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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口房产交易大厅

今起对外办理业务
南国都市报 3 月 19 日讯（记者 党朝峰）
为解决不动产登记排队长、办证难等问
题，进一步优化政务服务环境，向社会提
供更优质、便捷、高效的行政服务，海口
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和海口市国土资源局
联合推出海口市房产交易大厅，并将于 3
月 20 日对外开办业务。

记者了解到，海口市房产交易大厅位
于海口市怡心路 9 号，海口市房屋档案综
合大楼 2 楼。对外服务事项包括：二手房
网签备案及交易过户；新建商品房网签备
案；不动产档案查询、开具证明、房地数
据关联；不动产交易登记业务受理。
目前进驻海口市房产交易大厅单位有

海口市房屋交易与产权管理中心、海口市
不动产登记中心，即将引进税务部门和金
融机构。为提供高效便民服务，配合市政
府服务中心，新大厅将于工作日 8：00 开
始办理业务，同时推出延时服务活动，中
午继续对外受理业务，下午延长下班时
间，方便市民办理业务。

海口今日开通 4 条新公交线路

快来看看有没有经过你家
南国都市报 3 月
19 日讯（记者 王小
畅）19 日，记者从海
口市交通局获悉，为
了优化公交线网结
构，提升海口市公共
交通服务质量和服
务水平，海口市将于
3 月 20 日新开通 4 条
新公交线路，分别为
93 路（龙华总站-永
和花园）、98 路（龙华
总站-海口高铁东
站）、99 路（新埠岛府城）、214 路（白沙
门公园-海甸一东
路）。运用车辆采用
新能源或清洁能源
城市公交车。

99 路（新埠岛-府城）
往：西苑路、新埠桥、白龙北
路、文明中路、和平南路、五指山
路、国兴大道、海府路、琼州大
道、凤翔东路、中山南路。
返：中山南路、凤翔东路、琼
州大道、海府路、国兴路、五指山
路、和平南路、文明东路、白龙北
路、新埠大道。

93 路（龙华总站-永和花园）
往：龙华路、大同路、海秀东路、蓝天路、西沙路、金宇东
路、金垦路、海垦路、滨涯路、美俗路、向荣路、兴海路、港澳大
道、海盛路、长滨路。
返：长滨路、海盛路、港澳大道、兴海路、向荣路、美俗路、
滨涯路、海垦路、金垦路、金宇东路、西沙路、蓝天路、海秀东
路、大同路、龙华路。

214 路（白沙门公园-海甸
一东路）
往：白沙门场站、海甸六东
路、德利路、海甸五西路、人民大
道、海甸东四路、海达路、海甸一
东路。
返：海甸一东路、海达路、海
甸四东路、人民大道、海甸五西
路、
德利路、
海甸六东路、
海兴路

98 路（龙华总站-海口高铁东站）
往：龙华路、大同路、海秀东路、蓝天路、大英山西四路、红
城湖路、龙昆南路、凤翔西路、丁村一横路。
返：丁村一横路、凤翔西路、龙昆南路、红城湖路、大英山
西三路、蓝天路、大同路、龙华路。

电梯内手机没信号
接线反应喜忧参半

南国都市报 3 月 19 日讯 中央电视台
中文国际频道（CCTV－4）大型纪录片《记
住乡愁》节目，将于明晚（3 月 20 号）20：
00，播出《潭门镇：情系“祖宗海”
》，次日中
午 13：30 分重播，敬请收看。

第三十二期脱贫致富
电视夜校今晚开课
南国都市报 3 月 19 日讯（记者 王子
遥）我省脱贫致富电视夜校第三十二期将
于 20 日在海南综合频道 20 点及三沙卫视
20 点 30 分进行播出，同时也可以登录海
南网络广播电视台进行收看。
本期的 《脱贫致富电视夜校》 将围绕
价比金高的树木——沉香展开精彩的一堂
课程。由于澄迈独特的地理环境和气候条
件，造就了澄迈沉香的卓越品质，扬名国
内外。本期节目中，澄迈县加乐镇忠信沉
香种植专业合作社社长王安忠将讲述沉香
产业的方方面面，以及在政府支持下把澄
迈沉香事业发展成了助力当地脱贫的龙头
产业的经历。

海南金盛达首届家装采购节启幕

1500多家国内外品牌入驻
南国都市报 3 月 19 日讯（记者 杨琼
文）18 日上午，海南金盛达家居建材商城
举办首届家装采购节，吸引了大批市民前
往采购和参观。
据了解，在政府的大力扶植和运营团
队的精心策划推动下，项目一期用地 831
亩，建筑面积为 79.59 万平方米，仓储铺面
现已全部出租。目前，该商城已吸引超过
1500 家国内外家居建材品牌入驻投建品
牌旗舰店。其中包括石材区、瓷砖区、洁具
区、五金、机电、水暖区、灯具、门业区、油
漆、涂料、防水区、仓储区等板块。面积为
15 万平方米的美好家居生活广场，旨在打
造全岛最大的时尚家居建材大都会。

移动快速反应和优质服务给予充分肯定和
表扬，请联通、电信向移动学习，正视问
题，查摆原因；联通、电信要下大力气整
改，各单位也都要举一反三；各运营商要
以严实硬的工作作风，关心、解决老百姓
的诉求和倾听人民群众的心声，切实扛起
建设国际化滨江滨海花园城市、实现海口
绿色崛起的责任担当。
中国联通海口分公司总经理梁炎表
示，下一步将提高认识、完善机制，高效
对接 12345 办件，对内部“马上办”加强
考核。中国电信海口分公司总经理韩军表
示，已核实整改，深刻反省，下一步完善
流程，提高办件质量。
对于整改，会议要求认真落实“督办
机制”，直面问题对症下药，强化培训专员
专办，以市民满不满意为方向实行每周反
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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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电梯内手机没信号，遇到意外市民如何
求助？三大运营商的处置结果如下：移动
公司：反映速度非常快，态度非常好，当
天上午已到现场处理，市民非常满意；电
信公司：推诿推责，把办件发到秀英区政
府服务中心、海秀镇政府、居委会，称有
事由物业和他们联系，12345 不能要求他
们；联通公司：要求市民提供联通电话号
码，没有号码无法现场测试。市民问：联
通公司没有联通手机号码吗？联通不回答。
据了解，当日，移动公司到场测试发
现，电梯内手机无信号是附近基站修路搬
迁所致，将重新选址建设基站改善信号。
“请各运营商、铁塔公司从思想上高度
重视 12345 办件，务必提高办件时效和质
量；虽然是测试，但也暴露出一些突出的
问题。”海口市科工信局局长刘立武在会上
提出意见说道，对于以上问题所在，要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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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口 12345 测试办件约谈三大运营商
南国都市报报 3 月 19 日讯（记者 孙春
丽）18 日上午，海口 12345 热线平台通过
一个办件测试三大运营商的快速处置能
力，移动公司快速反应受表扬，电信公
司、联通公司各自存在快速处置迟钝问
题。当晚，12345 热线和海口市科工信局
在市政府服务中心共同约谈三大运营商，
专题整改思进、正视问题、扬长避短，要
求以群众利益为重，保障和服务好 12345
热线作为政府联系市民的桥梁。
据海口市政府服务中心副调研员、
12345 热线分管领导张贤海介绍，3 月 18
日早上，12345 通过一个办件测试三大运
营商的快速处置能力。当时，测试组以市
民反映秀英区富康路 24 号兰海佳园内电梯
内手机没有信号，存在安全隐患，请求到
场处置。
张贤海说，测试的目的在于检测，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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