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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口盐灶廉租房小
区兴建以后" 门口遗留下长""#

多米#宽$%&米凹凸不平道路$ 一
直以来"给小区住户和周边群众
带来极大不便$ "'日"海口龙华
区委副书记%区长符革做客&椰
城纠风热线'得知情况后"要求
该区住建局尽快启动改造$

据龙华区滨海街道盐灶三
社区居委会的陈主任介绍"小区
内住有()*户共"+++多名群众$

自)++'年住户入住盐灶廉租房
小区以来"小区门口就有一段凹
凸不平的道路"到下雨天就有泥
泞"行走起来非常不便$ 小区居
住有残疾人"道路不平"他们乘
坐轮椅进出小区"都非常困难$

按照龙华区委副书记%区
长符革的要求" 该区住建局负
责人表示" 将立即启动该处道
路硬化相关工作" 并投入大概
)&万元资金" 争取在半个月左
右建设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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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看着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过去
了"申请的土地权属变更登记仍没办结"

陈先生心急火燎就反复去找临高县国土
环境资源局地籍股的负责人了解情况"

但都没有一个明确的答复$

(我不知道找了他们多少次" 催了多
少回"可还是没有结果"不知道哪个地方
出了问题$)陈先生不解地说"办一个普通
的土地使用证过户手续竟然这么难"这有

点出乎他的意料"跑到最后"他都心灰意
冷了" 并曾要求国土部门退还他所缴纳"

万多元税费"可没有如愿$现在省委%省政
府正在开展整治(庸懒散贪)行动"临高县
政务中心这样的办事效率就像乌龟走路
的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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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难让群众满意+

今年$月)+日"陈先生办证的事情才
有了点进展+ 在陈先生的反复追问下"临
高县国土环境资源局地籍股一个工作人

员详细了解了陈先生的材料后表示"陈
先生还需要补充一份邻居的(指界书)就
可以办结了+ $月)(日"县国土资源局派
人到陈先生申请变更权属的土地上"与
陈先生的邻居完成了现场指界程序+ 至
此"等了&个月"陈先生本以为很快就可
以办好证了+ 可从$月)(日完成指界程序
到"+月"'日又过去两周了" 他的过户手
续仍然没有办结+

临高县国土环境资源局地
籍股负责人表示" 地籍股仅有两
个工作人员" 要承担全县的发证
登记" 其中一个要经常下乡测量
建档" 另外一个还要从事征地工
作"有时难免顾不过来+

"+月"'日" 临高县政务中心

国土窗口办事人员张余成接受采
访时表示"陈先生办证的材料已
交齐"相关程序已走完"现就等
分管国土的王副县长签字就好
了+ 可王副县长出差在外"不知
道什么时候回来+ 最后表示"他
们会尽快办结这个手续的+

VWXYZ[\]^_`0ab!cBdefg!"hZijkl!`m(WJnoip"""

q#.[C!rs"iItuv

!!"

!

#

"

$%&'()*+",-./0123&4"56789:"

#$

;"<=

>0?@

!

AB#4"?CDEF"#>G$HI"JK+LMNOPQRSTU+VW

%XY&SV'Z[\]^_`ab( )

%$

#

%&

$"cdef>ghijklm)*L^+

nopqrstu?CDE"ghigvw+xyz{|}~(

!本报记者 () ()"*

iW[\_`0!fg!%hipowx

据陈先生介绍"今年&月*日"临城镇
的李某将位于临城镇南桥一块面积"**

平方米的住宅用地转让给了他+ 双方签
了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书+ 今年&月$日"

陈先生在临高县政务服务中心国土环境
资源局窗口申请办理土地权属变更登
记" 并按窗口工作人员的要求提供了相
关材料+ 当时"政务中心给陈先生开具的

受理通知单上承诺的办理时限是)+个工
作日+ 在办理土地权属变更登记期间"陈
先生按规定向临高县土地交易与评估测
绘中心# 临高县国土环境资源局申请完
成了土地交易测绘#评估#土地使用权转
让价格意见等手续" 并缴了税及各种费
用约"-&万元+

记者在陈先生提供的 (临高县政务

服务中心受理通知单)看到"通知单上写
的(受理时间是,)+")年&月$日"承诺时
限是,)+")年.月.日)+

可让陈先生郁闷的是" 过了承诺的
)+个工作日后" 他并没有收到政务中心
国土窗口的回信" 于是就到窗口去询问
究竟" 可办事人员给他的回复是 (正在
办)"也没告诉他个所以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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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以来"海口市龙华区城西
镇头铺村内无一个像样的公厕"群众
晚上户外活动" 不少选择 (就地解
决)+ "'日"海口龙华区委副书记#区
长符革做客&椰城纠风热线'得知情
况后"当天前往头铺村察看"并拍板
建设一所标准化的公厕" 解决村内
'+++居民如厕难问题+

头村铺一名姓苏的村干部介绍"

整个村本地人口和外来人口大概有
'+++人左右+ 多年来"村内广场均没
有建设公厕+ 平时每当晚上"不少群
众纷纷从家中来到广场跳舞" 散步"

打球+ 让群众感到不方便的是"上厕
所却找不着公厕+ 有的群众图方便"

就选择(就地解决)+ (由于资金的问
题"村里想建设也没有办法+ )这名村

干部说"村民最大的心愿就是希望政
府能帮助建设一座公厕+

经现场察看后" 符革现场拍板"

要求龙华区环卫局尽快在该处建设
一座公厕"所有程序必须规范#从简"

建设资金由区里安排+该区环卫局有
关负责人表示" 将在(个月内建设一
座标准化的公厕"并配备专门的环卫
工人负责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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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习生 ,-.

*"'日记者从省教
育厅获悉" 教育部办公厅已经下达

)+"(年少数民族高层骨干人才研究

生招生计划+报考硕士研究生报名时

间为)+")年"+月".日至"+月)(日"报

考博士研究生报名时间可延长至考

试前一个月!

/01

*+

少数民族高层次骨干人才研究

生招生计划为国家定向培养专项招

生计划")+"(年计划招生&+++人"其

中博士研究生"+++人# 硕士研究生

*+++人"符合条件的招生单位可招收

不超过"+/的汉族考生+

据了解"目前全国有很多名校在

海南省安排有(少数民族高层次骨干

人才计划)" 其中硕士招生计划为("

人+

汉族考生限定为本计划生源范

围内的在职人员和民族自治地方的

非在职人员"根据规定"我省民族自

治地方为昌江黎族自治县#陵水黎族

自治县#白沙黎族自治县#保亭黎族

苗族自治县# 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

乐东黎族自治县.个自治县"三亚市#

东方市#五指山市享受民族自治地方

的各项优惠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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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项目招硕士研究生的报考
条件,要承诺毕业后回定向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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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业+ 其中"在职考生回原单位-

非在职考生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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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回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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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业+

考生的学历必须符合下列条件

之一,国家承认学历的应届本科毕业

生-具有国家承认的大学本科毕业学

历的人员-获得国家承认的高职高专

毕业学历后满)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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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年以上"

达到与大学本科毕业生同等学力"且

符合招生单位根据本单位的培养目

标对考生提出的具体业务要求的人

员-国家承认学历的本科结业生和成

人高校应届本科毕业生"按本科毕业

生同等学力身份报考- 已获硕士#博

士学位的人员+年龄一般不超过*+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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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项目招博士研究生报考条
件,保证毕业后按定向协议到定向单
位或地区就业- 已获硕士学位的人
员#应届硕士毕业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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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获得学

士学位.年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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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达到与硕
士毕业生同等学力的人员-年龄一般
不超过*&周岁 !"$.'年2月("日以后
出生者*- 身体状况符合国家规定的
体检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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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生须到海南省教育厅网站下
载打印&报考)#"(年少数民族高层次
骨干人才计划硕士3博士1研究生考生
登记表'"一式三份"如实#准确地填
写登记表-)+"(年应届毕业生携带学
校教务处证明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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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口本#身份证#学生证原件以及复
印件各一份-在职考生#往届毕业生
携带毕业证#户口本#身份证原件以
及复印件各一份+在职考生须由工作
单位在&考生登记表'上加盖公章+

海南生源考生不在海南参加考
试的"凭海南教育厅高等教育处盖章
的(登记表)"到相应的省级教育管理
部门领取校验码后网上报名-外省生
源考生预在海南参加考试者需先去
生源地省份报名登记"前往海南省考
试局普招处凭登记表领取报名效验
码后在网上报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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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日上午" 海南国际旅
游岛先行试验区国家税务局正式
挂牌成立+ 海南省国税局党组书
记#局长林明鹊和先行试验区管委
会副主任杜伟一同为海南国际旅
游岛先行试验区国家税务局揭牌+

据介绍"先行试验区国家税务
局的成立是海南省国税局贯彻落
实省委省政府建设先行试验区决
策部署#服务海南国际旅游岛建设
的一项重大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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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从海南省国税局获悉"

海南国税组织开发了户籍核查管
理信息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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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k'

*"在文昌市#琼海市国税局
成功试点运行后"于)+")年"+月"&

日在全省推行+

据介绍" 户籍核查系统主要有
四个功能4即#登记核定核实功能-

户籍巡查功能-户籍检查功能-统计
监控功能+ 有利于各级机关对所管
辖的区局#分局#税收管理员其执行
户籍核查的情况进行统计监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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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丹青赋' 周盛荣!

伍载阳国画艺术展将于"+月"$

日在省博物馆开展" 届时将共
展出周盛荣和伍载阳的百来幅
画作+ 两位艺术家在接受记者
采访时表示" 此次选择在海南
办联展" 主要目的是学习和交
流" 寻找知音+

据悉" 展出时间是)+")年
"+月"$日至)*日+ 本次画展是
由海南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海南省文化广电出版体育厅
主办" 海南省美术家协会#海
南省书画院协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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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获悉"海南国际旅游岛
首届高尔夫假日嘉年华活动开幕
式暨中信台达高尔夫)+周年纪念
活动昨日在海口台达高尔夫球会
举行"省内".家高尔夫球会的总经
理向海内外高球爱好者发出来海
南打球的最诚挚邀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