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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A01版
一方面收集所需证明材料送至提蒙乡便民服务中
心。县农保局立即派人到提蒙乡为20多名老人办
理了新农保。卓怀龙将新农保卡送到老人手中。

陵水下辖11个乡镇、116个村（居）委会，全
县总人口约37万人。2012年，陵水开始建立起
网格化社会服务管理工作体系，现今全县划分
431个网格，配备553名网格员。

陵水社会管理信息指挥中心主任游莉莉介
绍，37万人的诉求，可以通过5种方式向指挥中
心反映：一是网格员；二是拨打电话“96299”；三
是发送短信至“106380096299”；四是通过陵水
社会管理门户网站，实名提交诉求；五是通过微信
平台“LS96299”发送诉求。

“通过社会管理信息指挥中心平台+5种诉求
反映渠道+431个网格里的553名网格员，陵水真
正编织起了一张纵横交错、立体全面的社会管理
网络。”游莉莉说。

至2015年，陵水将在11个乡镇设立便民服
务中心和矛盾纠纷排查调处中心，在116个村
（居）委会设立便民服务站和矛盾纠纷排查调处
站。这意味着镇、村（居）一级能解决的矛盾和问
题，群众就不需要跑到县里。

一个数据库串起便民服务

新村港内，渔排连连。年近五旬的网格员王国
武所在的网格不在陆地上，而是在海湾内的渔排上。

老张家渔排上的狗没拴好，老李家渔排上的电
线老化……在王国武手中的民情日志本上，清楚地
记录着百姓的大小事。553名网格员和所属团队
在网格内巡查和走访，主要从事采集录入人口、房
屋等各类基础信息工作。每一条信息都将传入县
社会管理信息指挥中心平台。截至目前，系统中已
录入28万条人口数据，完成人口录入工作的80%。

与此同时，平台还将县地理信息公共平台资
源、公安、司法、民政、人社、房管等职能部门的基
础信息资源整合到一起，正在形成一个大数据库。

“我们可以通过平台大数据库，了解到哪个镇
出生人口多、哪个村老人多等等情况，政府就能有
的放矢，有针对性地开展服务和管理。”游莉莉向
海南日报记者做了形象的描述。

11月3日-4日在武汉召开的深化平安中国
建设会议和全国综治办工作会议，陵水作为全省
网格化信息化建设首批试点，通过视联网系统向
中央进行网格信息化工作汇报。中央政法委书
记、中央综治委主任孟建柱肯定了陵水网格化建
设取得的成绩。

陵水县长、综治委主任杨文平表示，只有先从
思想观念转变，才能推动社会管理的思路、方法、
手段的转变。陵水将继续坚持以人为本、服务为
先，寓管理于服务之中的理念，切实提高政府服务
管理的能力、质量和水平，并上升为制度规范，形
成长效机制，构建一个和谐幸福的陵水。

（本报椰林12月10日电）

一网织出百姓“贴心衣”

本报海口12月10日讯（记者郭
嘉轩 通讯员周豪 吴灵燕）海南省纪
委日前对省民族研究所正处级干部
（事业编五级管理岗）董小俊涉嫌违纪
问题进行立案审查。

经查，董小俊在担任原海南省民族
宗教事务厅通什总支委书记、省民族研

究所所长助理和省民族研究所正处级
干部期间，违规经商办企业，持有公司
股份并担任公司法定代表人。其行为
已构成违纪。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
分条例》等有关规定，经海南省纪委常
委会审议，决定给予董小俊党内严重警
告和行政降低岗位等级处分。

违规经商办企业

省民族研究所
一处级干部被处分

本报海口12月10日讯（记者梁振
君 通讯员余美君）海南农垦深化医疗卫
生改革开始迈出第一步。省农垦总局近
日向垦区各农场医院印发的《关于海南垦
区农场医院设立独立法人机构的通知》透
露，垦区农场医院将设立独立法人机构，
接下来，农垦总局将针对农场医院分配制
度、人事制度以及农场内部医疗卫生一体
化管理等方面进行改革。

通知要求，垦区各农场医院均要设

立为非营利性质的独立法人机构，农场
医院院长为法定代表人，设独立银行账
户，各农场医院应根据国家卫生和计划
生育委员会《医疗机构管理条例》和《医
疗机构管理条例实施细则》中的相关规
定，向政府原登记机构办理变更登记，并
于2014年12月30日前将变更情况上
报省农垦总局卫生局。

据介绍，医疗卫生体制改革是农垦
改革的重点事项，目前垦区共有82家医

疗机构，出院病人数占全省19.6%。农
场医院普遍存在人才流失、资金困难、医
疗服务水平落后等问题。农场医院设立
独立法人机构后，可实现灵活经营管
理。设立独立法人机构，不仅有利于广
大垦区职工群众在基本公共医疗服务方
面享受到更多实惠，更有利于促进农场
医院发挥自身运营管理机制的灵活性，
吸引人才，留住人才，进一步提升医疗服
务水平。

海南农垦深化医疗卫生改革迈出第一步

垦区农场医院将设独立法人机构

为了全面提
升营连长队伍带
兵打仗能力，12月
7日至18日，海南
预备役师党委组
织全师 100 多名
营连长进行集中
训练。图为营连
长们正在进行战
术训练。
本报记者 金昌波
通讯员 郑晓富 摄

大练兵

本报海口12月10日讯（记者梁振
君 通讯员贺澜起）尽管国家食药监总局
审评技术越来越严、文号获批越来越难，
但海南省药企文号获批趋势平稳回升。
省食药监局今天披露，今年1-10月，我
省药品批准文号获取数为28件，比去年

全年获批数量超出4件。
“公司花了五六年的时间，投入近千

万元研发的抗病毒一类药已基本走完相
关流程，预计将于近日获得国家总局的批
准文号。”今天上午，万特制药（海南）有限
公司董事长翟志瑞透露，尽管经济下行压
力已传导到药企，加上药品集中招标采购
价的下滑，今年公司销售增速有所放缓，
但从长远看，药企发展趋势向好。

除却万特制药，位于洋浦经济开发区

的海南日中天制药有限公司今年1月就拿
到了3个批准文号，拿到批准文号的3个品
种主要分布在小儿用药领域。“新药研发能
力是药企的核心竞争力所在，公司将继续
加大研发力度。”日中天制药公司负责人说。

据介绍，自2007年新版《药品注册
管理办法》实施以来，我国药品注册申报
逐渐趋于理性。2009年-2013年，全国
药品注册受理总量分别为6534、6292、
6954、6919、7592件，其中化学药品受

理量占受理总量的80%以上，中药受理
量呈缓慢下降趋势。

2009-2013年，海南省药品注册受
理数达1316件，在全国居第八位。“2014
年迄今，省食药监局受理的品种中，新药
比例逐年上升，由2011年21.5%上升到
今年的31.8%，反映海南药企研发能力
稳步增强，产品结构也不断调整优化。”
省食药监局药品注册处负责人说。

据了解，截至目前海南共有3052

个药品批准文号，这些文号是海南医药
产业赖以生存的基础。药品生产企业只
有不断研发新品种并获得药品批准文
号、促进产品更新换代，才具有发展潜力
和后劲。日前，海南省食品药品监督管
理局出台《关于印发〈鼓励我省新药研发
若干措施〉的通知》，对药品品种申报采
取色标管理、分类加快等措施，利用有限
的技术资源确保新药能够进入快车道，
加快推进医药产业转型升级。

海南药企研发能力“加码”
前10月药企批准文号获取数超去年总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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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绿色产业为富美乡村建设核心，做特绿色农业、做优绿色产业、做强生态旅游业

绿色产业,撑起琼中幸福田园“半边天”

做特绿色农业

政府引导促农增收
青山脚下，成片桑田连绵起伏，郁郁

葱葱。一条长龙般的观光栈道穿过桑田，
与远处的农舍、观景亭、拱桥、炊烟相映成
趣。在湾岭镇岭脚村村口的一间蚕房里，
村民王巧霞熟练地将蚕架上的蚕茧，一个
个捡出放入竹筐中。王巧霞是岭脚村首
批种桑养蚕尝到“甜头”的农户，自2007
年开始养蚕，积累了丰富的养蚕经验，她
家每年桑蚕收入在5万至6万元左右。

在湾岭镇竹朗村，28间崭新的蚕房伫
立在乡村公园旁，形成一道靓丽的风景
线。湾岭镇干部郑杰文介绍，这些蚕房是
今年县里整合部门和财政资金共120多
万元投入建设的，每间蚕房60平方米。

今年来，琼中依托独特资源和产业优
势，大力扶植富美乡村示范点绿色产业项
目，努力推进农村产业由“输血”向“造血”转
化，在巩固传统产业的基础上，积极引导农
民发展种桑养蚕、养蜂、养山鸡、养泥鳅等新

兴特色产业。据了解，琼中今年种桑养蚕约
达2万亩，新增桑田种植5040亩，预计产鲜
茧110万斤；预计琼中绿橙产量达1.6万吨，
产值9600万元；养蜂5.23万箱，预计蜂蜜
产量78.4万斤，产值达3100多万元。

同时，该县结合去年以来实施的“百村
百社、千人万户”创业致富计划，扶持发展
家庭特色产业、高效生态农业、乡村旅游等
农村经济。目前已打造专业示范村59个，
完善农民专业合作社23家，培养创业致富
带头人605名，带动农户6470户，大大提
高了农民生产的组织化程度和参与市场竞
争能力，有效促进了琼中特色产业发展。

此外，结合“我为农民增收办实事”活动，
该县还通过“以奖代补”方式，每年大手笔投
入资金扶持特色产业，鼓励农户发展益智、铁
皮石斛、养蜂等林下经济，促进农民增收。

做优绿色产业

向组织化规模化发展
按照“龙头企业+基地+合作社+农

户”模式，琼中鼓励龙头企业、专业合作社

建设有特色、有规模、有品质的农产品生
产基地，推动各具特色的绿色产业发展。

在富美乡村建设中，该县湾岭镇大边
村32农户以入股的方式，种植6000棵灵
芝，并成立兴边灵芝合作社；11农户成立
富边养蜂农民专业合作社，养蜂收益10
余万元。此外，该村投入6000余只泥鳅
苗，开始了泥鳅示范养殖。

大边村产业组织化、规模化发展，只
是琼中富美乡村建设的一个缩影。据统
计，目前琼中已注册成立了蜂蜜、灵芝、粽
叶等农民专业合作社274家。

今年来，琼中县委、县政府通过招
商引资，引进海溢水产、金掌农业等泥
鳅养殖企业，成立专业合作社，建立 3
个泥鳅养殖示范基地共280亩；引进牙
挽种鸡场项目，建好三座鸡舍、鸡苗孵
化室、消毒室并投入使用，种鸡场已入
栏种鸡 6000 多只；引进海平达畜牧集
团有限公司，建立琼中白莲鹅综合产业
园，建有原种场、种鹅繁育、饲料生产、
肉鹅养殖、物流销售、农业观光为一体
的综合产业链。

此外，琼中加快一批农业产业化项目建
设步伐，琼中鹅、琼中缫丝厂、铁皮石斛等已
相继开工。通过海南中部绿色产业园区发
展平台，引进入园企业14家，开工11家。

做强生态旅游业

助推“奔格内”乡村旅游
依托独特的黎苗文化、生态资源，琼

中把生态休闲农业发展融入“奔格内”乡
村旅游发展规划中。

上个月，琼中充分利用绿橙成熟季节，
启动“琼中绿橙乡村旅游季”系列活动，以鸭
坡村、金妙郎村、岭脚村、番道村、便文村等
一批富美乡村为景点，结合百花岭风景名胜
区等八大景区为主体的8条“奔格内”旅游
线路，将绿橙采摘、摘桑养蚕、品山兰酒、织
锦苗绣等特色产业体验融入活动中，进一步
推动了“琼中绿橙”等特色产业和“奔格内”
乡村旅游产业的优化升级。

绿橙乡村旅游季活动把农业产业注
入其中，丰富了“奔格内”乡村旅游的内
涵。琼中县旅游委主任邓开扬说：“绿橙
采摘游只是开始，今后将陆续推出以琼中
特色产业为主线的旅游线路。”

在富美乡村产业规划建设中，琼中
因地制宜，结合各试点村庄土地资源、环
境、气候和民族习俗等优势，找准定位，
发展生态休闲特色产业。如长征镇新寨
村，依托营城红云湖农家乐打造休闲观
光农业体验区；湾岭镇竹朗村打造桑田
观光、桑葚采摘特色乡村游的观光路线；
红毛镇共建村打造“白沙起义”红色旅游
胜地等。

茂密的橡胶林，高高
的槟榔树，飘香的糯米香
茶叶……不到方圆3公里
的区域，各种绿色产业把
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营根
镇新丰村团团“抱住”。巩
固传统产业，发展新兴绿
色产业，让这个曾经偏远
落后的小山村，焕发出新
时代的生态文明气息。

村容整洁靓丽，村民
生活富裕，村中一幢幢崭
新的“橡胶楼”、“槟榔楼”、

“蜂蜜楼”、“竹林楼”拔地
而起。2014年，新丰村被
确定为琼中首批实施“富
美乡村”建设的示范点之
一，该村的发展更是“锦上
添花”，全村人均纯收入达
1.5万元。

今年以来，琼中把产
业发展作为富美乡村建设
的核心，坚持实施“产业富
民工程”，做特绿色农业，
做优绿色产业，做强生态
旅游业，在巩固橡胶、槟榔
等传统产业基础上，引导
农民发展“短、平、快”生态
绿色产业。预计 2014 年
全县农村常住居民人均可
支配收入7560元，同比增
长16.7%，前三季度增幅全
省排名第一。

手一挥，料一洒，网一捞，一只只拇指
大的泥鳅在鱼网里跳跃。日前，在琼中黎
族苗族自治县红毛镇共建村泥鳅稻田养殖
示范基地，村民王德育捞起一小网泥鳅，笑
呵呵说：“看看吧，这泥鳅才两个多月，就长
得很光溜了！”

王德育说，在稻田里养殖泥鳅，技术要
求不高，成本低，占用水稻面积少，一田两
用，他家利用1亩水稻田放养了6000多尾
泥鳅。他说如果用心管理，一次收入可在
5000元以上。

水稻田里养泥鳅，王德育只是共建村
产业发展受益人之一。琼中今年推进富美
乡村建设，县委、县政府为该村“量身定制”
泥鳅养殖生态种养新模式，采取公司+基
地+养殖合作社+农户模式，引进海溢水产
科技公司，建立35.4亩的稻田养殖泥鳅示
范基地。目前已投入7万尾泥鳅进行试验
养殖。

共建村是一个革命老区的村庄，地势
以山地为主，自然风光优美，生态保护完
好，在全村282.2亩耕地面积中，水田面积
就占了近半。“共建村单块水田面积小，水
资源丰富，且具备得天独厚生态环境优势，
比较适合泥鳅养殖。”海溢水产科技有限公
司销售经理彭辉说。

据了解，公司提供前期的苗种，免费提
供中间的技术、后期的回收等。企业还同
养殖户签署收购协议，当市场价过低时，企
业按保底价格收购，当市场价高于企业保
底价时，按当日市场价收购，大大降低了农
户的投资风险，以确保农户增收。

目前，琼中分别在红毛镇共建村、营根
镇槟榔园村、长征镇新村建立3个泥鳅养
殖示范基地，泥鳅养殖280亩。

（本版撰稿 小林 黎大辉 秦海灵 王
丽娟 图片均由王丽娟摄）

水稻田间养泥鳅
一田两用双收获

种桑养蚕鼓了岭脚村农民腰包。

琼中生机盎然的桑田。

例说

本报海口12月10日讯（记者侯
小健 杨勇 通讯员孙秀英）淘汰黄标车
和老旧车是污染减排的重要举措，也是
国家下达的硬指标。记者今天从省生
态环境保护厅获悉，我省各有关部门及
各市县联手行动，加快淘汰黄标车，截
至今年11月底，全省已淘汰黄标车和
老旧车25044辆，提前超额完成国家
下达的2014年度黄标车和老旧车淘汰
任务。

国家今年下达我省2万辆黄标车
和老旧车淘汰任务。今年前10个月，

我省淘汰黄标车及老旧车辆进度远远
落后于全国平均速度。自10月以来，
我省环保、公安、商务、财政等部门加强
协调，加大黄标车及老旧车辆淘汰推进
力度。截至10月底，全省淘汰黄标车
和老旧车15252辆，完成率为76.26%。

为扭转我省淘汰黄标车和老旧车
的被动局面，省生态环境保护厅会同省
公安厅采取相关举措，包括对已达到强
制报废标准、逾期未办理注销登记手续
的黄标车，实行强制注销；严格把好登
记源头关等。

2.5万多辆黄标车老旧车
集体“下岗”
我省提前超额完成国家下达任务

创新海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