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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热点

儋州市监察委员会
挂牌成立
组建17个内设机构

本报那大2月12日电（记者易宗平 通讯员
王家桔）2月9日，儋州市监察委员会挂牌成立，
将对该市所有行使公权力的公职人员实行监察
全覆盖。

2月9日，在儋州市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第
四次会议上，儋州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钟捷兴当
选为首任儋州市监察委员会主任。该市监察委员
会在编制不增的前提下，组建了案管室、审理室等
17个内设机构，并向相关部门和单位共派驻13
个纪检监察组。

据了解，深化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试点工作全
面启动以来，儋州市严格按照中央精神和省委、
省纪委要求，坚持把加强党的领导贯穿改革试点
工作全过程。儋州市纪委履行专责，牵头抓总，
倒排“工期”，确保转隶、组建和挂牌等关键环节
精准对标，同时加强工作请示沟通，建立周报制
度，定期向省纪委、市委报送工作进展，确保如
期完成改革试点目标任务。1月19日，儋州市纪
委对11名转隶人员和全市纪检干部进行了集中
培训，着力推动纪检监察干部队伍全面融合，增
强凝聚力。

儋州市监察委员会有关负责人表示，下一步，
该市监察委员会将按照宪法和有关法律法规赋予
的职责，履行监督、调查和处置等职能，依法监察
公职人员行使公权力情况，实现对儋州市所有行
使公权力的公职人员监察全覆盖，构筑起惩防腐
败的“高压线”和“防火墙”。

儋州“文化+”系列举措
推进文化事业发展

本报那大2月12日电（记者易宗平 通讯员
李珂）记者今天从儋州市委宣传部获悉，该市推出

“文化+”系列举措，全方位推进文化事业发展。
据了解，2017年儋州“文化惠民”系列活动可

圈可点。该市成功举办喜迎十九大暨2017年调
声节系列活动、《长征永远在路上》交响合唱音乐
会、省第七次党代会精神文艺轻骑兵巡演等活动
和一系列全民健身活动，配合省委宣传部做好舞
剧《东坡海南》惠州、深圳巡演活动。同时，该市全
年共送戏下乡83场，送书下乡3300余册，送电影
下乡2666场。

作为“千年古郡”，2017年，儋州开展古盐田
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工作，召开琼西北文化遗产保
护研讨会和儋州古盐田申报世界文化遗产专家论
证会。目前，该市申报的海南端午习俗（泊潮海赛
龙舟）和土法制糖技艺，被列入第五批省级非物质
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

同时，为了净化文化市场，儋州铁腕推进“扫
黄打非”专项行动。2017年，该市开展“清源”“净
网”“秋风”等专项行动，共检查网吧747家（次）、
书报刊亭194家（次），收缴各类盗版图书2633
册、盗版音像光盘1.7万余张。

海南二中院走访慰问
128户贫困群众

本报那大2月12日电（记者易宗平 通讯员
蔡南星 罗凤灵）快过年了，贫困户有钱准备年货
吗？带着这样的惦念，近段时间，海南省第二中级
人民法院政治部负责人带领青年志愿者20余人，
赴儋州市东成镇流坡村开展新春走访慰问及志愿
服务活动，为128户贫困户送去2万多元慰问金
和大米、面粉、食用油等慰问品。

在流坡村，省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的工作人员
上门看望了3位建国前的老党员和部分贫困户，
并与他们拉家常，询问生产生活情况，鼓励贫困户
树立信心，通过发展特色产业早日脱贫致富。

据了解，近年来，省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会同相
关部门和东成镇政府，多举措帮扶流坡村。2015
年至 2017 年，该村共有 95 户贫困户摘掉“穷
帽”。该法院有关负责人表示，将继续与相关部门
携手努力，倾情帮扶流坡村的建档立卡贫困户，帮
助他们过上好日子。

2月 7日，在海南西线高
速白马井互通处，万洋高速公
路连接白马井互通区的最后
一根桥梁桩基顺利浇筑完成，
标志着该桥梁工程施工进入
新阶段。

据了解，万宁至洋浦高速
公路作为一条横贯全岛的高速
公路，是海南“田”字型高速公
路网的主骨架。该高速公路起
点位于万宁市后安镇，途经万
宁市、琼海市、琼中黎族苗族自
治县、屯昌县、儋州市等5个市
县，全长约163.5公里。

本报记者 陈元才
通讯员 张璐 摄

万洋高速
“握手”西线高速

■ 本报记者 易宗平 特约记者 谢振安
通讯员 李珂 莫修平

室外绿树红花，室内暖意融融。
今天，居住在儋州的四川籍“候鸟”田
仕平一边照顾已出院的父亲，一边感
慨地告诉记者：“儋州不仅空气好，医
疗卫生条件也越来越好！”

田仕平介绍，2017年下半年，年过
八旬的父亲被确诊为口底癌伴有颈部
淋巴结转移。2017年12月24日，由中
国工程院院士、口腔颌面外科专家张志
愿主刀，在儋州为其父亲完成高难度手
术。术后老人康复状况良好。

院士为什么会在儋州做手术？
2017年9月2日，上海第九人民医院
托管海南西部中心医院，上海第九人
民医院集团——（海南）儋州医联体
揭牌签约；2017年 12月 23日，张志
愿院士工作站在儋州成立。

让儋州百姓乃至来儋州的外来人

员就近享受优质的医疗服务，是儋州
市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生动实
践。2017年该市三次产业结构优化
调整为：42.6：12.5：44.9，第三产业占
比首次超过第一产业，产业结构调整
成效明显。

“加法”——增加有效
供给，新产业推动新发展

“陌上花开，可缓缓归矣！”近段时
间，不少游客在新建的儋州市兰洋镇
兰花基地游玩时，纷纷在微信空间里
发布美丽的兰花图片并引用名句。此
举也吸引了更多游客前往。

在增加新景点同时，儋州加大旅游
基础设施建设力度，助推旅游业“人旺”

“财旺”。儋州市文旅集团公司董事长
刘阳介绍，以东坡书院为主体的儋州
东坡文化旅游景区，建设了3条旅游公
路，让景区游客数量实现快速增长。
据统计，2017年儋州市接待过夜游客
达到213.73万人次，旅游收入14.48亿
元，分别同比增长17.9%和19.3%。

作为农业大市，儋州深入挖掘本
地特色美食文化，将小粽子做成了一
个大产业。近3年来，儋州每年列支
专项财政资金，打响儋州粽子品牌。
2015年至2017年，该市多部门持续
开展儋州粽子文化推广季，形成了“政
府主导+协会主推+企业主体”的品牌
推广合力。

儋州粽子行业协会会长王开元介
绍，儋州粽子销量与年俱增：2015年
端午节后至2016年端午节，儋州粽子
销售量达1850万个，销售额首次突破
2亿元，达2.19亿元；2016年端午节
后至2017年端午节，儋州粽子销量
3036万个，销售额首次突破3亿元，
达3.6亿元。

“为整体打造农业知名品牌，儋州
选择了一批有特色、有优势、有前景的
农产品重点发展，增加市场有效供
给。”儋州市农委主任吴启养说，目前
儋州粽子、儋州红鱼、儋州海头地瓜、
儋州光村沙虫、儋州蜜柚、儋州黄皮、
儋州鸡、儋州跑海鸭蛋、儋州绿壳鸡蛋
等“九大农产品”，均向亿元产业挺进，

成为该市热带特色高效农业的重要组
成部分。

“减法”——简政放权，
好服务引得“凤凰”来

国内最大的IT企业之一东华软
件成立了海南东华软件有限公司，将
区域总部设在儋州，入驻儋州互联网
产业城。该公司总经理焦利说，儋州
投资环境很好，东华软件儋州项目总
投资达到10亿元，将拓展互联网应
用、教育产品研发、智慧城市产品研
发、高端网络设备生产等业务。

位于那大的儋州互联网产业城，
创办不足两年，登记申请入驻企业达
到311家，其中已办公运行的企业有
160家。这种集聚效应产生的背后，
是儋州发展环境的不断改善。

近年来，儋州不断降低企业和市
民办事“门槛”。2016年，儋州市出台
了1000万元及以下政府投资项目审
批管理暂行规定，在材料齐备情况下，
最快1个工作日内审定，最慢不超过3

个工作日。2017年，全市16个镇、16
个居、275个村（居）委会全部建成政
务服务中心、居民服务中心、便民服务
室，实现了“一张审批网”全覆盖。在
此基础上，该市确定全流程互联网“不
见面审批”事项899项，占事项总数的
80.63%。

良好的发展“软环境”，给儋州经
济发展添活力。据统计，2017年该市
生产总值 288.04 亿元，同比增长
8.2%；固定资产投资218.33亿元，同
比增长33.5%，增速全省第一。

谈及如何释放发展活力，儋州市
委书记袁光平表示，首先是释放市场
活力。进一步深化“放管服”改革，减
少行政审批事项，简化行政审批程序，
缩短行政审批时间，坚决查处“吃拿卡
要拖”行为。其次是释放基层活力。
实施强镇扩权，各种资源、资金、编制、
人员甚至机构都要下沉，激发乡镇改
革发展活力。在重点工作上，要学习
借鉴企业“项目经理制”的做法，确保
实现职权责一致。

（本报那大2月12日电）

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儋州巧用“加减法”添经济活力

货物通关时间压缩近一半

去年洋浦通关时效
居省内口岸首位

本报洋浦2月12日电（记者曾毓慧 通讯员
叶燕菁）记者从今天召开的洋浦海关2018年工作
会议暨全面从严治党工作会议上获悉，洋浦海关
2017年加快通关效率改革，货物通关时间压缩近
一半，平均进出口通关时效位居海南口岸第一。

据介绍，2017年洋浦海关紧密围绕洋浦发展
规划做好服务，助力洋浦融入“一带一路”，支持小
铲滩口岸开放、跨境电商、国际粮油物流加工产业
园等重点项目建设取得进展；支持油气储备石油
基地集群化发展，辖区保税油品进出仓量、货值均
创新高。此外，洋浦海关加快通关效率改革，通关
流程“去繁就简”，货物通关时间压缩近一半，平均
进出口通关时效位居海南口岸第一。

值得关注的是，2017年洋浦海关全年办理刑
事案件8宗，案值达3.72亿元，涉税约120万元；
办理行政案件 9宗，案值达 902.85 万元，涉税
91.08万元。今年洋浦海关将继续加强与口岸部
门的联系，构建大协同格局，精简通关、审批等业
务流程，提升服务质量，为洋浦建设滨海产业新
城、打造“三中心两基地”作出新贡献。

关注儋州品牌农业⑦

洋浦开展应急救援演练
提升电梯故障处置能力

本报洋浦2月12日电（记者曾
毓慧 通讯员凌慧）“当电梯卡在楼层
间困人时，一定不能强行掰开，要先到
电梯机房控制室，将轿厢调整至平层
再用专用钥匙拧开电梯门……”近日，
洋浦经济开发区质监、消防、安监等部
门联合在该区吉浦路福玛特商业广场
开展专项应急救援演练，多个小区的
物业管理员现场观摩救援演练。

按照预案，洋浦多个职能部门模
拟在商场电梯轿厢内有人被困的场景，
分别安排物业管理人员第一时间独立
救援、电梯维保单位与物业管理人员协
同救援以及消防员实施救援，现场给多
个小区的物业管理员上了一堂十分实
用的电梯困人应急救援培训课。

洋浦经济开发区质监局有关负责
人介绍，随着春节临近，大型商场人流
量激增，此次专项应急救援演练能有效
提高商场物业、电梯维保单位以及各职
能部门的电梯故障应急处置能力。

临高去年完成
固定资产投资超51亿元

本报临城2月12日电（记者刘
梦晓 通讯员张永花）近日，位于临高
县临城镇的松竹梅三友公园接近竣
工，引来不少市民前往参观、拍照。该
公园是临高拉动政府固定资产投资一
个惠民项目。记者今天从临高县相关
部门了解到，临高2017年从审批、信
贷、用地保障等方面优化政务服务水
平，突出抓好中央、省和县重点项目建
设，固定资产投资达51.66亿元。

据悉，2017年临高在继续实施农
村道路硬化、县道升级和危桥改造工
程的基础上，有效推进滨海路网、旅游
资源路、黄龙大道建设和临美路、临昌
路改扩建，完成锦绣大道、市政大道二
期、二环北路网连接工程。围绕脱贫
攻坚、“百镇千村”工程、重点产业、生
态文明建设、公共服务等领域，谋划、
储备一批项目，撬动更多社会资本参
与重大项目建设。

与此同时，临高先后派出多个招商
“小分队”赴北京、浙江、四川、重庆进行
招商引资，引进了恒大集团道灶村“鱼
米花香”美丽乡村等一批优质项目。

本报那大2月12日电（记者易
宗平 通讯员尹庆全）春节期间值得
到儋州一游——届时，儋州东坡文
化旅游区将推出多项文化旅游特色

活动，让游客们感受千年古郡的文
化魅力。

据了解，儋州东坡文化旅游区在
春节期间准备的文化旅游活动，包括

东坡乐坊演出、猜灯谜对诗词、钦帅
堂书法品赏体验、九品香莲观赏体
验、儋州特色小吃及产品展销、景区
职工调声队演出等。

除了春节黄金周的系列活动，备
受关注的第五届东坡诗词背诵赛决
赛，将在2月24日（正月初九）在儋州
东坡书院举行。

儋州东坡景区春节推出多项特色活动

本报那大 2 月 12 日电 （记者
易宗平 通讯员李珂 张琳）春节黄
金周期间，儋州市将推出以“我们
的中国梦·文化进万家”为主题的
迎新春系列文体活动。

据了解，2018 年春节期间，儋

州将举办山歌调声专题演唱会、迎春
广场文艺晚会、元宵游园晚会、“中国
梦·歌海情”元宵音乐会等系列新春
文体活动。

3月2日前，在儋州市民文化公
园、大戏院及各镇各村的公共场所，

将陆续举办系列文体活动。活动内
容既有儋州风情歌舞、表演唱、小品、
山歌、调声，也有体育项目展演，还有
电影、图书下乡等。

春节前后，儋州还准备了不少
亲子类节目，诸如夹气球接力赛、套

圈、猜灯谜等游戏。孩子们喜爱的
这些游戏节目，将于3月2日晚在儋
州市民文化公园举行。春节期间，
儋州还将举办“爱我河流”有奖征文
活动，让群众、游客积极参与互动，
提升生态环保意识。

以“我们的中国梦·文化进万家”为主题

儋州开展系列文体活动迎新春

近日，儋州林下蚯蚓养殖吸引了一批省内外人士前来参观“取经”。
本报记者 易宗平 摄

■ 本报记者 易宗平
特约记者 谢振安

今天，尽管天气很冷，但在海南大
学儋州校区农科基地，绿油油的芽苗菜
却透出勃勃生机。这是“星农夫”经济
实体开发和经营的蚯蚓有机肥农产品。

“星农夫”经济实体负责人苏剑
程毕业于华南热带农业大学，2013
年开始从事蚯蚓养殖。他说，使用蚯
蚓有机肥种出来的芽苗菜，健康环
保，吃起来口感也好。

苏剑程介绍，依托海南大学科技
优势，他与一群年轻创业者利用儋州
部分橡胶基地，已建起15亩林下蚯
蚓养殖场，用以生产蚯蚓有机肥。超
强台风“威马逊”导致文昌市罗豆农
场的许多土地被海水倒灌，采用蚯蚓
粪加工的有机肥对土壤进行改良后，
那里的盐碱地重新实现了稳产高产，
空心菜的亩产量接近4500斤。

如何发动更多人养殖蚯蚓？1

月下旬，苏剑程联合中国热带农业科
学院环境与植物保护研究所，举办了
林下蚯蚓养殖技术培训班。40人的
培训班，学员有海南多个市县的农业
种养大户，还有从山西、江西赶来听
课的种养大户。

儋州绿风蔬菜种植专业合作社
负责人廖之锋参加蚯蚓养殖培训后
兴奋地说：“我在做准备工作，打算春
节后养殖蚯蚓生产有机肥，发展更加
健康而高端的农业。”

来自山西省运城市盐湖区的种
养户薛斐月，也参加了此次林下蚯蚓
养殖技术培训班。他计划大规模养
殖蚯蚓，探索对蚯蚓本身进行深加
工，生产的蚯蚓活体用于养殖龟、鱼
等，蚯蚓粪用于生产有机肥。

“蚯蚓粪是‘金’不是土，希望林
下蚯蚓养殖基地形成更大规模。”谈
及蚯蚓养殖产业的未来，苏剑程表
示，发展生态循环农业大有可为。

（本报那大2月12日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