污染治理工作。（牵头单位：市农业农村局；责任单位：
	4.待重点行业企业用地基础信息调查的风险筛查结果公布后，开展我市中高风险地块的初步采样调查工作。（牵
	（三）实施农用地分类管理
	5.开展耕地土壤环境质量类别划定工作，依法实施分类管理和治理修复，完成省下达的年度土壤PH值高于5的
	6.加大优先保护类农用地保护力度，印发实施我市土壤环境保护方案，方案中应划定优先保护耕地，颁布优先保
	7.继续开展涉镉等重金属重点行业企业排查整治行动，完善污染整治清单。（牵头单位：市生态环境局；责任单
	（四）加强建设用地准入管理
	8.推动建立污染地块联动监管机制，强化部门联动监管。加强土地征收、收回、收购等环节的信息共享，规范污
	9.加强腾退土地污染风险管控，动态更新疑似污染地块名单和污染地块名录。依法要求污染地块土壤污染责任人
	10.建立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和修复名录，对列入名录的地块实行土地用途负面清单和动态管理。（牵头
	11.暂不开发利用或现阶段不具备治理修复条件的污染地块，应划定管控区域，设立标识，发布通告，开展土壤
	（五）实施土壤污染综合防治
	12.重点行业企业新建项目原则上布局在现有工业园区内，禁止在居民区、学校、医疗和养老机构等周边新建此
	13.严格审批排放重金属、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等重点污染物的建设项目，严格执行重金属污染物排放标准并控制
	14.落实历史遗留和已关闭矿山土地复垦的年度任务。开展重点监管尾矿库安全风险评估和历史尾矿库排查，完
	15.更新辖区内的土壤环境重点监管企业名单，定期对重点监管企业开展监督性监测，并与企业签订土壤污染防
	推进大宗固体废物堆存场所调查和整治，建立完善整治清单，制定“一点一策”整治工作方案并完成年度任务。
	16.推行农业清洁生产，继续实施农药化肥减施行动，2019年化学农药使用量减少0.5%，化肥使用量减
	17.整治非正规垃圾填埋场，禁止新增非正规垃圾填埋场。（牵头单位：市住房城乡建设局；责任单位：各区政
	（六）实施土壤污染治理与修复
	18.印发实施土壤污染治理与修复规划，动态更新项目库。（牵头单位：市生态环境局；责任单位：各区政府、
	19.三亚宝齐来医疗废物处置有限公司退役场地土壤污染治理与修复试点项目完成前期工作，进入治理修复工程
	20.加强对风险防控及治理修复项目监管，按季度报送工程进度、项目管理及资金使用情况。（牵头单位：市生
	21.鼓励开展土壤污染防治基础性研究工作，强化科技支撑。加强科技成果应用，引进国内外风险管控及治理修
	三、保障措施
	（一）建立目标考核制度
	根据上级部门制定的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实施情况考核办法，落实相关单位责任，开展重点工作年度考核评估，
	（二）保障资金投入
	财政部门要落实土壤污染防治资金，支持土壤污染治理修复，保障土壤污染状况详查、土壤风险防控和治理修复等
	（三）加强社会监督，开展宣传教育
	定期发布土壤环境质量状况、土壤污染治理与修复情况、建设用地地块土壤环境质量、重点行业企业污染物排放情

	三亚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三亚市土壤环境保护方案》的通知
	三府办〔2019〕145号
	各区人民政府，育才生态区管委会，市各有关单位：
	《三亚市土壤环境保护方案》已经市政府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2019年7月19日
	（此件主动公开）
	（注：《三亚市土壤环境保护方案》详见三亚市人民政府门户网站）

	三亚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2019年市场监管领域全面推行“双随机、一公开”跨部门联合监管实施方
	三府办〔2019〕153号
	《2019年市场监管领域全面推行“双随机、一公开”跨部门联合监管实施方案》已经市政府同意，现印发给你
	2019年7月25日
	（此件主动公开）
	2019年市场监管领域全面推行“双随机、一公开”跨部门联合监管实施方案
	为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根据《国务院关于在市场监管领域全面推行部门联合“双随机、一公开
	一、工作目标
	通过在市场监管领域全面推行“双随机、一公开”跨部门联合监管，增强市场主体信用意识和自我约束力，对守
	二、组织领导
	为依法推进事中事后监管的规范化，落实监管责任，推进“双随机、一公开”跨部门联合抽查制度化、规范化，成
	组长：周俊（市政府副市长）
	副组长：王晓（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局长）
	成员：樊木（市生态环境局局长）
	刘万祥（市交通运输局副局长）
	马业仲（市农业农村局局长）
	陈震旻（市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
	局局长）
	王国平（市卫生健康委员会主任）
	黎觉行（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局长）
	高富宅（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局长）
	冼国剑（市商务局局长）
	张利（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任）
	马育红（市水务局局长）
	李军（市委统战部副部长，分管民族
	事务局工作）
	“双随机、一公开”跨部门联合抽查工作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办公室设在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负责对“双随机、
	三、责任分工
	（一）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负责组织开展一般行业、重点行业（海鲜排档、水果店（摊）、旅游购物点、婚纱摄影
	（二）市生态环境局：负责组织开展环境保护领域相关污染防治及生态保护执法、节能等领域执法检查。
	（三）市交通运输局：负责组织开展交通运输系统内的公路路政、道路运政、水路运政、港口行政、工程质量等领
	（四）市农业农村局：负责组织开展兽医兽药、动物卫生、生猪屠宰、种子、化肥、农药、农机、农产品质量安全
	（五）市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局：负责组织开展旅游市场、文化、文物、广播电视、体育市场、科技、档案等领域
	（六）市卫生健康委员会：负责组织开展公共卫生、人口和计划生育等领域的执法检查。
	（七）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负责组织开展住房城乡建设、园林绿化、物业、房地产、建筑行业、燃气行业、乡村
	（八）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负责组织开展自然资源市场监管。
	（九）市商务局：负责组织开展会展业、成品油市场、二手车交易市场、外经外贸、特许经营等商务领域行政执法
	（十）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负责指导政府指导价和政府定价行业检查。
	（十一）市水务局：负责组织水资源、水务建设工程、供水行业等领域的执法检查。
	（十二）市民族事务局：负责指导或组织开展民族事务方面的执法。
	四、主要任务
	（一）统筹利用协同监管平台。各单位要利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部门协同监管平台—海南），规范计划
	完成时限：2019年12月底前。
	（二）制定随机抽查事项清单。各单位要依照法律、法规、规章规定，负责制定本部门随机抽查事项清单，明确抽
	完成时限：2019年8月15日前。
	（三）建立检查对象名录库。各单位根据职责分工，按照“谁审批、谁监管、谁主管、谁监管”的原则，建立健全
	完成时限：2019年8月30日前。
	（四）建立执法检查人员名录库。按照分级负责的原则，各单位建立健全具有行政执法资格的执法检查人员名录库
	完成时限：2019年9月15日前。
	（五）制定随机抽查的工作细则并实施抽查。各单位根据抽查涉及的对象范围，通过公开、公正的方式从检查对象
	完成时限：2019年10月底前完成细则制定并持续推进。
	（六）抽查检查结果公示。各单位按照“谁检查、谁录入、谁公开”的原则，将抽查检查结果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
	完成时限：2019年12月底。
	五、工作要求
	（一）加强组织领导。各单位要统一思想，高度重视随机抽查工作，强化事中事后监管。要建立健全相应工作机制
	（二）严格责任落实。各单位要坚持问题导向，增强责任意识，尽职尽责，忠于职守，对未履行、不当履行“双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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