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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昌大力推进“为民办实事”项目落实

为民办实事 真情暖民心
■ 本报记者 李佳飞 特约记者 黄良策

“现在方便了！农村公路连接镇墟，县道、省道一直通到村里，村民出行方便，来村里收购瓜菜的外地商贩也多了，农产品价格
跟着涨！”11月25日，文昌市文教镇熔炉村委会主任符策谋高兴地对海南日报记者说。

治国有常，而利民为本。符策谋点赞的农村公路，正是文昌市“为民办实事”项目内容之一。今年来，文昌市委、市政府坚守为
民初心，重视城乡路网建设、农村危房改造、危桥改造等工程，着力优化人居生活环境，赢得百姓良好口碑。

“这里原来也有一条路，但
是没有硬化，黄土地，一到下雨
天就泥泞不堪，不便出行。”穿过
一片开阔的田洋，符策谋指着身
后通往良亩仔村的水泥路告诉
海南日报记者，为让农村公路真
正便民，文昌市在不征地、不占
田的基础上，利用原有老路地基
进行修葺，并在改善田间道路方
面充分征求村民意见，以用最小
的代价达到最好的效果，公路修
成后，村民都很满意。

在东路镇，通往蛟塘村委会
春花林村的一条乡村公路刚刚
落成。几个月前，这里还是一条
土路，路面坑洼不平，且较为狭
窄，通不了大车，村民出行极为
不便。今年5月，文昌市启动这
条公路的重建工作，短短几个月
的时间，宽3.5米的平坦水泥路
就修好了，村民还自发捐款安装
了路灯。

“路通财通，现在外出干工
和谋生意的人都多了！”春花林
村村民邢诒新告诉海南日报记
者，如今，他常常开车运瓜菜外
出销售，收入增加，生活更好，幸
福感更强了。

“群众利益无小事。”在年初
的部署工作会议上，文昌市委主
要负责人就一再强调，要着力保
障和改善民生，兑现为民办实事
的承诺，进一步提升群众幸福指
数，努力建设美好幸福文昌。

文昌市交通运输局局长王
康强介绍，根据市委市政府部
署，2018年文昌市“为民办实事”
农村公路项目计划建设总里程
713公里，计划总投资5.98亿元，
目前已全部开工，完成建设586
公里，计划12月底前全部完工。

在会文镇官新村，70多岁村民
刘之球家近来也有喜事：危房改造进
展顺利，在镇政府、住建局、财政局、
民政局等部门的帮助下，他们家的新
房已经落成。“住进新房子，以后台风
天就安心多了。”贫穷了大半辈子，终
于晚年享福的刘之球对此无限感慨。

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年
终岁末，回望文昌市一年来的民生

之路，桩桩件件承诺一一兑现，无
不体现执政者为民初心的情怀：

文昌市政府与清华大学附属中
学合作创办的文昌学校今秋竣工招
生，宽敞、明亮、崭新的现代化校园，
今秋迎来首批师生。学校为十二年
一贯制学校，包含小学部、初中部和
高中部，新增2295个学位。由于引
进清华附中先进的教育模式和管理

模式，学校开设了丰富的校本课程，
深受师生和家长们的欢迎。

为促进新能源公交车推广应用，助
力文昌绿色发展，倡导绿色出行，今年9
月，文昌市70辆纯电动公交车投入运
营，路线覆盖文昌市区9条公交线路，包
括2条旅游客运专线。

同时，为了方便市民出行，文昌还
同步推出了掌上公交系统，市民通过手

机关注“大道掌上公交”微信公众号，即
可查询公交线路、实时到站等信息，提
高出行效率.。

今年，省下达文昌农村四类重
点对象危房改造任务 452 户，截至
目前，文昌 452 户农村危房已经全
部竣工，竣工率100%。四类重点对
象危房改造补助资金已经全部拨付
到位。 （本报文城11月26日电）

桩桩承诺枝叶关情

■ 本报记者 李佳飞
特约记者 黄良策

“我今年一下子卖了300多斤蜂
蜜，增收3万多元！真得感谢阮书记
帮忙！”11月23日，文昌市东郊镇椰
林村委会文龙村贫困户符松高兴地
告诉海南日报记者。

符松口中的“阮书记”叫阮家颖，
是东郊镇椰林村驻村第一书记。他
原是文昌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工作人员，2017年被派到东郊镇椰
林村委会当驻村第一书记，在开展扶
贫工作的过程中，尽心尽力，帮助村
民解决实际难题。他发动贫困户组

建的“脱贫致富电视夜校学习班”，获
得过省级“脱贫致富电视夜校先进
班”荣誉称号。

今年，符松自家产的蜂蜜质量
很好，但苦于没有销路，蜂蜜收入并
不高。阮家颖知道后，马上到符松
家中，帮他拍摄蜂蜜图片，撰写介绍
文字，在省爱心扶贫网文昌馆中发
布，并主动将符松的蜂蜜放到微信
朋友圈中，进行宣传推销。

“不仅是我，镇里的扶贫人也都
在帮忙。”阮家颖告诉海南日报记
者，经调研他了解到，东郊椰林的蜂
蜜产品质量好，可惜之前销路不佳，
所以影响了农户增收。于是，他发

动村委会干部帮助贫困户整理产品
介绍和图片等信息，尝试借助省爱
心扶贫网进行网络营销，镇一级扶
贫干部也帮忙收单、发货，提供物流
包装等服务。

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不懈的
努力，东郊椰林的优质野生蜂蜜一炮
打响，符松一次就接到70罐共140
斤蜂蜜的大单，笑得合不拢嘴。

为帮贫困户节约邮寄运输费用，
阮家颖还用自己的私家车，将蜂蜜亲
自运送到清澜片区客户家中。据悉，
在省爱心扶贫网上，符松家的蜂蜜每
罐两斤装，售卖价格为258元，一次
卖出70罐蜂蜜，符松赚得近1.8万元

收入。
有了“触网”成功的经验，阮家

颖更加干劲十足。他说，希望类似
的模式可以在其他贫困户家复制，
希望大家大胆地把自家优质农产品
拿出来，通过扶贫网销售出去，实现
脱贫增收。

文昌市东郊镇椰林村党支部书
记符光告诉海南日报记者，阮家颖
自驻村以来，认真负责，不辞辛苦走
村串户，在说服贫困户借力互联网
推销农产品方面下了很多功夫，大
家尝到了“触网”的好处，对他更加
佩服。

（本报文城11月26日电）

文昌东郊镇椰林村驻村第一书记阮家颖——

让扶贫农产品“触网”畅销

本报文城11月26日电（记者李
佳飞 特约记者黄良策）今年来，文昌
市坚持大力推进市场监管体制机制改
革，全面实施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
深化负面清单改革，强化事中事后监
管，进一步简化企业投资审批，激发各
类市场主体活力，不断优化营商环境。

据了解，在简政放权方面，文昌
将登记前置审批事项从36项削减到
9项，并将审批权限下放至基层工商

所，实行“注册官”核准制度，提高登
记审批效率。与此同时，全面推行外
商投资企业商务备案与工商登记“单
一窗口、单一表格”受理，为外商投资
企业节约70％审批时间。今年以来，
全市新增市场主体4361户，新增个
体工商户3470户。其中，注册资本
1000万（含1000万）以上的市场主
体187户，较去年上涨了43.85％。

在推动商事制度改革方面，文昌

进一步完善工商权力清单制度，继续
贯彻落实“先照后证”等一系列便利
化措施，让更多市场主体持照即可经
营。目前，文昌市对新设市场主体共
发出“多证合一、一照一码”营业执照
6332张，其中企业1874户、农民专业
合作社84户、个体工商户4374户。

在加强监管方面，文昌多次开展
旅游市场检查，加大对无照经营，假冒
伪劣商品打击力度，完善事中事后监

管，逐步转向以信用为基础的市场主
体监管。今年以来，共立案101宗，办
结98宗，罚没款104.46万元。

此外，文昌积极优化线上线下一
站式服务，按照“全程网办”模式，打
造了一体化全流程互联网“不见面审
批”政务服务平合，通过大力推广实
施“互联网＋政务服务”模式，当天受
理当天办结，明显提高企业和群众办
理营业执照的工作效率。

文昌市纪委监委：

打造机关廉政文化
本报文城11月26日电（记者李佳飞 通讯

员黄云平）“多一点学习，少一点应酬；多一点知
足，少一点失衡；多一点敬畏，少一点侥幸；多一
点奉献，少一点计较；多一点包容，少一点隔阂
……”近日，走进文昌市纪委监委办公楼，一股浓
郁、清正的廉政文化之风扑面而来。

这是文昌市纪委监委加强纪检监察干部队
伍自身建设，打造机关廉政文化，展现新时代纪
检监察干部良好形象的一个缩影。

为全面提升纪检监察干部的思想境界、纪法
素养、职业操守和精神状态，文昌市纪委监委充
分利用机关大楼这个载体，将党建活动、业务知
识、传统文化相结合，采用廉政书画、标语等形
式，打造“忠诚、干净、担当”的机关廉政文化。同
时，在机关二楼大厅设立党员活动室和廉政书
屋，配备书桌椅，方便干部职工随时阅读，达到润
物细无声的效果。

文昌市纪委监委干部表示，每天上下班，都能
潜移默化地接受廉政文化熏陶，不仅让廉政意识得
到增强，还让心灵得到净化。在今后工作中，一定严
格要求自己，持续强化自身修养，真正把廉政理念内
化于心、外化于行，并转化为思想自觉、政治自觉和
行为自觉，永葆奋斗初心和不变底色。

文昌美沙酮药物维持治疗自助服务站启用

开启“科技+禁毒”新模式
本报文城11月26日电（记者李佳飞 通讯

员陈扬凡）近日，利用科技手段、创新智能化服务
的文昌市美沙酮药物维持治疗自助服务站正式
启用，有效解决了传统美沙酮维持治疗站建设运
营成本高、治疗点少、入组率低、治疗效果欠佳等
问题，明显提升美沙酮替代治疗效果。

据悉，该自助服务站设备由公安、卫健、疾
控中心、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等部门负责系统
业务监管，具有自助取用美沙酮药液、远程咨
询、紧急求助、治疗人员档案智能管理等功能。
治疗人员可以随时就近选择自助服务站自行取
药，设备通过人脸识别、指纹识别等方法确认身
份后，会根据智能管控系统和治疗人员 IC数
据，给予相应规格剂量的美沙酮药物。服药人
员一旦从设备中取出药品后，必须当场服用。
在系统确认已服药后，高强度钢化玻璃设备门
才会开锁，让服药人员离开。在服用过程中如
遇不适可通过系统一键报警功能，启动相应的
救援措施。

自助服务站设备采用医生与治疗人员对话
的模式，让治疗人员了解服用药品的注意事项和
服药禁忌，提升用药安全性。此外，该设备还具
备数据库建设、统计分析、业务监管等功能。

文昌市禁毒委相关负责人表示，美沙酮药物
维持治疗自助服务站建设是文昌市一项全新也
是一项探索中的社会系统工程、民心工程，下一
步将继续完善自助服务站的建设，增加健康状况
评估、心理康复矫治服务等功能，为治疗人员提
供更好的智能化服务。

加快“两违”整治

文昌启动
约谈问责制度
部分乡镇主要负责人被约谈

本报文城11月26日电（记者李
佳飞 特约记者黄良策）海南日报记
者 11 月 26 日从文昌市获悉，为加
快“两违”（违法建房和违法占地）
整治步伐，文昌市采取系列措施，
压力层层传导，每天在微信工作群
公布处置存量“两违”和新增防控
工作进度，对排名落后或工作推进
不力相关单位和负责人启动了约
谈问责制度，日前，部分乡镇主要
负责人被约谈。

据了解，为推进“两违”整治工
作，文昌市多次召开成员单位会议，
研究“两违”图斑分类处置，针对设
施农用地处置、农房报建、混凝土市
场监管、供电用户擅自为“两违”施
工现场提供电源等问题进行了研究
和部署。市综合行政执法局抽调人
员加强督导力量，每天分成两个小
组对全市新增“两违”进行督导检
查，严密防控。

与此同时，文昌市委督导组每
天在镇（场）开展巡查督导，发现
有正在施工建设行为的，当即下
达督办函要求辖区镇政府及时组
织人员到现场调查，如属违法建
筑，要求立即采取有效措施进行
制止。截至目前，已下达督办通
知 143 份；东郊、东路、锦山、冯坡、
会文等镇一周内处置存量“两违”
图斑126宗，拆除违法建筑3.9万多
平方米。

文昌市政府相关负责人介绍，接
下来，文昌将进一步加强网格化防控
体系监管，督导巡查中发现新增“两
违”的，将追究相关网格管理人员责
任，并进一步明确“零报告”工作流
程，对监管不力、工作推诿、以及不配
合“两违”整治工作的相关责任人启
动问责。

文昌首期基层文化队伍建设培训班开班

102人参加培训
本报文城11月26日电（记者李佳飞）为进

一步加强基层文化队伍建设，促进基本公共文化
服务实现标准化、均等化，日前，由文昌市旅游和
文化广电出版体育委员会联合海南省图书馆共
同举办首期基层文化队伍建设培训班。来自该
市各镇（场）宣传委员、文化站站长、村委会文化
室管理员共计102人参加了培训。

据了解，本次培训围绕基层公共数字文化服
务推广主题，邀请了北京国家图书馆、中科院自
动化研究所以及海南省图书馆文化共享工程海
南省分中心专家，分别就《公共数字文化工程建
设与服务》《公共文化服务云在基层的服务与推
广》《公共数字文化工程宣传服务与推广》等内容
进行了详细的解读。

培训为期两天半。文昌市旅文委相关负责
人表示，此次培训对进一步做好各地的公共数字
文化服务与服务推广具有重要意义，在接下来的
工作中将加强平台和资源的统筹、对接、整合，推
进并保障相关项目的地方落地和实施。

在公坡镇，英敏小学的孩子们这
学期再也没有因为下雨天而中断上
学。因为通往英敏小学的必经桥梁
——莲枋桥经改造修缮后极大地方便
了人们出行。

莲枋桥连接着公坡镇力群、五一、新
华3个村委会，是该片区孩子就读英敏
小学通行的重要关碍。原桥由当地外出

华侨捐资于1979年建成，由于年久失
修，桥体多处裂缝，存在极大的安全隐
患，遇阴雨水涨天气，低矮的桥身会被
淹没，无法通行。“以前一下雨，英敏小
学校长就会通知学生放假，不让冒险过
桥上学。”力群村委会妇女主任林春燕
在村里生活了近50年，对此记忆犹新。

如今，不一样了：改造修缮的新桥

不仅更加牢固，而且加高、加宽了桥
身。走上宽约6米的桥面，感觉两辆
轿车并行都没有问题。

“为民办实事就是帮助群众解决
实际难题，再小的事情也不能忽视。”
陪同海南日报记者采访的公坡镇政府
工作人员符气雅感慨，一座桥让政府
和群众的心更加紧密相连，干群关系

也更加密切。
海南日报记者从文昌市交通六大

工程指挥部获悉，文昌市今年将危桥改
造作为服务农村群众生产、生活的一项
重要民生工程全力推进，计划改造农村
危桥95座，总投资1.57亿元，目前已全
部开工，预计今年底前可竣工75座，至
明年3月可全部竣工完成。

“群众利益无小事”

“小题”就该“大做”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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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以来，文昌全市新增市场主体4361户，新增个体
工商户 3470户。其中，注册资本 1000万（含1000万）以
上的市场主体 187户，较去年上涨了43.85％

今年以来，文昌市
共立案 101 宗，办结 98
宗，罚没款 104.46万元

目前文昌市对新设市场主体共发出“多证合
一、一照一码”营业执照6332张，其中企业 1874户、
农民专业合作社84户、个体工商户4374户

优化营商环境

文昌大力推进市场监管体制机制改革
在推动商事制度改革方面 在加强监管方面在简政放权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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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昌部署扫黑除恶专项斗争
举报热线：63380332

本报文城11月26日电（记者李佳飞）根据
省委安排，省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第一督导组日
前正式进驻文昌市，就文昌市扫黑除恶专项斗
争工作情况进行为期20天的专项督导。对此，
文昌市高度重视，第一时间召开全市干部大会，
对督导工作及扫黑除恶专项斗争行动进行部署
和动员。

在全市干部大会上，文昌市委主要负责人要
求，各部门、各镇（场）要提高政治站位，增强扫黑
除恶专项斗争的责任感、使命感，全力支持配合
督导工作，为督导组营造良好工作环境；要坚持
靶向发力，迅速形成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新一波的
强大攻势；要以本次督导工作为契机，压实工作
责任，扛起使命担当，做好自查自纠，深挖涉黑涉
恶“保护伞”，打一场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人民战
争，切实提高人民群众的安全感和满意度。

文昌市公布督导举报热线电话，受理群众涉
黑涉恶来信，举报电话：0898-63380332。热线
开通时间：上午8：30—11：30，下午14：30—17：
30。督导组受理举报地址：文昌市文城镇文昌大
道187号天成酒店1310房间。

11月25日，俯瞰位于公坡镇的莲枋桥，莲枋桥经改造修缮后,极大地方便了群众的出行。 本报记者 袁琛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