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儋州市城乡智能网络及末端接入网改造建设项目 732%
儋州滨海新区供排水一体化PPP项目 120%
嘉禾现代休闲农业观光园 108%
海南西部中心医院二期项目及配套设施建设项目 104%
2018年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 103%
兰洋特色小镇项目 99%
电网设施项目 97%
儋州万通农产品批发交易市场 94%
儋州市农村公路交通扶贫六大工程 89%

进
度

完成年度投资计划的87%
超出序时进度3.7个百分点

其中

社会投资项目累计完成投资71亿元
同比增长了20个百分点

1月至 10月，儋州 29 个
市重点项目累计完成投资

89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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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那大11月28日电（记者周
月光 通讯员李珂）固定资产投资额
是地方经济发展的重要指标。在宏
观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的背景下，今年
前10月，儋州市完成固定资产投资
额同比增长14.6%，位居全省前列。

抓经济发展关键是抓项目建
设。今年以来，儋州大力实施“大企
业进入、大项目带动”战略。统计数

据显示，今年儋州确定市重点项目29
个，当年计划投资102亿元。1月至
10月累计完成投资89亿元，完成年
度投资计划的87%，超出序时进度
3.7个百分点。新建项目14个，累计
完成投资4.1亿元；续建项目12个，
累计完成投资83亿元；竣工项目3
个，累计完成投资1.9亿元。

今年以来，随着营商环境的持续

优化，儋州多个重点项目超计划完成
投资进度。截至10月底，儋州市城
乡智能网络及末端接入网改造建设
项目、儋州滨海新区供排水一体化
PPP项目、嘉禾现代休闲农业观光
园、海南西部中心医院二期项目及配
套设施建设项目、2018年高标准农
田建设项目、兰洋特色小镇项目、电
网设施项目、儋州万通农产品批发交

易市场、儋州市农村公路交通扶贫六
大工程等10个项目投资完成率超过
序时进度。

儋州市重点项目办主任莫运维
说，今年1月至10月，儋州固定资产投
资中社会投资表现抢眼。29个市重点
项目中，政府投资项目累计完成投资
18亿元；社会投资项目累计完成投资
71亿元，同比增长了20个百分点。

社会投资表现抢眼，10个市重点项目完成投资超序时进度，今年1月至10月

儋州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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抢抓海南建设自贸区、自贸港的
机遇，儋州市把优化营商环境放在优
先位置、突出位置，提升了城市竞争
力，抓住了经济发展的牛鼻子。

为了扛起海南建设自贸区、自贸
港的责任担当，儋州着力精减审批事
项、优化审批流程，成立调整推进服

务项目落户的机构，并由市委书记、
市长挂帅，彰显了抓改革、抓开放、抓
发展的力度和魄力。

一个地方经济发展落后，原因是
综合性的，营商环境不好，是其中一
个重要因素。在海南，儋州经济发展
还不够充分，发展质量有待进一步提
高。今天的儋州人强烈意识到，抓优
化营商环境就是抓经济发展，他们正
在奋起直追，努力补齐营商环境方面

存在的短板。
在优化营商环境方面，儋州拓宽

思路，强调优化营商大环境。规划城
市路径是优化营商环境，制定产业发
展体系是优化营商环境，创建文明城
市是优化营商环境，扫黑除恶是优化
营商环境……

今年以来，在宏观经济下行压力
加大的背景下，儋州固定资产投资等
经济指标持续快速增长，一个重要原

因就是儋州营商大环境不断优化。
营商环境优化无止境。对照国

际标准，儋州优化营商环境还要进一
步丰富内涵，具体工作还要进一步细
化。为此，儋州把全球顶级的两家咨
询公司请来把脉问诊，帮助该市进一
步做好优化营商环境这篇大文章。
下好优化营商环境这步“先手棋”，加
上百万余儋州人的努力，儋州经济发
展将迈向更高水平。

优化营商环境是加快发展的“先手棋”

■ 本报记者 周月光
特约记者 谢振安

在建设海南自贸区、自贸港大局
中，如何抢抓机遇加快建设海南西部
中心城市？儋州市着力优化营商大环
境，打造开放高地，吸引优质项目落
户。儋州今年前10月的固定资产投
资额同比增幅达两位数，利用外资总
额居全省第一。

精减审批程序
出现3个“零审批”部门

“我们在儋州已经注册公司，正在
开设银行账户，这里的营商环境比我
预想的要好。”澳门跨境说网络科技有
限公司董事长周运贤说，11月初，儋
州市赴香港专题招商，该公司决定来
儋州投资，前几天派人进驻儋州，并在
两天内办完了新公司注册手续及其他
事项。

作为正在加快发展的西部中心城
市，儋州的产业基础一度十分薄弱，市
场主体、人才、资金等要素短缺。如何
优化营商环境吸引更多市场主体前来
投资兴业，今年以来，儋州进行了大胆
探索。

“凡是没有法律法规依据的审批
事项一律取消。”儋州市政务中心主
任赵明乐说，4月13日，习近平总书
记在庆祝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30周
年大会上宣布支持海南建设自贸区、
自贸港后，儋州深化“放管服”改革，
加大优化营商环境力度，对全市所有
部门行政审批事项进行清理。行政
审批事项减少154项，公共服务事项
减少67项。

行政审批事项清理精减后，儋州
出现了3个“零审批”部门：儋州市发
展与改革委员会、儋州市财政局、儋
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这3
个部门不再对有关公民和法人的事
项有审批权，原有审批事项列为内
部业务管理内容，纳入政务服务事
项目录。

大幅精减审批事项的同时，儋州
市推出“互联网+政务服务”，实行互
联网“不见面审批”等举措。

“业务查询和办理全程电子化，不
仅方便了群众，部门的工作效率也大
大提高了。”儋州市工商局注册科科长
谢华雯说，工商窗口推行网上办照及
一次性告知制、首问负责制、错时服务
制后，有效解决了过去办事“多窗跑”

“往返跑”“反复跑”的问题，企业设立

登记的时限从过去的20个工作日压
缩至3个工作日。

创新服务机制
改革项目审批程序

儋州那大镇番园城市更新项目，
总投资超过10亿元，是儋州首个旧城
改造项目，涉及面广。儋州仅用两个
多月就完成项目建设前期准备工作。
工作效率如此之高，得益于儋州建立
的项目推进服务新机制。

今年以来，儋州全方位优化营商
环境，建立重点项目推进服务机制，成
立高规格的土地与房屋征收工作领导
小组，由市委书记和市长担任领导小
组组长。儋州还调整重点项目建设领
导小组架构，由市委书记、市长担任组
长，下设专职的市重点项目办公室，研
究谋划、协调推进、跟踪服务全市重点
项目。

为加快项目落户建设，儋州市改
革项目建设审批程序，先后制定《儋州
市工程建设项目并联审批实施方案》
《儋州市路网建设项目联合审批改革
方案》和《儋州市社会投资项目并联审
批实施方案》，3个方案简化了项目建
设审批事项的内部环节之间互为前置

的繁锁程序，将改革前的串联分步审
批优化为并联同步审批，大幅缩短整
体审批用时。

此外，儋州还印发《儋州市优化政
府投资项目若干办法》，改革政府投资
项目审批程序，项目总投资在100万
元（含）以下的政府投资项目，不再报
政府部门审批。

精准做好产业规划
优化营商大环境

安永是全球顶级咨询组织。11
月27日，安永大中华区交易咨询城镇
化与经济咨询公司合伙人余泠女士带
着团队进驻儋州。

“营商环境不只是商业的便利化，
而是一个完整的社会经济发展生态
链，包括城市功能定位、产业发展规划
等。”余泠说，她进驻儋州的任务是：为
儋州制定城市发展战略规划、产业发
展体系规划和优化营商环境提供咨询
服务。

余泠认为，“优化营商环境不应
止步于商业的便利化，而是要营造一
个完整的社会经济发展生态环境。
它源于产业，而高于产业。”她认为，
儋州在海南是非常有特色、有发展潜

力的城市，儋州提出以建设海南西部
的医疗中心、教育中心、文体中心、消
费中心和服务中心等5大中心为支
撑，建设海南西部中心城市。5大中
心建设形成的体系，是儋州广义的营
商环境，也是儋州吸引投资者的魅力
所在。优质的医疗环境、教育环境，
齐备的文体设施等，能够让资金、人
才等发展要素在儋州汇聚。安永将
针对儋州建设海南西部中心城市的
定位，提供有针对性的产业规划服
务，进一步丰富儋州优化营商环境的
内涵。

儋州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林刚
说，儋州市委、市政府深入学习习近
平总书记“4·13”重要讲话和中央12
号文件精神，对儋州资源进行梳理，
并考虑关联区域的发展实际，找准
城市定位，确定产业发展目标。11
月初，儋州赴香港专题招商后，很快
就有签约项目落户，其中一个重要
原因就是该市产业规划精准。

另一个全球顶级咨询公司——新
加坡盛誉集团也已进驻儋州。林刚
说，儋州将对照国际标准，把优化营商
环境作为政府工作的重中之重，推动
儋州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

（本报那大11月28日电）

11月25日，位于儋州市那大镇的万通综合批发交易市场已基本完成施工，项目运营方正在招商。
该项目总建筑面积9.04万平方米，规划打造成集农副产品批发、购物、餐饮、娱乐、休闲等为一体的

高品质商业园区。截至今年10月底，已完成施工进度94%。近年来，儋州多措并举打造海南西部商贸
中心，该项目是儋州市重点项目。 本报记者 陈元才 摄

优化营商大环境 助推儋州快发展

儋州万通综合批发市场
基本完工

洋浦培训社区戒毒工作人员
本报洋浦11月28日电（记者林晓君 通讯

员邓明辉）近日，洋浦经济开发区禁毒办联合洋浦
经济开发区综治办举办社区戒毒社区康复工作人
员培训班。开发区各村（居）委员会的综治专干、
禁毒专管员及网格员共百余人参加培训。

培训中，受邀授课的省公安厅禁毒总队业务
骨干倪微向学员讲解了社区戒毒社区康复的由
来、条件、对象及决定机关等内容。同时，详细分
析我省社区戒毒社区康复存在的一些问题，并介
绍了社区戒毒社区康复的发展方向。她还现场解
答了学员在日常工作中遇到的各类问题。

培训后，学员们纷纷表示，通过参加此次培
训，对社区戒毒社区康复工作有了进一步的认识，
一定会把学到的知识运用到工作中，努力做好社
区戒毒社区康复工作。

洋浦禁毒办有关负责人表示，希望通过举办
培训班，进一步做好社区戒毒社区康复领域的基
础性工作，切实提高社区戒毒社区康复工作人员
的业务水平，推动洋浦禁毒工作有序开展。

今年前10月
利用外资全省第一

本报那大11月28日电（记者周
月光 通讯员李珂）儋州营商环境不
断优化，后发优势逐步显现。海南日
报记者从省商务厅获悉，今年前10
个月，儋州利用外资大幅增长，总额
与增幅均位列全省第一。

省商务厅的统计数据显示，今年
1月至 10月，儋州利用外资 2.92 亿
元，折合4422万美元，比去年同期增
长11倍，总额在全省各市县中排名
第一。外资进入儋州，主要集中于旅
游酒店开发领域。

据了解，儋州现有外资企业 37
家，其中18家是2017年9月以后办
理的外商投资备案。目前，儋州已办
理对外贸易经营者备案登记的外贸
经营企业80多家。

今年以来，儋州把引进外资外企
作为招商重点。11月初，儋州赴香
港进行专题招商，吸引了一批外企到
儋州投资。周大生珠宝（香港）有限
公司计划投资建设“中国儋州珠宝企
业国际总部基地”与“中国儋州旅游
纪念品产业基地”两个项目。澳门跨
境说网络科技有限公司计划投资在
儋州建设跨境说（儋州）国际联合创
新中心项目。香港幸福养老集团有
限公司计划在儋州建设幸福养老产
业项目。佳兆业集团有限公司、富力
地产（香港）有限公司等企业也纷纷
与儋州市政府签订战略合作协议。
目前，多个项目已在办理落户手续，
如澳门跨境说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已
在儋州注册公司。

儋州市招商局有关负责人说，随
着海南自贸区、自贸港建设的不断
推进，儋州独特的资源禀赋、区位优
势将吸引越来越多的外企前来投资
兴业。

儋州将整顿违规停车场

营造干净整洁环境
本报那大11月28日电（记者林

晓君 通讯员盘宝盛）海南日报记者
近日从儋州市“一创两建”工作指挥
部获悉，为了进一步提升市容市貌，
儋州将大力整顿违规停车场、乱堆放
石砂等问题，为市民营造干净整洁的
生活环境。

此次清理整顿的内容有：未经允
许，擅自占用人行道、机动车道等城
市道路及周边场地或公共场所堆放
砂石的；未取得工商营业执照，擅自
堆放砂石的；已办理工商营业执照，
但未办理合法用地手续或超出审批
用地范围堆放砂石，及堆放砂石无
任何防扬尘、防污染措施的；道路两
旁长期无人监管的砂石堆放点；城
市道路两侧未经审批的停车场；已
经审批但不符合建设规范的停车
场；各类运输车辆的违法行为等。

儋州交警部门将加大对各类运
输车辆违法行为的查处力度，并加
快研究制定农用车入市整治办法，
营造安全文明有序的交通环境。儋
州交通运输局将联合儋州综合行政
执法局等部门对停车场进行排查，
经批准设立但手续不齐全的停车
场，要求其按照相关规定补办手续；
非法设立的停车场，要求其停业整
改或进行取缔。

银川旅行社代表到
我省西部考察

本报那大11月28日电（记者周月光 通讯
员李珂）为提升海南西部旅游影响力和知名度，日
前，儋州市旅游委、海南西部旅游联盟委托海南省
旅行社协会组织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30家旅
行社的代表到海南西部开展旅游踩线考察。

据悉，本次旅游踩线活动是海南西部旅游
联盟到银川进行旅游推介的成果之一。银川30
家旅行社的代表自海口出发，先后赴儋州、白
沙、东方、昌江、临高等市县踩线考察。通过6
天 5晚的旅游踩线，各旅行社代表对海南西部
旅游资源有了进一步认识。儋州的古盐田、昌
江的棋子湾、临高的临高角解放公园等，给各旅
行社代表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们拍摄照片将
看到的海南旅游资源发布在微信朋友圈，引发
了银川当地游客对海南西部的关注。参与踩线
的旅行社代表纷纷表示，明年元旦期间，将组团
赴海南西部旅游。

临高实施贫困村水利设施项目

6万余亩农田“解渴”
本报临城11月28日电（记者刘梦晓）海南

日报记者从临高县相关部门获悉，今年以来，临高
推进59宗贫困村庄水利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和25
宗农田水利基本项目建设，改善贫困村庄农业灌
溉条件，改善和恢复灌溉农田面积6.564万亩。

据悉，为完善全县农田水利基础设施，今年以
来，临高重点实施农村饮水工程、小型农田水利建
设及水土保持工程，解决水利灌溉设施建设滞后
及农村水土保持等问题。

截至目前，临高推进的59宗贫困村庄水利基
础设施建设项目已全部开工，资金支出0.736亿
元，完成总任务的70%。项目实施以来，改善和
恢复灌溉农田面积6.564万亩。与此同时，临高
全力推进高效节水灌溉工程建设，实施地点分为
8 个片区，项目建成后将增加节水灌溉面积
5633.46亩。

此外，临高投资9020万元，实施52宗农村安
全饮水项目，着力解决贫困村庄居民安全饮水问
题，助力贫困村庄脱贫攻坚。

短评

洋浦中石化（香港）
成品油泊位竣工
■ 本报记者 林晓君 通讯员 王冠丽

设计总吞吐量达到2041万吨/年

4个成品油泊位

1个 10万吨级成品油泊位

2个5万吨级成品油泊位

1个 1万吨级成品油泊位

碧波万顷的海面上，4个白色的大型成品油
泊位格外显眼……位于洋浦经济开发区的中石化
（香港）成品油保税库是亚洲最大的成品油保税
库。近日，作为成品油保税库配套项目之一的4
个成品油泊位正式竣工交付。

11月23日交付的4个成品油泊位，包括1个
10万吨级成品油泊位、2个5万吨级成品油泊位
及1个1万吨级成品油泊位。

中交第三航务工程勘探设计院有限公司项目
经理刘慧波介绍，该码头工程的建成有助于洋浦
港充分依托其政策、区位优势加快发展，提高洋浦
港成品油保税库的使用率和产能，也有助于中石
化（香港）公司在亚太地区进行全球化贸易。

海南日报记者了解到，该工程建成后，将用
于保障香港油品供应以及扩展国际成品油贸易，
为海南建设国际能源交易中心增加了基础配套
支持。

2013年11月，库容205万立方米的中石化
（香港）成品油保税库建成投产。为提升油库的运
营能力，其配套码头项目于2015年7月16日开
工建设。截至目前，施工进度已完成100%。

（本报洋浦11月28日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