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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岸快讯

■ 本报记者 易宗平
特约记者 谢振安 通讯员 元浩

“我是浙江省杭州市人，到过多个
省份投资，前段时间在儋州注册了我
的第七家企业，半小时内搞定注册手
续，儋州工商部门的办事效率非常
高。”今天，海南泰绅农业科技有限公
司法人代表余财权接受记者采访时仍
感慨不已。

5月11日，拟在儋州市白马井镇
投资2.5亿元发展凤梨产业的余财权
及其合作伙伴，在该镇考察完，时间已
是下午。余财权一行初来乍到，白马
井镇委、镇政府安排专人带路，陪他们
赶往儋州市行政服务中心工商服务窗
口办理企业注册登记手续，于是出现
了本文开头客商点赞的一幕。

“考虑到周五结束后是两天休息

日，如果当天不给企业办好注册手续，
就要拖到下周。为了不让客商多跑
路，我们紧急安排了3个工作人员一
起办理业务。”今天，儋州市工商局注
册科负责人谢华雯回忆说。

儋州市工商局局长黄会军介
绍，从2016年9月1日起，儋州在全
面实施工商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
证、税务登记证“三证合一、一照一码”
登记制度改革的基础上，进一步整合
社会保险登记证、统计登记证，推行

“五证合一、一照一码”登记制度。
2017年10月1日，该市推行“多证合
一、一照一码”登记制度，整合了12个
部门共20个备案登记证，大大提高了
办事效率。

提高办事效率的秘诀是什么？儋
州市委书记袁光平在今年第一季度市
委经济工作会议上表示，要充分认识到
企业是市场主体，不断提升为企业服务
的能力和效率，做到“马上就办，办就办

好”，培育更多规模以上企业。
正是秉持这样的理念，儋州相关

部门通过提供高效服务，催生了更多
的经济实体。儋州市政府最新汇总数
据显示：2017年全市新增登记企业
1679家、注册资本97亿元，同比分别
增长31%、33%；新增个体户4712家，
同比增长 25.8%。2018 年 1 月至 4
月，全市新增企业575家、注册资本
23.11 亿元，同比分别增长19.79%、
119.43%；新增个体户1546家、出资
额1.87亿元，同比分别增长29.7%、
23.84%。

经济实体持续增加，体现了一个地
方的吸引力。近年来，儋州市委、市政
府主动服务，持续优化创新创业环境。

从2015年9月起，儋州出台激励
政策吸引国内外知名互联网企业将总
部整体迁入，或在儋州设立区域性总
部、独立核算的分支机构。此类企业
入驻儋州，除可享受省政府有关优惠

政策外，还可获得儋州市政府给予的
500万元落户奖励。从2015年11月
开始，该市开放创业担保贷款，最高可
贷款100万元，在两年期限内由市财
政按同期贷款基准利率的50%予以
贴息。从2018年5月起，在儋州注册
并具备食品安全生产许可证的生产企
业和各类营销主体，将儋州特色产品
销往市外酒店、超市、商场、企事业单
位，按增值税发票标明的销售额的
3%给予奖励，销售儋州粽子按增值税
发票标明销售额的5%给予奖励。近
3年来，市财政连年预算品牌农业专
项资金1000万元至2000万元，支持
农业龙头企业、合作社创立品牌。

一系列颇具创新意义的优惠举
措，优化了儋州的营商环境。

作为首个入驻儋州互联网产业城
的大企业，海南东华软件有限公司加
快实施“南海云都”战略。该公司副总
经理李强说，“南海云都”项目以互联

网、云计算产业为基础，涵盖城市建
设、公共安全等多个领域，计划投资
10.6亿元，自2017年启动建设以来，
已完成投资3.5亿元。

包括“南海云都”在内，儋州引进
了许多重点项目。儋州市发改委数据
表明，2018年，该市实施29个市重点
项目，计划总投资1889亿元，其中年
内计划完成投资102.6亿元。从投资
结构来看，这些项目包括重点产业、

“五网”基础设施、城镇化建设、社会民
生等类型。其中的重点产业项目，涉
及热带特色高效农业、旅游业、海洋经
济产业、现代商贸物流业等。

如何创造有吸引力的投资环境，
培育经济增长动能？儋州市市长朱洪
武表示，要努力打造实干政府、诚信政
府、廉洁政府，建立“亲”“清”新型政商
关系，提高主动服务意识，进一步激发
各类市场主体的活力。

（本报那大5月29日电）

今年前4月新增企业575家、个体户1546家，企业注册资本同比增长119.43%

儋州以高效服务吸引企业投资

东坡塘畔
荷景美

5 月 22 日，在儋州东
坡文化旅游区东坡塘畔，
绿油油的荷叶迎风在水中
摇曳，洁白的荷花散发着
缕缕清香。

夏日来临，东坡塘每
天吸引着不少市民游客前
来赏荷。据悉，儋州目前
正在打造“田园东坡综合
体”项目，进一步丰富旅
游产品供给。

本报记者 陈元才 摄

儋州市八一中心小学的学生在上植物栽培课。 本报记者 易宗平 摄

■ 本报记者 易宗平 通讯员 符发智

扇形、圆形、梯形、菱形、三角形、
正方形、长方形等各种图形的地块
上，种满了百合、韭菜、地瓜、马铃薯、
车前草、长寿花等多种植物。这是儋
州市八一中心小学利用校园零星空
地，建起的植物栽培基地。今天下
午，一群学生来到这里学习、劳动，忙
得不亦乐乎。

在儋州市八一中心小学教师梁
桂琼的指导下，学生们分成了多个小
组，有的负责除草，有的负责松土，有
的负责浇水，有的负责施肥。

植物栽培课刚开始，学生们便情
不自禁地开起了讨论会——

“植物栽培课太有趣了，让我们
好像发现了一块新大陆。”该校三年
级学生黎岳睿一边给马铃薯除草，一
边告诉记者。“我学会了栽培和管理
蔬菜。”正在用铲子松土的三年级学
生黎秀蕾，抬起头来说道。

“我也学会了栽种植物，还会算
长方形菜地的周长。”三年级学生符

秀香兴奋地说，“上次我还把植物栽
培课上的趣事写进了日记和作文中
呢！”“我会计算好几种菜地的周长和
面积呢！”四级年学生宋佳钰也加入
讨论。“去年老师还把我们自己种的
地瓜煮熟后，让大家品尝哩！”四年级
学生王明奥回忆道。

学生们一边讨论交流，一边完成
各个小组的劳动任务，一节课下来颇
有收获。

梁桂琼介绍说，这个植物栽培基
地有近300平方米，植物栽培课融合
了多个学科的知识：科学方面，学生可
以认识各种植物，并学到栽培和管理
技术；数学方面，学生自己动手测量各
种图形长宽高等数据，并计算周长和
面积；语文方面，学生在劳动中细致观
察，并把所见所闻所思写进日记和作
文中；美术方面，学生可以对植物的各
个生长阶段进行写生，创作美术作品；
思想品德教育方面，教师可以借助这
个栽培基地，引导学生从小养成热爱
劳动、珍惜劳动成果的品质。

据悉，儋州市八一中心小学已开

发出包括《植物栽培》在内的多本校
本教材，如《舞蹈》《足球》《书法》《写
作》等。该校校长林惠琴表示，在开
发这些特色校本教材的基础上，该校

用心开发“一校一品”校本课程，作为
国家课程和地方课程的补充，用心培
养全面发展的学生。

（本报那大5月29日电）

本报那大5月29日电（记者易
宗平 通讯员李珂）如何进一步提升
医疗健康保障水平？记者今天从儋
州市卫计委获悉，该市着力落实政府
办医责任，在市级公立医院全面取消
药品加成的同时，加大对公立医院的
财政补助和建设资金投入。

儋州在落实政府办医责任方面
采用“加减法”。在“减法”上，为有效
破除以药养医的旧机制，切实减轻群
众用药费用负担，儋州市级公立医院
全面取消药品加成，全市3家公立医

院实行药品零差价销售。在“加法”
上，2017年儋州发放医院药品零差
价财政补助达1086.14万元，其中海
南西部中心医院402.14万元、市人民
医院600万元、市中医医院84万元。

在支持公立医院建设的力度
上，儋州也在持续做“加法”。2017
年，该市为海南西部中心医院二期
项目投入1亿元，投入8300万元作
为该医院化解债务、购置医疗设备
的经费；为市人民医院新住院楼建
设项目投入财政启动资金5000万

元，投入500万元财政资金作为市
人民医院创“三甲”经费；投入100
万元作为市中医医院“名医传承”项
目保障经费，投入40万元建设市中
医医院国医馆；全市每年预算财政
资金1000万元，用于提升公立医院
服务能力建设。

“加减法”不但使群众有了更多
获得感，也有力推进了公立医院的各
项建设。儋州市卫计委汇总数据显
示：一年来，市人民医院的人均住院
费 用 减 少 14% 、业 务 收 入 减 少

3.7%。其主要原因为无效收入（药品
收入）减少，医师违规（不合理检查、
不合理用药）次数同比下降 1.2%。
2017年10月，市人民医院顺利通过
三级甲等医院现场评审。而对于海
南西部中心医院而言，2017年该医
院患者平均住院天数保持在7天左
右，门急诊量达45.2万人次、同比增
长17.8%，出院3.46万人次、同比增
长9%，病床使用率达110.2%、同比
增长10.6%，医院的运行效率进一步
提升。

采用“加减法”落实政府办医责任
儋州取消市级公立医院药品加成，加大投入支持公立医院建设

八一中心小学校本课程融合多学科知识，学生们感慨：

“植物栽培课让我们发现了新大陆”

今年前4月重点项目
完成投资7.8亿元
新建项目开工率高出省要求目标值
19.5个百分点

本报那大5月29日电（记者易宗平 通讯员
周鲁）正值高温天气，儋州多个重点项目工地呈现
一派火热施工景象。今年1月至4月，该市29个
重点项目累计完成投资7.8亿元。其中，6个新建
项目开工建设，新建项目开工率达42.8%，高出省
要求目标值19.5个百分点。

今年以来，儋州部分重点项目加速推进。截
至4月底，有8个项目投资率超过省要求目标值：
儋州市城乡智能网络及末端接入网改造建设项目
完成目标值的250%、滨海新区滨海二道工程完
成目标值的65%、电网设施项目完成目标值的
41.5%、兰洋特色小镇完成目标值的40.4%、嘉禾
现代休闲农业观光园（云舍松涛·海南中国村）完
成目标值的40%、儋州万通农产品批发交易市场
完成目标值的38.6%、2018年高标准农田建设项
目完成目标值的30%、海南西部中心医院二期项
目及配套设施建设项目完成目标值的30%。

儋州市重点项目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有
关负责人表示，该市推行“六个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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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责任制
度，确保重点项目建设顺利推进，为经济提质增速
打下坚实基础。

儋州粽子品鉴推广
活动举行
多家粽子生产企业和商贸企业签约

本报海口5月29日讯（记者易宗平 特约记
者谢振安 通讯员李珂）“儋州粽子味道不错”……
5月27日，儋州粽子品鉴推广活动在海口市海秀
东路望海国际广场拉开序幕，吸引了众多市民游
客品尝、购买。多家粽子生产企业与相关商贸企
业现场签约。

在当天的儋州粽子品鉴推广活动中，海南粽
乡源儋州粽子股份有限公司与海南兆海隆食品有
限公司，儋州广和食品有限公司与海口宏宾贸易
有限公司，儋州市小晓家食品有限公司与长春欧
亚集团商都超市总部，分别签约，力促儋州粽子成
批量地销往省内外市场。活动现场设置了幸运抽
奖、儋州粽子DIY等互动游戏环节，吸引市民游
客参与其中。

据了解，儋州粽子是儋州九大特色农产品之
一，该市有粽子生产企业40多家。2015年，“儋
州粽子”被纳入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2016
年，中国饭店协会授予儋州市“中国粽子美食之
乡”称号。美誉度和知名度不断提升的儋州粽
子，畅销省内外市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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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赢脱贫攻坚战指挥部
给农民写公开信
号召配合支持全面排查工作

本报那大5月29日电（记者易宗平 通讯员
程远杰）在对贫困人口“漏评”“错退”“错评”开展
全面排查之际，儋州市打赢脱贫攻坚战指挥部今
天发出《致全市农民朋友的一封公开信》，号召大
家积极配合和支持排查工作。

在公开信中，儋州市打赢脱贫攻坚战指挥部
提出了3点建议：

一是如实报告。请大家根据调查组的要求，
积极配合调查，如实报告自己的家庭收入、子女
入学、住房、外出务工、经营公司、购买汽车（轿
车）等方面的情况。不得少报、漏报和隐瞒不报。
发现其他农户少报、漏报和隐瞒不报，及时向调查
组举报。

二是不得“闹贫”。贫困户的纳入和退出，都
有严格的标准和程序。凡不符合贫困户标准的，不
得申请成为贫困户。对隐瞒收入、弄虚作假以骗取
扶贫资金、物资等行为，将依法依规采取批评教育、
媒体曝光、行政拘留等方式进行处理和打击。

三是要充分认识到劳动创造幸福的道理。“幸
福都是奋斗出来的”，希望大家通过辛勤劳动发家
致富，不要依赖政府，不要“等、靠、要”。要努力学
习致富本领，依靠自己的双手创造幸福生活。

儋州职校招聘12名
副高级以上职称教师
获聘者可获10万元工作经费

本报那大5月29日电（记者易宗平 通讯员
刘占锋）儋州市中等职业技术学校近日发布引才

“英雄帖”，面向全国招聘具有大专院校工作经历
的副高级以上职称专业技术教师12名。

本次招聘，应聘者须具备如下资格条件：一是
具有相应的教师资格。具有国民教育大学本科及
以上学历、副教授及以上职称；年龄50周岁（含）
以下。二是具有5年（截至2018年6月15日）以
上大专及以上院校教育教学管理工作经历。

值得一提的是，儋州市中等职业技术学校此
次招聘的教师，将纳入该校事业编制。同时，该校
按10万元/人安排工作经费。据了解，此次招聘专
业技术教师的专业方向为：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电
子信息技术、烹调工艺与营养、服装设计与工艺、人
物形象设计、旅游管理、民间传统工艺（雕刻）。

“一创两建”出台新规：

那大建成区禁止
饲养家禽家畜

本报那大5月29日电（记者易
宗平 通讯员李珂）记者今天从儋州

“一创两建”工作指挥部获悉，该市日
前出台新规，禁止在那大建成区内饲
养家禽家畜。

今年以来，儋州着力推进“一创两
建”，即争创全国文明城市，建设国家
卫生城市和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
市。为提升城市品位，儋州“一创两
建”工作指挥部决定，除因教学、科研
以及其他特殊需要饲养且经市综合执
法局批准的，在那大建成区等范围内
禁止饲养鸡、鸭、鹅、兔、羊、猪、食用鸽
等家畜家禽。

儋州禁止饲养家禽家畜的具体范
围为那大主建成区：东至中兴大道东
段（兰优村东侧），东南至美爷桥北端
（不含美爷桥），西至中兴大道西段雅
拉河西岸的雅拉农场、雅拉小学的南
侧（不包含广物雅拉湖畔小区、儋阳
楼、部分人民西路等），北至那洋公路
与宝岛路交汇处（包含云月湖、四中、
新居村、怡心花园二期等）。

儋州一批商品房
获准预售

本报那大5月29日电（记者易
宗平 通讯员李珂）记者今天从儋州
市住建部门获悉，近日该市核发了
一批商品房预售许可证，第一季度
共有 12 家房地产企业的商品房获
准预售。

据了解，第一季度儋州获准预售
的部分楼栋为：海逸豪苑1-2期C3、
C4栋，儋州万通农产品批发交易市
场第二期8#、9#、10#、13#楼商品房，
儋州·西锦城（三期）［D1、D2、D3、
D4、D5（D5-1）、D6（D5-2）楼］商品
房，鸿信·南茶御景（A段商铺A01-
A21）商品房，鸿信·南茶御景（B段
商铺B01-B20，1-4#楼）商品房等。

儋州市新增企业575家

同比增长19.79%
出资额1.87亿元

同比增长23.84%
2018年1月至4月

注册资本23.11亿元

同比增长119.43%
新增个体户1546家

同比增长2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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