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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引进大企业、大项目，还是
引导普通群众创业，都已成为儋州发
展的新引擎。儋州市市长朱洪武说：

“良好的环境，是保持经济社会持续健
康发展的根本要求。儋州将进一步加
强政府自身建设，优化发展软硬环境，
提升服务水平和能力。”

正是秉承这样的理念，良好投资
环境让儋州加速发展。

硬环境更硬。
为给万洋高速在儋州那大镇交汇

处创造良好环境，儋州市委、市政府推
进雅拉河大道和路网工程项目，并加

快建设该高速路两侧的银河公园和云
月湖景区，总投资达13.37亿元。如
今，该交汇处已成为商家抢滩热点。
总投资20亿元的“广物雅拉湖畔”项
目已经落地实施。

据儋州市政府统计：“十二五”期
间，儋州城市基础设施累计投入
210.38亿元，其中那大城区由2012年
的28平方公里扩大到现在的35.39平
方公里。2016年来，儋州筹资28.04

亿元建设城镇主要基础设施，推进国
家新型城镇化综合试点改革；围绕十
二大产业谋划项目，投入市级资金
48.42亿元支持产业结构调整。

软环境更软。
儋州市财政局有关负责人介绍，近

年来，儋州市每年划拨财政贴息上千万
元，撬动3亿元左右的社会投资发展特
色种养业。从2015年11月开始，儋州
开放创业担保贷款，最高可贷款100万

元，且在两年期限内，由财政按同期贷
款基准利率的50%予以贴息。

儋州出台优惠举措扶持新型产业：
对国内外知名互联网企业总部整体迁
入儋州，或在儋州设立区域性总部、独
立核算的分支机构，除享受省政府有关
优惠政策外，市政府一次性给予500万
元的落户奖励。

在“一对一”服务海花岛这样的重
点项目同时，2015年11月20日，儋州
政务服务中心鼎尚互联网产业城分中
心挂牌成立，这是该市首个政务服务前
置办公场所。 （本报那大5月8日电）

“十二五”期间，儋州新
增私营企业 3055 家、
个体工商户 13195户

2016年，儋州地区生产总值达
258.78 亿元，比上年增长 7.7%，
经济总量跃居全省第三

2017年1月至4月，全市 118
个重点项目完成投资58.14亿
元，同比增长40.8%

从市场主体看｛ 从项目投资看｛ 从全省角度看｛

第一书记是个“多面手”

“韩书记，我摔伤了……”今年1
月21日，韩超接到村民陈辉多急促的
电话。原来，陈辉多在盖房时不慎跌
倒，造成腿脚部位骨折。韩超及时驾
车赶到陈家，将陈辉多送到儋州市农
垦医院救治。

事实上，只要有村民需要出村就
医，韩超得知后都会驾车送其去医
院。不少村民亲切地说，韩超的车是
我们村里的“救护车”。

韩超是省财政厅国库支付局干
部，2016年被选派到儋州市雅星镇合
罗村，担任村党支部第一书记。该村
有860户3700多人，其中贫困户305
户1470人。没用多长时间，韩超便同
村民熟识，村民们有问题，都会第一时
间想起找他。

千年古榕撑起巨盖似的枝叶，掩
映着合罗村里的金川小学。今年开学
后，该校多了一位教英语的“代课教
师”。4月1日下午，这位身材魁梧的
教师来到三年级教室，在黑板上写了
一组单词：“apple，bus…”这是韩超
在给孩子们上英语复习课。

金川小学校长黄可安告诉记者，
由于种种原因该校长期未开设英语

课。有着海南大学硕士研究生学历
的韩超，利用自己的学识进行“教育
扶贫”，主动要求免费担任该校代课
教师，每周抽时间给学生上英语课。

特色产业助贫困户
鼓起“腰包”

一只只毛茸茸的的小精灵翘着长
长的胡子，十足的“萌萌哒”。这是合
罗村的豚狸，是一种集野味、滋补、宠
物于一体的珍贵草食动物。韩超与村

“两委”引导成立了儋州星合豚狸养殖
农民专业合作社，吸纳贫困户社员参

与养殖。
该合作社理事长何运方说，2016

年底，合作社社员、贫困户陈冠启、何运
瑞，依靠豚狸产业分红和桑蚕等产业脱
贫致富。目前该合作社有豚狸3000多
只；社员由5户扩大到15户，其中一半
为贫困户。

韩超介绍，为了夯实产业发展的基
础设施，2016年，合罗村争取到省市扶
贫资金800万元，拓宽和硬化了入村路、
入户路、环村路，并对部分贫困户危旧
住房、村容村貌进行改造；今年计划追
加整合600万元，进一步扶持贫困户。

“如果不是党委政府帮扶，我们一

辈子都可能住不上新房！”合罗村贫困
户孙美念感慨地说。

韩超满怀信心地说，合罗村还将积
极引进文昌鸡、罗牛山现代养猪、省农科
院现代农业示范园等项目，推进循环农
业和观光农业，带动贫困户依靠特色产
业持续增收。

“用制度管人管事很公平”

曾经，合罗村一些村干部中午有饮
酒的习惯，常常醉酒后，在会议或活动
中迟到甚至缺席。韩超与村“两委”商
讨后，制定“限酒令”，即下午有工作任
务，不得饮酒。

与此相对应的是“合罗村集体活动
纪律”，规定“迟到一次向大家说明原因
并道歉”“迟到两次提交书面检查并当众
朗读”“迟到三次打扫村委会及门前小广
场卫生一次”“迟到三次以上向镇委组织
委员通报”，而对“连续五次准时到场者
奖励日用品一件”。韩超还倡导，在村干
部或与村民之间建立“亲清”关系。

韩超带头执行制度，村里的活动，
总是提前到场。他在村民家搭伙，坚
持自己出伙食费。合罗村路千村小组
组长何有璧说：“用制度管人管事很公
正，所以在脱贫攻坚等工作中我们干
劲十足。” （本报那大5月8日电）

全力实施新兴增长极和新型城镇化“双新”战略，经济总量跃居全省第三

儋州发展在加速 投资环境立头功

儋州市雅星镇合罗村党支部第一书记韩超：

办实事助他人有心有力 树新风强管理无私无畏

洋浦发力油储产业

“十三五”末油储能力
将达1700万立方米

本报洋浦5月8日电（记者易宗平 通讯员
陈艳妹 陈开任）记者今天从洋浦经济开发区管
委会获悉，洋浦积极布局和做大油气储备产业，
到“十三五”期末，该开发区油储能力将达1700
万立方米。

据了解，洋浦经济开发区内分布着海南
炼化、逸盛石化等大型炼油石化企业。依托
强大的炼油加工能力和旺盛的油气需求，洋
浦对油气储备产业进行新的布局。在洋浦石
化功能区，中石化、中海油、国投孚宝等企业
已相继建成投产。目前，洋浦的油气储备能
力达到1000万立方米，不仅助推洋浦和海南
经济发展，而且对保障国家能源安全有重要
意义。

据介绍，洋浦加大支持发展油品转口贸
易，努力建设国际能源交易中心，推动设立
公用型液体危险品保税仓库，以“大宗商品
现货保税交易”“仓储货物按状态分类监管”
等创新制度，吸引外商及国内经营油品的企
业进驻。

洋浦经济开发区有关负责人表示，洋浦
将打造面向东南亚的石化产品交易中心。
同时，大力发展能源贸易，以及面向东南亚
和沿海地区的分拨服务，尽快把洋浦建成华
南地区重要的石油化工品仓储物流交易集
散地。

儋州实现跨省就医
即时结账报销
赴儋外省人士可享受更便利的
医疗服务

本报那大5月8日电（记者易宗平 通讯员
莫修平）“跨省就医即时结账报销真的很便利，
我从外省到儋州就医，不用全额支付就可以享
受医疗服务。”今天，已从海南西部中心医院康
复出院的安徽人王先生感慨地说。

今年2月23日，我省与陕西、四川、吉林、
辽宁、安徽、甘肃、西藏、贵州和福建等9省区进
行跨省就医签约。作为签约医疗单位之一的海
南西部中心医院，与国家新农合信息平台、省级
新农合信息平台建设互联互通端口，经过紧张
有序地筹备，4月21日开始启动“跨省就医”即
时结账报销系统。

海南西部中心医院院长欧波表示，“跨省
就医”即时结账报销系统全面启动后，患者只
需支付自付费用，新农合基金补偿费用由医
疗机构先行垫付，患者不必携带相关资料回
原参合地进行报销。由此，到儋州就业、旅游
的外省人士，可以享受更加便利快捷的医疗
卫生服务。

■ 本报记者 易宗平
通讯员 李珂 周鲁

随着“噼噼啪啪”的鞭炮
声响起，儋州互联网产业城又
一家创业公司开业了。截至
目前，登记申请入驻该产业城
的企业达227家，其中已经
入驻办公的有113家。

海南鼎尚置业有限公司
总经理桂金德感慨地说：“儋
州最大的优势，就是投资兴业
的环境。”6年前，桂金德从安
徽来到儋州市那大城北新区
考察时，不少地段还是荆棘、
杂草，但他仍然陆续将10亿
元资金投入到这里，建起了鼎
尚时代广场，成为儋州互联网
产业的“大本营”。

除了“互联网+”等新型
产业异军突起，儋州三次产
业发展均势头强劲。儋州市
委书记张耕表示：“儋州将全
力实施新兴增长极和新型城
镇化的‘双新’战略，把省第
七次党代会精神全面贯彻落
实到儋州的发展实践中去。”

■ 本报记者 易宗平

“韩书记，我想出去打工，
能不能帮我推荐一个适合的工
作岗位？”“韩书记，我想发展特
色产业，您能否帮我参考一下”
“我家人病了，想找车去医
院”……在合罗村，“有问题找
韩超”已成为大家的口头禅。

“大家有困难能找到我，
是对我的信任！”作为儋州市
雅星镇合罗村党支部第一书
记的韩超，每天总能接到这样
那样的求助电话，而韩超总是
第一时间想办法帮忙解决。

在近期召开的儋州市扶
贫开发扩大会议上，儋州市委
书记张耕提起韩超，对其办实
事、树新风、强管理的故事娓
娓道来，称赞韩超是驻村干部
的好榜样。

市民休闲
好去处

每天傍晚，儋州市文化广
场便开始热闹起来，不少儋州
市民来此健身、娱乐，此处已
经成为该片区居民休闲娱乐
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近年来，儋州市坚持“一
市双城三区四地”发展战略，
以“一创五建”为总抓手，推动
城市建设，城市面貌日新月
异，公园、广场、运动场、图书
馆等基础设施日趋完善，城市
功能不断健全。

本报记者 陈元才 摄

今天，在儋州市兰洋镇的天香木
兰产业园，平整过的土地上，工人们正
在种植木兰树苗，一株株幼苗给大地
平添了一抹抹新绿。海南大卫投资有
限公司有关负责人说，该产业园项目
计划总投资70亿元，分三期实施：一
期建设天香木兰养生度假区、科学家
工作区、木兰种植繁育基地等；二期建
设木兰森林园区；三期建设木兰产业
带动区等。

这样的绿色生态产业，儋州还有不
少：位于海头镇的海南黄花梨产业园，
计划总投资20亿元；位于东成镇的海
南国际热带苗木花卉基地及苗木花卉
交易中心，计划总投资3.5亿元。

而在儋州那大城区、滨海新区，系
列重点项目推动，催生新的商圈，有效

提升了城镇化水平。
儋州市发改委负责人介绍，计划

总投资1600亿元的海花岛旅游综合
体，是儋州投资额最多、体量最大的工
程，也是省重点项目之一；斥资近10
亿元的儋州夏日国际商业广场一期目
前已经正式营业，是海南西部目前最

大的现代商业综合体；计划总投资20
亿元的儋州豪德森达商贸物流城项
目，建成后将刷新西部物流格局……

系列重点项目投资步伐加快。
儋州市发改委统计显示：2016年，全
市 90 个重点项目累计完成投资
172.2 亿元，同比增长60.5%。2017
年1月至4月，全市118个重点项目
完 成 投 资 58.14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40.8%。

大企业进入 大项目带动

水塘里一只只“呱呱呱”叫唤的鸭
子来回游弋，猪圈里一只只生猪憨态
十足……这是儋州市东成镇抱舍村种
养户吴德仁的“家庭农场”。

2009年，吴德仁申办了首笔小额信
贷1.5万元，开始发展种养产业；此后，每
年3万元至5万元的小额信贷支持，让他
的农场生产规模不断扩大。2016年，他
的“家庭农场”全年总收入超50万元。

随着发展环境的不断优化，儋州
已成为一方兴业沃土，吸引了不少在
外面闯荡的儋州人回乡创业。

儋州“121网店”负责人黎斌说，
他在浙江从事电商行业十多年，当年
离开家时，那大还是个小城镇。2015

年底回乡探亲时，儋州惊人的发展速
度震撼了他，让他下定决心回乡创
业。去年，从事儋州特色农产品销售
的“121网店”销售额达900多万元，
今年有望翻番。

儋州互联网产业城对外招商时，

在四川打拼的儋州人邓海鹏，回乡创
办了儋州“好誉典”公司，自建物流系
统，解决农村电商业务“最后一公里”
问题。2017年，该公司计划覆盖儋州
所有行政村，并向全省延伸……

如今，创业已成为儋州的一种新
风尚。据儋州市政府统计，“十二五”
时期，全市新增私营企业3055家、个
体工商户13195户。

厚植创业沃土 培育发展动力

优化发展环境 提升服务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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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超（右）和村民研究豚狸养殖技术。 本报记者 易宗平 摄

临高文化艺术中心
预计7月投入使用

本报临城5月8日电（记者罗安明 通讯
员赵秀君）记者从临高县文体局获悉，投资
3900多万元的临高县文化艺术中心项目，已
完成总工程量的80%，计划今年7月中旬投入
使用。

记者在临高县文化艺术中心项目建设工地
看到，工人们正在加紧施工作业。项目相关负
责人介绍，目前该项目已经完成总工程量的
80%，计划今年7月可以竣工验收，投入使用。
据悉，临高县文化艺术中心项目总建筑面积
7711.2平方米，总投资3900多万元。项目建筑
包括图书馆、博物馆、培训中心、演艺中心、创作
室等10栋建筑单体及其附属配套设施。项目
投入使用后，将成为该县开展文化艺术活动的
中心地带。

转变干部作风助力精准扶贫

白沙启动
2017作风建设年活动

本报牙叉5月8日电（记者刘笑非 特约
记者王伟 通讯员陈权）为重点解决行政审批、
行政执法和服务民生等职能单位工作人员的

“不会为”“不想为”“不敢为”“慢作为”“乱作为”
等问题，白沙黎族自治县于近日正式启动了
2017年作风建设年活动，力求进一步转变干部
作风、提高工作效率、服务效能，着力打赢脱贫
攻坚战。

此次活动中白沙特别成立了由县党政领导
组成的活动领导机构，通过活动开展，大力营造
讲政治、讲责任、讲大局，比境界、比作风、比贡
献的浓厚氛围，着力从思想和行动上解决干部
大局意识淡薄、工作敷衍塞责、不敢负责、不能
担当，会说不会干、能说不能干等一系列问题。
力求改善干部作风、提升服务水平、增强扶贫成
效、优化发展环境、提升人民群众满意度。

据悉，此次活动共分为四个阶段，将通过电
视问政、作风评议、跟踪督查、职能转变、执纪问
责、树立典型、曝光反例、强化结果运用、建立长
效机制等9大措施贯穿全年，让“不会为、不想
为、不敢为”干部有压力、挨板子、丢帽子，让“善
作为、主动为、勇作为”干部有动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