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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五”期间交通项目计划总投资超330亿元

儋州规划实施大交通战略
西岸快讯

儋州出重拳打击电信诈骗犯罪，
2015年8月以来——

破获案件1211起
1626名嫌疑人落网

本报那大9月21日电（记者易宗平 通讯员
王家隆 廖伟生）儋州打击电信诈骗犯罪不手软。
记者今天从该市公安局获悉，从2015年8月以
来，全市已破获电信诈骗案件1211起，抓获1626
名犯罪嫌疑人。

据了解，2015年以来，儋州市打击治理电信
网络新型违法犯罪专项行动领导小组实行“双组
长”制，市委书记和市长同时担任组长。建立打击
治理电信网络新型违法犯罪工作联席会议制度，
并成立全省首个反电信诈骗中心，承担电信诈骗
警情处置、通信阻断、紧急冻结、止付、服务咨询、
技术反制等多项工作。

在打击电信诈骗行动中，儋州奖惩分明。在
奖励方面，广泛发动社会力量，重奖有功群众。对
举报线索、规劝自首、扭送嫌疑人到公安机关的有
功人员，最高奖励50万元，最低奖励3万元。截
至今年6月，儋州已奖励有功群众205名，发出奖
金601万元。同时，儋州还“火线”提拔了在工作
中表现突出的9名优秀干部。

在惩罚方面，《儋州市打击治理电信网络犯罪
工作责任追究暂行规定》出台实施，各乡镇党委书
记、镇长等负责人立下“军令状”，对摘不掉电信诈
骗重点镇“帽子”的相关负责人予以免职；对因防
范、打击、整治措施不落实，导致电信网络诈骗犯
罪问题严重的电信企业和银行，坚决依法实行社
会治安综合治理“一票否决”。

洋浦原创山歌剧
《戒毒人的故事》受好评
吸引逾万人次观看

本报洋浦9月21日电（记者易宗平 通讯员
邓明辉）今天，山歌剧《戒毒人的故事》巡演来到洋
浦经济开发区旧州村黄园小学。该剧以真实人物
原型创作，讲述了毒品对个人、家庭和社会的危
害，不少观众表示深受教育。

据了解，该剧由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
唐宝山导演、洋浦经济开发区调声山歌艺术协会
创作。剧中男主人公吸毒成瘾，让一个原本幸福
的家庭濒临家破人亡。后来，他在家人规劝、党和
政府帮助下，最终戒毒成功，走向正道，并主动参
与到“无毒社区”创建行动中。

目前，《戒毒人的故事》已演出9场，吸引了逾
万人次观看。洋浦经济开发区管委会有关负责人
表示，这部禁毒山歌剧形式新颖、主题鲜明，增强
了人们识毒、拒毒、防毒的意识和知识，在教育群
众远离毒品、珍爱生命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本报那大9月21日电（记者易
宗平 通讯员何秀玲）今天一大早，
儋州市那大镇合罗蜜柚产业种植基
地示范园里，绿油油的蜜柚叶片上，
滚动的水珠泛着金灿灿的光芒。

据了解，合罗蜜柚产业种植基
地示范园是那大镇农业产业结构
调整项目，也是该镇扶贫产业之

一，位于那乌公路 4 公里处，占地
面积1103亩。目前，那大镇政府已
投入资金308.8万元，引导贫困户在
示范园种植了水晶蜜柚650亩，共
2.3万株。

示范园具体如何运作？那大镇
合罗农场党支部书记李全介绍，在镇
政府支持下，农场组织9户贫困户成

立了儋州合丰农作物种植合作社，以
“合作社+农户”的模式，与农户一起
种植蜜柚。贫困户收益包括两部分：
到蜜柚基地务工，从事喷农药、除草、
管理等工作，每天有100元工资；待
蜜柚成熟销售后，按比例分红。

“为了形成立体化农业生产模
式，发挥土地的最大效益，我们同时

在蜜柚林下发展种养经济。”李全兴
奋地说，目前示范园的蜜柚苗木长
势良好，3年后可挂果收获；在林下
养殖家禽，在行间套种瓜菜、南药、
菌菇等作物，又兼顾到短期收益。
随着这种长短结合的模式取得实
效，该示范园将对周边起到辐射和
带动作用。

那大镇投300万元扶持贫困户种蜜柚
发展林下种养经济兼顾长期与短期收益

陆军驻琼西某部举办
老兵故事会

老兵好样子
新兵活教材

本报讯（记者易宗平 通讯员刘
华 陶昱）近日，陆军驻琼西某部以说
身边典型、讲老兵故事的方式，让入伍
新兵受到教育和启发。

2016年8月中旬，台风肆虐海南
岛，儋州市新州镇百余名群众被困，陆
军驻琼西某部某连队奉命前往救援。
向元健主动请战，和战友一起将一位身
体瘫痪的老奶奶转移到安全地带。

陆军驻琼西某部机步连文书兼军
械员秦新伟，利用训练和执勤间隙加强
学习。有一次，机关干部查连队武器
保养情况，面对“刁钻”问题，秦新伟
对答如流。

海防三营营部吴鹏程、黄志宏、何瑞
三名战士，主要负责炊事班的事务。尽
管每天都和锅碗瓢盆打交道，但他们和
其他战士一样坚持体能训练，练兵行动
一点也未落后。

老兵好样的，新兵活教材。新战士蔡
俊康感慨地说：“从老兵身上，我感受到了
一团熊熊燃烧的火的力量！”

昌江纪委赴乡镇
开展定点接访
畅通信访绿色渠道

本报石碌9月21日电（记者刘笑非 通讯员
李德乾）“为什么扶贫资金还没到位？”“我生活很
困难，为什么不算贫困户？”……近日，在昌江黎族
自治县七叉镇和海尾镇，“下访”的昌江县纪委工
作人员，吸引了不少群众咨询。

据悉，为加大扶贫领域监督执纪问责力度，拓
宽扶贫领域违纪问题线索举报渠道，昌江县纪委
专门组织了此次“信访绿色通道，聚焦精准扶贫”
大下访接访活动，在县纪委机关领导干部走访基
层服务群众的基础上，组织县扶贫、教育、民政等
有关部门同行，赴乡镇开展定点接访，在减轻群众
的信访举报成本的同时，也架起了干部与群众之
间的“连心桥”。

昌江县纪委负责人表示，下一步将逐件建立
台账，对业务范围内问题按程序进行处置，对业务
范围外问题归口转办，加强督查督办，做到件件有
回音，以实际成效取信于民。通过此次探索，昌江
县纪委还将继续开展不定期下访活动，保障信访
绿色通道的畅通。

■易宗平

经济要发展，交通当先行。儋州
在开展百日大研讨大行动活动中，立
足当前、着眼长远，既加快推进系列交

通工程项目建设，又以前瞻性眼光进
一步完善大交通战略，是区域经济布
局中的重大利好。

完善大交通战略要有前瞻性眼
光。儋州“十三五”交通运输发展规
划、“十三五”公路交通发展规划、轨道
交通网总体布局规划，涵盖公路、铁

路、城乡公共交通、道路运输站场、水
运航线项目建设。同时，该市交通部
门正组织编制《儋州市2017年至2030
年综合交通运输发展规划》。这样体
系完备的长远规划，更应具有与儋州
作为西部区域中心城市定位相适应的
前瞻性眼光。

推进大交通战略要有务实行动。
规划只有努力实施才能变成鲜活的现
实，儋州已建成通车的有海榆西线那
大至西培公路，在建的有万洋高速公
路儋州段、美洋线至东坡书院公路、农
村公路六大工程。在建设过程中，儋
州克服一切困难推动项目发展。相信

只要保持这样的务实行动，大交通战
略必定早日全面实现。

实施大交通战略才能行稳致远。
儋州作为加快建设中的西部区域中心
城市，实施大交通战略中确保市内外快
捷通达，才能在区域经济中发挥引领作
用，将互利共赢的一体化优势最大化。

经济要发展，交通当先行

本报那大9月21日电（记者易
宗平 特约记者谢振安 通讯员李珂）
虽已是初秋时节，儋州的天气依然炎
热。今天，在万洋高速公路儋州段、
美洋线至东坡书院旅游公路等施工
现场，“轰隆隆”的工程车紧张有序作
业，工人们挥汗如雨仍坚持施工。这
是儋州市全力实施大交通战略的繁
忙景象。

2015年升格为地级市以来，儋州
积极谋划作为西部中心城市的大交通
战略，已完成的“十三五”交通运输发
展规划、“十三五”公路交通发展规划、
轨道交通网总体布局规划，涵盖了公

路、铁路、城乡公共交通、道路运输站
场、水运航线项目建设，计划总投资
331.6亿元。

在公路规划建设方面，目前已建
成通车的有海榆西线那大至西培公
路；在建的有万洋高速公路儋州段、美
洋线至东坡书院公路、农村公路六大
工程；已开展前期工作的，有白沙快速
出口路、白洋线西培至白马井、乌拉
线、海头至海尾公路（珠碧江大桥）、环
岛滨海旅游公路。其中，儋州农村公
路六大工程开工里程已达438.68公
里、已建桥梁35座，完成投资9.2亿
元，占该项目计划总投资47.9%。

在铁路规划建设方面，“十三五”
期间，儋州计划建设铁路156.5公里，
计划总投资142亿元。其中，规划那

大至洋浦城际铁路75公里，计划投
资65亿元；那大至洋浦铁路支线47
公里，计划投资47亿元；那大有轨电
车29.2公里（中心大道、文化路），计
划投资16亿元；滨海新区有轨电车
15.3公里（中心大街、滨江一路），计
划投资12亿元。

在城乡公共交通规划建设方面，
儋州将完善那大城区公交，保持现有
的17条线路。发展白马井公交，包
括排浦经海花岛、白马井至洋浦，峨
蔓经洋浦、白马井、海花岛至白马井
高铁站，排浦经海花岛至白马井高铁
站等多条线路。开通镇村公交，每镇
将安排6条公交线路15辆车。改造
短途班线车线路为公交车线路，保持
原有的24条线路，但车辆由既有的

177辆增加至354辆。开通那大至白
马井、洋浦城间的专线公交以及市内
旅游专线公交，并根据高铁和机场建
设进度，开通那大及有关乡镇公交车
专线。

在道路运输站场规划建设方面，
儋州计划建设那大客运总站（一级）、
白马井客货综合运输站（枢纽型一
线）、光村银滩客运站（二级）、海头客
运站（二级）、那大客运东站（三级）、那
大公交总站、城市公交站台130个、农
村公交车站 380 个（兼农村物流场
站）、新能源汽车充电站6个，改造那
大客运西站和北站。

在水运航线规划建设方面，“十三
五”期间，儋州对白马井港区以及境内
渡口、渡船进行整合，开通白马井至北

海客滚船、白马井至越南客船等3条
航线。同时，该市建设恒大海花岛邮
轮港、英豪码头。

“结合开展百日大研讨大行动活
动，儋州将全力实施交通规划大战略，
为加快推进西部中心城市建设提供快
捷高效的交通保障。”儋州市交通运输
局局长王国臣介绍，《儋州市公路交通
2018年至2020年建设项目计划》，将
建设海口至澄迈至儋州至白沙高速公
路等13个交通项目，总里程202.11
公里，计划总投资60.3亿元。在此基
础上，市交通部门正在组织编制《儋州
市2017年至2030年综合交通运输发
展规划》。随着大交通战略的全面实
施，儋州等西部市县将更加发挥区域
经济一体化优势。

西岸观察

本报临城9月21日电（记者罗
安明）“我种的22亩百香果树全都挂
果了，再过两个月就丰收了！”今天
上午，临高县多文镇凤雅村的贫困
户王志强一边给果树剪芽，一边乐呵
呵地说。

今年3月份，在各帮扶单位的支持
下，凤雅村33户贫困户自愿加入合作
社，利用村中的闲置土地，采取“公司＋
合作社＋贫困户”的模式种下了113亩
百香果树。公司以每斤3元钱的保底
价进行收购，全程进行技术指导。

临高县纪委监察局驻凤雅村第
一书记黄尚骞告诉记者，百香果树种
植管理相对简单、病虫害少，当年种
植当年结果。树种下去之后连续收
获 8 年，亩产量一年在 4000 斤到
6000斤左右，亩产值约1.2万元

“种果树只是第一步，接下来我
们还要发展乡村旅游。”凤雅村党支
部书记王峻嵘信心满满地说，他计
划带领农户把百香果产业继续做
大，让百香果真正变成村民手中的

“致富果”。

临高113亩扶贫百香果丰收在望

东方出台实名推荐
领导干部人选办法
让推荐从“无责”到“带责”

本报八所9月21日电（记者罗安明 通讯员
陈国纬）为拓宽干部推荐选拔视野，日前，东方市出
台《东方市实名推荐领导干部人选办法（试行）》，启
动实名推荐和领导干部自荐的方式选用干部，从推
荐方式、程序、资格和责任追究等环节做了明确细
致的规定，进一步完善荐人选人机制，推行“实名
制”、强化“责任制”，防止“带病提拔”问题。

办法明确具有跑官要官、买官卖官行为，群众
公认度不高，受到组织处理、党纪政纪处分影响使
用或者涉嫌违纪违法尚未作出结论等七个情形之
一的，不能作为被推荐对象。

办法首次对“推荐责任”进行明确，变“无责推
荐”为“带责推荐”。强调按照“谁推荐、谁负责”的
原则，对有疑点、有反映但不认真核实仍然推荐；
对明知所推荐干部有严重问题但隐瞒事实坚持推
荐；对人情推荐、照顾推荐或造成带病上岗、带病
提拔等情形，取消推荐人和被推荐人五年内的实
名推荐资格。同时，针对被推荐人在市委任用后
五年内违犯党纪法规的情形，将对推荐主体进行
责任追究，并视情况给予相应党政纪处分。

据悉，东方今年首次推荐工作计划拿出15个
副科级以上领导职位进行推荐选用。

9月19日，在儋州市那大镇，万洋高速公路工程正在有序推进，经过那大城区的牙拉大桥桩基已全部完成，墩柱、盖梁已完成83%，预计10
月初开始进行箱梁架设施工。万宁至洋浦高速公路作为我省公路骨架网中一条横贯全岛的高速公路，是海南“田”字型高速公路网主骨架。

本报记者 陈元才 通讯员 张璐 摄

脱贫攻坚进行时

万洋高速有序推进

水运航线规划建设方面
将投资5000万元

用于整治码头环境和疏通航道

铁路规划建设方面
计划建设铁路 156.5公里

计划总投资 142亿元

城乡公共交通规划建设方面
全市规划公交路线 147条

车辆806辆，计划总投资6亿元

道路运输站场规划建设方面
计划总投资4.2亿元

对全市客运和物流区进行规划布局调整

公路规划建设方面
计划建设公路2523.4公里

计划总投资 178.9亿元

本期热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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