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其中

产业项目完成投资额达
72.2亿元
占项目已投资总额的
89.5%

社会投资项目完成投资
71.5亿元
政府投资项目完成投资
9.2亿元

保障性住房项目完成投资
率达 113.5%
高居所有项目榜首

2017年1月至6月中旬
118个重点项目共完成投资80.71亿元
同比增长4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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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热点

西岸观察

西岸快讯

■ 本报记者 易宗平

一根竹子被电锯截成五六段，用
柴刀劈成竹片后放进栏舍。一群翘
着长胡子的黑色竹狸凑近竹片张开
嘴巴，传来一阵清脆的“嘣嚓嘣嚓”
声，小精灵们津津有味地吃起了美
餐。这是今天儋州市和庆镇文卷村
贫困户冯正明喂养竹狸的场景。

冯正明告诉记者，2016年10月，
和庆镇政府帮助他购买了 18对竹
狸，托管给文卷村的儋州有生竹狸农
民养殖合作社代养。2017年5月，合
作社发给他第一笔分红款1800元。

“除了分红，还能学到养殖技术，
以后就能自己在家养了。”冯正明乐
呵呵地说，每个月自己只需要在合作
社帮工两天，其他时间都用在养猪、
种植益智、收割橡胶上。

儋州有生竹狸农民养殖合作社
负责人蓝有生透露，像冯正明这样，
与该合作社合作的贫困户共有 37
户。目前，合作社的竹狸已发展到
500多对1000多只。

曾经做过橡胶生意的蓝有生，因
橡胶市场低迷，改行从事特种养殖。
一个偶然的机会，他听说竹狸具有丰
富的食用、药用和皮用价值，发展前
景广阔。2015年初，他从广西引进
两对竹狸试养。3个月后，勤于学习
的他，逐步掌握了竹狸养殖技术。于

是，他又引进了30对竹狸。
为了让竹狸有一个好的生长环

境，蓝有生给这些小精灵腾出了一间
房，专门安装了空调。而他与妻子的
房间，当时都舍不得安装空调。

功夫不负有心人。2015年底，
蓝有生养殖的竹狸出栏，“第一桶金”

赚了10余万元。尝到甜头的他，联
合几户村民成立了儋州有生竹狸农
民养殖合作社。

和庆镇党委政府包村干部王明
介绍，该镇创新扶贫机制：2016年底、
2017 年初，该镇共投入扶贫资金
42.44万元，帮扶文卷村37户贫困户
购买竹狸苗，托管给儋州有生竹狸农
民养殖合作社代养，贫困户每个月到
合作社帮工两天，跟班学习养殖技
术。根据协议，在两年内，合作社每年
按200元/对竹狸的标准，向贫困户分
红；两年后，合作社按签订合同时接收
到的竹狸数量及规格，交还给原贫困
户自行饲养。届时，农户也可将竹狸
苗投放到合作社，继续参与分红。

给冯正明等贫困户现场传授竹狸
养殖技术的蓝有生，指着一只只啃吃
竹片正欢的竹狸，信心满满地说：“镇
政府出资购买的竹狸苗，投入到合作
社后，既让贫困户和村集体有了分红
机会，又让合作社化解资金短缺难题
不断壮大，是实现双赢的好办法。”

（本报那大6月26日电）

本报那大6月26日电（记者易
宗平 特约记者谢振安 通讯员李珂）
记者从儋州市相关部门获悉，今年1
月至6月中旬，儋州重点项目完成投
资同比增长40.7%。面对不俗的阶段
性成果，儋州快马加鞭，将把工作重心
转移到剖析和解决问题上，更好地服
务重点项目建设。

据了解，儋州市重点项目办、市发

改委近期对全市重点项目存在问题进
行了集中疏理，全市118个重点项目
共疏理出81个问题。主要类别为：涉
及项目用地需要解决的问题有6个；
涉及项目征地、清表、迁坟的问题有
27个；涉及拆迁的问题有13个；涉及
资金的问题有7个；涉及给排水的问
题有3个；涉及用电的问题有3个；涉
及道路的问题有2个；涉及规划审批
需要提速的问题有8个；涉及用地审
批需要抓紧解决的问题有4个；涉及

林地审批需要抓紧解决的问题有4
个；涉及用海审批需要抓紧解决的问
题有1个；涉及燃气管道要抓紧解决
的问题有1个；涉及环评审批方面需
要抓紧解决的问题有1个；涉及PPP
项目流程未办完的问题有1个。

如何促进这些问题的有效解决？
为此，儋州决定集中开展服务重点项
目建设百日大会战，推进全市重点项
目和中央预算内投资项目建设，确保
新建项目落地开工，续建项目投资稳

健增长，竣工项目早日投入使用。
在大会战中，儋州将打出一套“组

合拳”：一是列入今年重点项目计划中
的40个新建项目，三季度前开工率要
达到75%以上。二是9月底前，118
个重点项目要完成年度投资计划八成
以上，即完成投资超过160亿元。三
是确保中央预算内投资项目，开工率、
中央资金完成率和支付率按期达标。
四是储备一批项目，单个项目计划总
投资需达到1000万元以上。五是继

续推行“六个一”机制，即“一个重点项
目、一个分管领导、一个责任单位、一
个工作班子、一个倒排工期计划、一
竿子抓到底”的“捆绑式”责任制度。

据介绍，为完成服务重点项目建设
百日大会战目标任务，儋州采取系列保
障措施：成立百日大会战领导小组、专项
攻坚工作领导小组、专项督查领导小组；
每15天，市重点项目办跟踪督查和通报
一次情况；构建问题分级协调解决机制、
项目滚动调整机制和资金拨付机制。

■ 易宗平

今年1月至6月中旬，儋州市118
个重点项目累计完成投资80.71亿元，
同比增长 40.7%。与成绩单并行的，
是该市疏理出的 81 个问题。为化解
这些问题，儋州打响了声势浩大的服

务重点项目建设百日大会战，充分体
现了坚持问题导向的务实态度和工作
方法。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儋州 118
个重点项目工程，今年以来呈现出诸
多亮点：产业项目投资量大，表明该市
产业结构调整力度持续加大；社会投
资项目进度快于政府投资项目，表明
该市在政府引导下，激发了社会力量

投资兴业的热情；保障性住房项目完
成投资率达113.5%，高居所有项目榜
首，表明该市始终坚持民生取向；完成
投资量前十名项目，投资额度以数千
万元、数亿元计，表明该市“大企业进
入，大项目带动”战略成为市域经济有
力引擎。

但是，儋州服务重点项目建设
百 日 大 会 战 进 程 中 ，没 有 专 门 展

示 这 些 阶 段 性 成 果 ，而 是 把 工 作
重心迅速转移到疏理和解决问题
上来。

坚持问题导向的本质是求真务
实，问题绕不开躲不过，只有迎难而上
才能化解。有没有解决问题的责任担
当，是对领导干部的最好检验。儋州
不遮不掩、自我加压，对全市重点项目
拎出了多个实际问题，并打出“组合

拳”加以解决，体现了干部作风建设的
不断强化。

解决问题除了态度到位还要长
效机制到位。儋州构建的“六个一”
机制、专项督查机制、一线锤炼提拔
干部机制，不但在百日大会战中推
动重点项目加快建设，而且必将成
为提速西部区域中心城市建设的不
竭动力。

计划总投资5811万元

儋州书画院年内建成
本报那大6月26日电（记者易宗平 通讯员

周鲁）千载古郡底蕴，一城诗书气质。儋州在建的
书画院，不但自身就是一道人文景观，而且将吸纳
更多书画作品。儋州市发改委统计显示，儋州书
画院计划总投资5811万元，从2015年12月动工
以来，已完成投资3397万元。

据了解，位于儋州市那大镇的儋州书画院项
目，总建筑面积7372.27平方米。其地下室主要
布置设备用房；一层入门环绕内庭花园布置展厅、
接待室等；二层为画室、会议室、多功能厅、办公室
等；三层也为画室、多功能厅，以及宿舍、客房等；
四层局部为客房；五层利用亭子造型空间，布置设
备平台。

据了解，儋州书画院项由儋州市文旅公司实
施，按照规划，将于2017年底建成。届时，我省西
部又将多一个让市民和游客向往的人文荟萃之地。

儋州开展
系列禁毒宣传活动

本报那大6月26日电（记者易宗平 通讯员
何秀玲 李秋欢）精神抖擞，大步向前。6月24
日，儋州市“6·26”国际禁毒日“禁毒有约·全民健
走”启动仪式在市民文化广场举行，3000余人参
加活动。

据了解，“6·26”活动期间，儋州在全市范
围内组织开展系列禁毒宣传活动：市法院召开
一场公开审判会，对涉毒被告人进行公开宣
判；市教育局组织各中小学校开展上一堂禁毒
课、开一次禁毒主题班会、参观一次禁毒展览、
观看一部禁毒电影、开展一次禁毒征文比赛的

“五个一”专题活动；市司法局深入市强制隔离
戒毒所、公安监管医院进行禁毒宣传教育；团
市委开展一次“千名禁毒志愿者进万家”活动，
组织志愿者到在新州镇走访社区戒毒人员；市
妇联开展一次“妇女姐妹手拉手”行动，深入社
区家庭开展禁毒宣传和戒毒帮教工作；市文体
局、市工商局深入各娱乐场所开展禁毒警示教
育活动；市总工会深入八一农场开展“职工拒
毒零计划”活动；各镇也相应开展多场禁毒宣
传教育活动。

儋州市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周廉芬表示，吸
毒害己、害家、害国，毒品已成为与恐怖主义、艾滋
病并列的当今世界三大公害。儋州将持续广泛深
入动员社会各方力量和广大人民群众积极参与到
禁毒专项斗争中来，为早日禁绝毒品，铲除毒害，
构建文明、和谐、美丽的儋州而努力。

儋州打响服务重点项目建设百日大会战
着力化解项目推进过程中存在的81个问题

自我加压体现干部作风建设强化

儋州文卷村探索产业扶贫模式，竹狸合作社吸纳37户贫困户共同发展

“托管代养”让贫困户变股东享红利

加快存量国有建设用地专项清理处置

昌江已清理
发证用地2353宗

本报石碌6月26日电（记者刘笑非 特约记
者林朱辉）近日，昌江黎族自治县组织召开存量国
有建设用地专项清理处置工作专题推进会，会议
贯彻落实省存量国有建设用地专项清理处置工作
领导小组第二次会议精神的同时，调整县存量国
有建设用地清理处置领导小组，并对下一阶段工
作做了紧密安排，形成强大合力，加快推进全县专
项清理处置工作。

昌江县委相关负责人表示，此次存量国有建
设用地专项清理处置工作是历史最严、力度最
大、要求最高的一次涉及闲置土地清理处置工
作，全县各成员单位需进一步提高认识，明确工
作职责和任务，首先需高度重视、形成合力、加快
推进，同时加快进度、增强力量、明确任务，重新
修订工作方案。此外，昌江各部门、各乡镇将通
力合作，认真收集行政阶段证据材料，及时召开
领导小组会议讨论研究闲置土地处置工作，做到
上报一批、研究一批、解决一批。同时查缺补漏，
认真清查闲置土地宗数，完善闲置土地处置程
序，并做好跟踪督办，确保按时保质保量完成专
项清理处置工作。

据了解，昌江存量国有建设用地专项清理
处置工作第一阶段清理工作已经完成，并转入
第二阶段处置工作，目前共清理出已发证用地
2353 宗，面积 3377.49 公顷。其中，清理认定
单位及企业用地781宗，面积2964.60公顷；农
垦用地 36宗，面积 46.51 公顷；个人用地 1522
宗，面积33.05公顷；省农信社用地14宗，面积
333.33公顷。

儋州市高质量推进兰洋风情小镇建设，努力把兰洋打造成为集温泉养生、休闲度假、文化体验、生态人居等功能于一体，以温泉为龙
头、养生为核心的温泉养生度假旅游目的地、温泉养生产业集聚区。据了解，正在实施的儋州兰洋整体城镇化项目，计划总投资逾40
亿元。该项目由儋州城投养生健康产业发展有限公司实施。在建的儋州市兰洋凤凰谷康帝酒店，总投资12亿元，由海南篷莱实业
有限公司、海南儋州蓝洋置业有限公司合作开发。图为儋州兰洋风情小镇全景鸟瞰。 文/本报记者 易宗平 图/特约记者 吴文生

儋州兰洋风情小镇
换靓妆

儋州开展海岸带
环境整治“回头看”

本报那大6月26日电（记者易
宗平 特约记者谢振安 通讯员李珂）
今天，儋州市人民政府发出海岸带环
境整治“集结令”。据了解，这是继
2015年全省整治海岸带以来，该市推
出的“回头看”行动。

为推进整治行动见实效，儋州
市财政局、市生态环保局、市海洋渔
业局、市环卫局、中国海监儋州大队
和各沿海镇党委政府等单位将开展
联合行动，对沿海镇海岸带近岸海
域的违规用海和环境卫生进行巡查
和治理。

儋州此次专项整治范围包括：沿
海乡镇海岸带近岸海域的环境和违规
用海，重点整治光村镇银滩海岸带近
岸海域的环境和违规用海、白马井和
排浦镇一带海岸带近岸海域的环境和
违规用海。

据了解，此次整治行动分两步
走：自查阶段，2017年 7月 1日至 8
月 31 日，对重点专项整治的范围
开展摸底排查；整治阶段，9月 1日
至 12 月 31 日，根据排查存在的问
题制定相应的整治措施，针对存在
问题进行整改。

东方市电子商务协会
揭牌成立
东方创业园同时开园

本报八所6月26日电（记者罗安明 通讯员
符才丽）日前，东方市电子商务协会正式揭牌成
立，同时由该协会创办的东方创业园同时开园。

据了解，东方市电子商务协会由驻市从事电
子商务业务的骨干企业发起成立。协会成立后
将紧跟“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时代浪潮，推动东
方市电子商务产业实现创新发展。该协会业务
主管单位为东方市工科信局，目前已发展会员企
业80多家。

东方创业园包括特色产品OTO运营中心、
东方众创空间公共服务中心等组成部分。该园
将向东方市电子商务创业者提供一整套创业孵
化服务。

合作社负责人（右）指导贫困户竹狸养殖技术。 本报记者 易宗平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