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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
访■ 本报记者 易宗平 侯小健

特约记者 谢振安

“儋州投资项目‘百日大会战’目标
明确，新开工项目49个，要加快推进在
建项目，确保一批项目如期竣工，促成
一批重点招商项目按计划落地或完成
注册。目标已定，关键是抓紧抓实。”儋
州市委副书记、市长张耕如是说。

围绕以上目标，怎样才能加快重点
项目建设步伐？张耕强调，要多措并
举，大力推进：一是加强领导，明确分
工。在投资项目“百日大会战”领导小
组统一部署下，项目资金投向、项目推

进、项目“打违”、项目清表拆迁等小组
要大胆开展工作；二是层层传导压力，
落实领导、单位、业主责任。建立市长
汇报制度、定期通报制度、定期督查制
度，对未能在限期内解决的，市政府将
发督办函。第一次发督办函的要在规定
时间内办结，第二次发督办函的要对不
能解决的问题进行说明，第三次发督办

函的则进行问责；三是推动审批大提
速。建立项目业主培训、限时审批、联合
审批协调机制，确保审批事项落实到位；
四是坚持问题导向，倒逼项目建设。经
过疏理，项目建设中存在102个问题，其
中涉及用地、征地清表、迁坟方面的有33
个。要加大力度，啃下这些“硬骨头”。

深入多个重点项目工地查督办施工

进展情况的张耕指出：“到重点项目建
设现场办公，就是为了解决实际问题。”

他相信，随着一个个问题的逐步化
解，儋州的发展很有希望，将为地级市
儋州早日建成辐射西部、服务全省的西
部中心城市作出积极贡献。

在打好投资项目“百日大会战”的
同时，张耕提出，要在完成2015年重点

项目建设任务基础上，提前安排2016年
的预算，把项目前期工作往前赶，滚动
推进，争取主动。

立足当前，着眼长远。张耕表示，
儋州项目建设还要对接“四个依托”：依
托海南唯一的全国新型城镇化试点平
台，不断完善基础设施，加快环境改造；依
托大项目建设，构建产业关联度高的项目
群；依托儋州热作两院、农垦、洋浦经济开
发区等科技力量，引进具有比较优势的
科技项目，努力把科技成果转化为项目
建设成果；依托儋州本地资源和区位优
势，发展具有独特竞争力和吸引力的优势
产业。 （本报那大10月11日电）

儋州市委副书记、市长张耕：

啃下“硬骨头”对接“新依托”

特写

决胜决胜 全力以赴打好
投资项目百日大会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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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侯小健 易宗平
特约记者 谢振安

北部湾畔浪潮涌，琼西重镇战鼓擂。
9月20日，儋州市第二看守所项目

开始施工；9月22日，那大城区供水管网
改扩建工程初步设计通过专家评审；9月
23日，儋州市急救中心项目开工……

这一系列动作表明：儋州市推进项
目建设正快马加鞭。

借助投资项目“百日大会战”东风，
儋州市正凝心聚力，开足马力助推项
目，全市项目建设正演绎“加速度”。

争分夺秒 力保项目加速跑

每当夜幕降临，儋州市政府办公楼
二楼西会议室时常灯火通明。

投资项目“百日大会战”启幕，儋州
市发出了助推项目“冲刺令”，启动了

“5+2”、“白+黑”工作模式。
“从投资项目‘百日大会战’启动以

来，晚上开市长办公会已成常态，议题
就是研究推进项目措施。”儋州市政府
秘书长肖发宣说。

紧盯督办，是该市推进项目的一大
“法宝”。动员会当天，儋州市政府就明

确了项目责任分工，每个项目都有市领
导、部门负责人紧盯。

“市长坚持每周两次下重点项目建
设工地现场办公，责任市领导每3天召
开一次项目建设协调会，大家的弦都绷
得紧紧的。”肖发宣说。

从9月21日起，儋州市领导及有关
部门负责人手机微信新添加了“百日会
战微信群”。

微信群开通后，项目业主通过微信
平台反映项目推进存在哪些问题，市领
导立即批示，有关部门立马跟进。

当好“保姆”服务企业强信心

“儋州市政务服务中心办事效率
高，服务周到，有良好的投资环境，我们
企业投资信心足。”儋州豪德森达开发

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李晓璐感慨道。
李晓璐告诉记者，近日她到儋州市

政务中心办理那大城区一土地证，审批
办特开辟“绿色通道”，从受理到领证仅
用了两个工作日。

“当好企业‘保姆’，为其提供贴心
服务，就是让企业增强投资信心。”儋州
市政务服务中心主任赵民乐说。

项目审批是项目落地的前提。赵

民乐说，为确保更多项目落地儋州，该
市政务服务中心不断优化审批流程，提
高审批效率；推行重点项目“绿色通道”
服务机制，建设工程项目实行立项、供
地等五阶段并联审批，同步办理等。

做大产业 助力发展添后劲

在那大城北新区，大规模的夏日国际
商业广场、儋州鼎尚时代广场悄然崛起。
这些城市综合体，将引领儋州商业、商务、
居住大步发展，形成完整的产业链。

“项目是加快儋州社会经济发展的
关键抓手，通过抓项目、保投资、稳增
长，增添发展后劲，推动儋州经济转型
升级。”儋州市委副书记、市长张耕说。

张耕表示，一方面，儋州要加快推进
在建的重点项目建设，另一方面，立足于

“一市双城三大功能区”战略定位和布局，
以新型城镇化试点和“多规合一”为契
机，以省政府确定的12大产业为导向，
依托儋州优势，设法策划一批大项目、好
项目，重点发展互联网产业、农产品加工
等优势产业，推进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公
共服务配套建设，积极培育新的增长点，
以实现全市经济跨越式发展，谱写儋州美
丽篇章。 （本报那大10月11日电）

发出助推项目“冲刺令”、创新方式紧盯督办优化服务

儋州项目建设演绎“激情与速度”
■ 本报记者 易宗平 侯小健 特约记者 谢振安

“轰隆隆——”还没进入工地，就听见机器的
鸣叫声。10月8日，记者在儋州市怡心花园保障
性住房二期工地采访时，顿时感受到这里热火朝
天的氛围。据了解，国庆黄金周期间，这里一直在
紧张有序地施工。

在工地，只见一台台挖掘机来回作业，伸出长
长的铁臂，将建筑垃圾归堆；一辆辆工程车鱼贯而
入，运来各种建筑材料，卸货后依次驶出工地；一
个个头戴钢盔、身系安全绳的工人，在“长”高了的
楼房外层施工，那忙碌的身影在大厦和蓝天背景
下定格。

“怡心花园二期项目是跨年度重点工程，总投
资4.43亿元，总建筑面积35.38万平方米。我们
的工程队2013年12月进场，2014年3月正式动
工。”金中天集团建设有限公司项目副经理杨来潮
告诉记者。

据了解，此项目拟建保障性住房2684套，其
中公租房894套、廉租房330套、安置房142套、
经济适用房1318套。

目前，廉租房今年10月20日前竣工，并组织
验收；公租房完成工程量92%，今年10月底可望
完工；安置房已封顶，完成工程量60%，今年12月
可完工；经济适用房已完成工程量80%，将于
2016年5月完工。

怡心花园二期工程是儋州保障性住房项目建
设的一道缩影。该市住建局汇总数据显示：截至
2014年12月31日，省下达儋州各类保障性住房
建设任务为15746套，该市实施建设保障性住房
项目18715套，已建成13811套，在建4904套，建
筑总面积168.92万平方米，总投资37.12亿元。
2015年，儋州保障性住房项目计划投资4.6亿元，
1月至9月，完成投资超过4.35亿元，完成投资率
95%。

已入住怡心花园保障性住房一期，并在物业
上班的残疾人陈一养激动地说：“国家政策好，我
们生活得很舒心！”

“儋州市委市政府大力建设保障性住房，这种
为老百姓办实事的执政理念，令人赞赏和佩服！”
看着工地上的繁忙景象，杨来潮感慨地说，“我们
要‘像建设自己家一样建好保障性住房’，保质保
量地搞好工程建设。” （本报那大10月11日电）

儋州保障性住房前9月完成投资率95%

保质保量构筑
百姓“安居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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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彭青林）省政府办公
厅日前印发《关于厉行节约未雨绸缪严
格控制各类新增财政支出的通知》（下
简称《通知》），要求全省各级在经济下
行压力增大的背景下严控各类新增财
政支出，大力压缩经常性人员支出和一
般性项目支出，把更多财力用在减轻市
场负担激发市场活力，确保基础设施建
设、产业发展和民生改善上。

《通知》要求，各级各部门在今年预
算执行和编制明年预算时，必须把“保
工资、保运转、保稳定”放在首要位置，
严格控制经常性人员支出和一般性项
目支出。同时要大力盘活和整合财政
存量资金，避免财政资金的闲置浪费。

《通知》指出，各级各部门要从自身
做起，坚守“三公”经费预算总量零增长
的底线，杜绝奢侈浪费。一是一律不得

安排楼堂馆所建设资金；二是严格控制
会议、培训规模，压缩各类庆典、研讨
会、论坛和评比表彰活动，减少不必要
的文件、书籍印刷；三是办公支出能省
则省、能少则少，努力节约每一张纸、每
一度电、每一滴水。

在2016年公用经费预算安排上，
《通知》要求，各市县要在2015年预算安
排的基础上，结合本地经济社会发展实

际进一步压缩。要将预算安排与预算
执行情况、绩效评价情况挂钩，坚决压
缩执行进度缓慢、绩效不高的一般性项
目，将财政资金用在刀刃上，切实提高
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益。

对民生支出，《通知》强调，民生保
障必须按照“保基本、全覆盖、可持续”
的原则，全省“一盘棋”，科学合理确定
标准和范围。对新农合和城镇居民医

疗保险财政补助标准和待遇支付标
准、城乡低保标准、物价补贴等各类民
生保障政策提标扩面的，必须报省政
府审批。

省财政厅有关负责人表示，将在今
年底前对贯彻执行情况进行检查，加强
监督。对违反规定的，根据有关规定追
究相关部门和人员的责任，并对违规市
县扣减转移支付资金。

厉行节约过“紧日子”，确保重大基础设施和民生投入

我省严控各类新增财政支出
本报文城10月11日电（记者蔡倩 通讯员

潘高）今天，文昌市在翁田镇召开绿化宝岛大行动
暨灾后生态恢复工作现场会，开展义务植树活
动。据了解，自2011年以来，该市共落实资金
1.93亿元，累计完成造林14.7万亩，已超额近1倍
完成省下达的任务。

去年，受风灾影响，文昌市林木受灾60万亩，
严重受损20万亩，林业直接经济损失9.6亿元。
灾后，文昌及时启动了生态恢复工作，已完成灾后
恢复造林10.3万亩。

文昌 |
灾后恢复造林10.3万亩

本报椰林10月11日电（记者程范淦 通讯
员李若希）今天，陵水黎族自治县开展秋季义务植
树活动，全县干部职工放弃周末休息时间开展义
务植树，当天共种下6万株苗木。

“我们的要把退果还林试点工作和绿化宝
岛工作更扎实地推进，让绿来为我们GDP插上
翅膀。”陵水县县长杨文平介绍说。

据悉，从2011年至今，陵水已完成植树造林
面积39218亩，超额完成省下达的35000亩植树
造林面积，实现全县森林覆盖率60.3%。

陵水 |
干部职工周末忙植树

本报石碌10月11日电（记者张靖超 特约
记者陈家贞 通讯员黄宾虹）今天上午，昌江黎族
自治县开展2015年“绿化宝岛”植树活动，共种植
树苗560株。

据了解，该县将“绿化宝岛”大行动列入了全
县经济社会发展大局中来谋划，把全县16条乡村
公路进行造林绿化43.5公里，种植12087株各类
绿化大苗，打造成具有昌江特色的“一路一景”的
通道绿化工程等。同时，免费给群众发放果树、花
梨、沉香等珍贵苗木，实行“谁造林，谁收益”原则，
激发农民造林热情。

据统计，从2011年至2015年，该县共投入资
金约20000万元，累计造林约7.91万亩，完成5年
造林任务的98.89%。

昌江 |
免费发苗激发造林热厨房明亮、餐厅整洁……海口传统老字号“隆仔鸡饭店”，一改过去占道经营、拥挤、脏乱的

状况。在海口“双创”工作中，政府规范和提倡标准化运营。不少“老字号”餐厅转变观念，自觉进
店经营，用心改善就餐环境。 文/本报记者 李佳飞 实习生 冯定辉 图/本报记者 张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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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海口“双创”

本报海口 10月 11日讯 （记者
单憬岗 孙慧）今天召开的海口市“双
创”工作领导小组第九次全会透露，
自7月31日召开“双创”动员大会以
来，经过两个月的努力，海口双创成
效明显，将于10月底11月初和年底
分别迎来中央文明办和省爱卫办的
首次测评考核。

当前，海口“双创”工作取得的成
果已凸显，得到省委、省政府的充分肯
定和社会赞赏。

据了解，海口“创文”共需经过中
央文明办的三次测评考核，2015、
2016、2017三个年份考核的分值比
重分别占总分数的 20%、30%和
50%；创建国家卫生城市只需通过全

国爱卫办的一次测评考核。
省委常委、海口市委书记孙新阳

表示，两个多月来海口“双创”取得阶
段性成果。接下来，各级各部门要对
照测评体系，下功夫解决“双创”的问
题和难点，全力以赴做好首次“国考”，
尽最大努力拿到“初考”高分，为全面
迎检打下良好基础。

海口“双创”将首迎“国考”

本报海口10月11日讯（记者
邓海宁 通讯员王南）记者11日从
海口市交通港航综合执法支队获
悉，结合海口交通乱象治理的部
署要求，该支队将继续加大“电
摩”（非法营运的电动车）的整治
力度，电动自行车非法载客营运
被查实后，一律按照上限处以
2000元罚款。

电动自行车一直是交通事故高
危群体，而电动自行车非法载客更
是严重扰乱了海口正常交通运营秩
序。为此，海口持续加大“电摩”的
查处力度，为市民提供安全的出行
环境。据统计，自今年召开“双创”
动员大会以来，该执法支队共出动
执法人员8000多人次，查处各类违
规案件1463宗，其中“黑车”86辆，
电动自行车非法载客营运779辆，
异地出租车违规营运89辆，其他
509件。

“电摩”司机往往盘踞在车站、
码头、医院等人流量密集的场所，非
法营运行为经常持续到深夜。参与
非法载客营运的电动车司机往往为
了多拉客多赚钱，无视交通法规，乱
开乱窜，不仅严重影响到道路交通
秩序，还对乘坐者的生命安全造成
重大威胁。

电动车非法营运
将顶格处罚2000元

◀上接A01版
责任单位、项目业主，做到责任到人，每
个项目均有人盯，凝聚助推项目合力。

眼下，全市上下铆足干劲，发扬“5+
2”、“白+黑”的实干精神助推项目建设，
那大城区供水管网改扩建工程等一批项
目前期工作正加紧推进，有望近期开
工。正在外地学习的市委书记严朝君，
多次电话听取项目进展情况汇报，并亲
自协调解决存在的问题。

“我们将严格按‘三制’（责任制、督
查督办制和问责制）推进项目建设，千方
百计完成今年年度投资计划，打赢投资
项目‘百日大会战’攻坚战。”张耕表示。

儋州年内新开工
项目49个

◀上接A01版
9月初，总投资额100亿元的三亚

恒大国际医疗中心项目正式落户海棠
湾。在该项目中，三亚、恒大集团将联手
美国哈佛医学院及其附属医院，共同打
造世界顶级高端国际合作医院。

据业内人士介绍，在配套设施保障
上，购房者最为看重的就是医疗保障，而
这恰恰是三亚的优势所在，并将变得越
来越好。如今三亚不仅医疗体系完善，
并且拥有越来越多的高水平医院。

“这些一是提升了三亚地产的综合
品质，二是让买房者住得舒心，这是吸引
岛外人士购房的重要因素。”刘树国说。

好环境好房子
聚拢高人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