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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日报记者注意到，这4次大
规模打击违建行动，全部经过周密部
署。儋州市政法委、国资委、规划委、
综合执法局、国土局、司法局、住建
局、供电局、公证处等十几个单位联
合行动，拆违现场井然有序。

据了解，儋州近期拆除的近7万
平方米建筑，全部是非法占地，未经
有关部门批准，属违法建筑。在那大
镇尖岭拆除的65栋违法建筑，是不法
分子非法开挖山体、毁坏林木建设而
成，在儋州城市控制性详细规划中，该

片区域属于公共绿地。在和庆镇罗便
村拆除的148栋违法建筑，土地是不
法分子砍毁林地平整后私卖给附近农
民的。原大宝水泥厂依法停产后，儋
州市按照政策收储，作为重点项目建
设用地。然而，该区域不仅有旧厂房
和宿舍，还有大量私搭乱建。

罗海南说，每次拆违行动之前，相
关部门都大量走访、摸排调查，掌握非
法占地和违法建筑的详细材料，把“强
制拆除违法建筑公告”送达当事人，指
出非法占地违法建筑违反《中华人民

共和国土地管理法》有关规定，要求当
事人自行拆除，逾期未拆，将依据《中华
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等法律进行
拆除，正是因为准备工作充分，所以4
次大规模的拆违行动都井然有序。

值得一提的是，儋州此轮大规模
拆违行动，不是一拆了之，而是力图
从源头上整治非法占地违法建筑。
拆违的同时，儋州市公安局提前介
入，深入调查非法土地交易。1月3
日，儋州市人民检察院发出7张逮捕
令，对从事非法买卖土地的李某某、

王某某、陈某某等依法逮捕，从源头
上斩断非法买卖土地的黑手。

儋州市委书记袁光平说，全市各
级各部门要深入践行习近平总书记
生态文明思想，牢固树立和践行“绿
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要严
肃查处相关职能部门和基层干部参
与非法买卖土地及违法建设等腐败
行为，对非法买卖土地进行严厉打
击，确保儋州生态环境保护各项任务
落到实处、见到实效。

（本报那大1月20日电）

儋州2018年十大新闻揭晓

邀民营企业和民主党派人士座谈

昌江探索构建新型政商关系

本报石碌1月20日电（记者刘笑非 通讯员
吉家正）邀请30余名各民主党派、工商联、无党派
人士和民营企业代表参观反腐倡廉警示教育基
地，并对如何构建政商关系提出见解。近日，昌江
黎族自治县通过这样的方式，广开言路，共同探索

“亲”“清”新型政商关系的构建。
在位于乌烈镇的昌江反腐倡廉警示教育基

地，30余名各民主党派、工商联、无党派人士和民
营企业代表参观了图片展板、影音录像和实物雕
塑等展现近年来昌江违纪违法典型案例的展品，
并通过观看昌江县纪委拍摄的《心中有戒方能不
被“围猎”》警示教育片，深化了对反腐倡廉工作紧
迫性和重要性的认识。

随后召开的座谈会上，昌江县纪委书记林琳
通报了去年以来昌江在处理违法违纪方面取得的
成效，同时邀请参会代表们发表意见，共同为昌江
构建“亲”“清”新型政商关系努力。

有企业代表表示，希望政府列出负面清单，加
快优惠政策的落地，并针对时常出现的“新官不理
旧账”等问题探索解决方案。无党派人士则针对
新型政商关系构建过程中“关系清了、范围却窄
了”的问题展开了讨论。

昌江县委相关负责人表示，为促进民营经济
发展，昌江今后将着力解决民营企业发展中遇到
的难题。

洋浦港海关挂牌成立

本报洋浦1月20日电（记者林晓君 通讯员
罗其才）近日，洋浦港海关挂牌成立，将进一步优
化洋浦辖区的海关监管效能，通过创新制度，优化
服务，提高贸易便利化水平。

据介绍，洋浦港海关是海口海关在全省新设
的三个海关之一，设立后与洋浦经济开发区海关
共同承担洋浦辖区海关业务。洋浦港海关主要承
担原来的洋浦保税港区海关业务，包括“一口对
外”职责，统一受理咨询、申报、统计分析、通关及
监管查验等业务。

洋浦管委会有关负责人表示，洋浦地区的海
关机构在整合后模式更加先进，有利于洋浦在海
南自贸区、自贸港建设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东方打造黎仙湖旅游区
计划两年内基本建成，并打造5A级景区

本报八所1月20日电（记者张惠宁 通讯员
苏群 戴真雄）日前，东方市政府与东方黎仙湖旅
游发展有限公司签订《东方黎仙湖风情旅游区合
作框架协议》，计划两年内基本建成景区并开业运
营，将打造年游客过150万人次的5A级观光景
区，助推东方全域旅游发展。

据介绍，东方黎仙湖风情旅游区位于华侨经
济区湾溪水库区域，总投资8亿元，建设期5年，
规划面积4675亩，是以黎族文化观光景区为主
体，集文化观光、生态游憩、农业休闲等于一体的
风情旅游发展区，配套“黎歌幻彩”山水实景演艺、
热带花果生态景观林园、热带山地水上运动等项
目。目前，已完成项目总体规划。

东方黎仙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毛燕妮
表示，签约后将尽快推进景区的建设，力争在
2020年底能够开门迎宾。

临高电商线上扶贫产品
去年销售超216万元

本报临城1月20日电（记者刘梦晓）海南日报
记者1月20日从临高县商务局获悉，去年，临高进
一步完善电商服务体系，拓宽农产品销售渠道，推
进脱贫攻坚，线上扶贫产品总交易额超216万元。

去年，临高大力推进电子商务进农村贫困村
工作，搭建农产品线上线下电商供应和营销服务
体系，建成县域电子商务公共服务中心以及电商
线下体验馆；并投入69万元完成整村推进贫困村
电子商务服务站点建设，全县49个电商服务站全
部正常运营。

为打通县、镇、村三级物流配送体系，临高县
政府引进阿里巴巴公司在临高建设了1个农村菜
鸟物流中心和21个天猫优品服务站。

据统计，去年，临高电商线上扶贫产品总交易
额超216万元。此外，临高还通过电商扶贫带动
811名贫困人口就业和创业，人均增收2074元。

西岸快讯

本报那大1月20日电（记者周月光 特约记者谢振安）刚刚过去的2018年，儋州市委、市政府不断提高政治站位，落实中央和省委重大决策部署，抢抓海南
自贸区、自贸港建设历史机遇，带领儋州百万群众“勇当先锋、做好表率”，加快海南西部中心城市建设步伐。今年1月20日，儋州市委宣传部评选出“儋州2018
年十大新闻”，充分展示儋耳大地过去一年的变化与发展，系首次评选儋州年度十大新闻。

明确建设“五大
中心”战略，勾勒海
南西部中心城市发
展蓝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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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儋州市提出
全力打造海南西部的教育
中心、医疗中心、文体中
心、消费中心和服务中心
的新战略，使建设海南西
部中心城市定位具体化、
功能化、项目化，策划实施
农业博览园、城市商务聚集
区、影视艺术学院、周大生
珠宝国际总部基地等34个
重点招商项目，项目计划总
投资531亿元。

掀起打击非法
土地交易与违法建
筑风暴，连出重拳拆
违建7万平方米

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
记对秦岭违建别墅重要批
示精神，强制拆除那大镇
尖岭脚连片违法建筑群，
掀起打击非法土地交易与
违法建筑风暴，连出重拳
拆除那大镇、和庆镇等4处
违法建筑群，累计拆除违
建近7万平方米，逮捕7名
非法土地交易犯罪嫌疑
人，斩断土地交易黑手，清
除阻碍城市发展、破坏社
会公平“毒瘤”，打击违法
建筑力度前所未有。

脱贫攻坚推倒
重来尽锐出战，顺
利完成省下达减贫
任务

贯彻习近平总书记扶
贫开发思想，儋州市委以
极大勇气和政治担当，将
脱贫攻坚工作推倒重来，
26名市领导担任扶贫大队
长，抽调1075名优秀干部
专职驻村扶贫，建立“四
级”战斗体系，解决“谁来
干、能不能干、愿不愿干、会
不会干、真不真干、实不实
干”问题，全年实现3443户
15719人脱贫退出、7个贫
困村摘帽出列，完成省下达
减贫任务。

经济发展呈现
加速态势，预计实现
地区生产总值同比
增长7.5%左右

在宏观经济下行大背
景中，儋州经济社会发展逆
势而上。初步预测，2018
年，地区生产总值317.6亿
元，预计同比增长 7.5%左
右；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21.3 亿元，增长 10.5%；投
资保持两位数增长，固定资
产投资完成233亿元，实现
10%增长。城镇常住居民
人均可支配收入31371元，
增长 8.7%；农村常住居民
人均可支配收入14511元，
同比增长8.5%。

创新生态文明
建设体制，全省率
先成立生态警察
支队

在全省率先成立生态
警察支队，开展打击非法采
砂专项整治，侦破非法采砂
案13宗，打掉7个团伙，取
缔非法采砂场40个、洗砂
场7个，关闭违法砂料销售
点48家。生态环境“六大
专项”整治向纵深推进，办
结中央环保督察转办信访
投诉215件，反馈意见完成
9项，整改销号率90%；拆
除非法养殖池100多万平
方米，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
目开工。

扫黑除恶专项
斗争向纵深推进，打
掉黑恶势力犯罪团
伙13个

按照中央和省委部署，
深入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
争，成功打掉黑恶势力犯
罪团伙13个，破获黑恶类
案件 112 起，抓获 145 名
犯罪嫌疑人，党纪政务处
分6名涉嫌充当“保护伞”
的党员干部，各项指标居全
省前列。深入开展打击电
信网络诈骗、禁毒三年大会
战等专项行动，侦破电信诈
骗案567起，侦破毒品案件
139起。社会治安形势明
显好转。

高分通过义务
教育均衡发展全省
复核验收，得分名列
全省第三

坚持把教育摆在优先
发展的战略地位，不断加大
投入，创新思路办教育，儋
州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累计
投入18.6亿元，全市累计实
施375个项目，城乡、区域、
校际之间实现教育资源均
衡配置，全市167所义务教
育学校全部达到标准化，农
村孩子享受像城里孩子一
样的教育资源。全省义务
教育均衡发展复核验收，儋
州市以92分通过，名列全
省第三。

首次到境外招
商引资引智，全年
利用外资增幅全省
第一

国务院印发海南自贸
区总体方案后，全省第一
个到香港举办招商推介
会，引进跨境说网络科技
公司、周大生珠宝儋州总
部基地以及安永（中国）企
业咨询公司、艾奕康有限公
司等境外企业与项目。全
年共组织参加“海南省引进
外资项目洽谈会”等招商活
动 6次，签订框架协议 18
个、协议投资418亿元；引
进利用外资 2.92 亿元，增
幅全省第一。

创建文明城市
取得新突破，“一创
两建”塑造城市新
形象

提出创建全国文明城
市、建设国家卫生城市与生
态文明建设示范市新思路，
完成国家卫生城市申报，开
展“儋州好人”评选，倡导文
明有礼十八条，完成《儋州
市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
市规划》编制，城市更新番
园项目顺利推进，改造升级
17家农贸市场，举办国际马
拉松、第九届东坡文化节和
儋州调声节等活动，全省社
会文明大行动测评位次大
提升。

填补西部“三
甲”医院空白，加速
向西部区域医疗中
心迈进

儋州市人民医院晋升
三级甲等综合医院，改写海
南西部没有三甲医院历
史。依托上海第九人民医
院医疗资源，海南西部中心
医院成立西部首个院士工
作站——张志愿院士工作
站、建成 4 个省级诊疗中
心、成立全省首家紧密型联
医体。深化医药卫生体制
改革，建立现代医院管理制
度，承担国家基本医疗保险
支付试点改革，西部医疗中
心现雏形。

“我再也不敢私买地
建房了！”1月18日，儋州
市和庆镇罗便村，望着被
拆的120平方米违建，朱
柏伦（化名）后悔不已，
“刚开始，这里没有人相
信政府会真拆，没想到，
现在政府动真的了，我买
地建房花的30多万元全
没了。”

保护生态环境，促进
经济发展，为海南自贸
区、自贸港建设创造良好
环境，过去两个月，儋州
市掀起打击土地违法交
易和违法建房风暴，连出
重拳，拆掉近7万平方米
违法建筑，逮捕7名非法
卖地犯罪嫌疑人。

儋州连出重拳标本兼治打违建
30天内4次大规模拆违行动，拆除面积近7万平方米，逮捕7名非法卖地犯罪嫌疑人

去年12月20日，儋州市综合行
政执法局、国土资源局、规划委等
23个单位 800人，组成联合强制拆
除工作组，带着数台大型挖掘机来
到那大镇尖岭脚，疏散周边居民，
管制道路交通，清理违法房屋物品，
随后，一举拆除违法在建房屋65栋，
建筑面积总计达9850平方米，拉开
了儋州打击非法土地交易和违法建
筑的大幕。

今年1月2日，儋州市政府再次
组织联合执法队，在和庆镇罗便村
展开大规模强制拆违，当天拆除违
法建筑148间，加上违法硬化道路的
面积，拆除违法建筑总面积2.2万多
平方米。

1月8日，儋州市六大专项整治
指挥部组织该市综合执法局、国土
局、供电局、那大镇政府等相关部门
400人，拆除那大镇美扶村和茶山村

的违法建筑205间，面积达到1.7万
多平方米。

1月15日，儋州市国资委联合相
关部门组成执法工作组，来到位于那
大镇的原大宝水泥厂区，6台大型挖
掘机挥舞巨臂，向连片的建筑物砸
去，一时间尘土飞扬，1.8万多平方米
的成片违建轰然倒塌。

在不到30天的时间内，儋州连续
开展4次大规模打击违建行动，拆除

违法建筑总面积近7万平方米。
“儋州以前也开展过多次打击违

法建筑行动，但从来没有这么大的力
度。”儋州市综合行政执法局副局长
罗海南说，以前打击违建，规模就是
几栋违建房，也没有连续行动，这次
完全不一样，整片依法拆除，规模很
大，让非法买卖土地和违法建房的不
法分子，看到了政府打击非法占地和
违法建筑的决心。

连出重拳 30天拆违近7万平方米

依法打击 “根治”非法占地违法建筑

■ 本报记者 周月光
特约记者 谢振安
通讯员 王家隆

儋州白马井镇进入快速发展期

1年新增1500多户用电户

本报那大1月20日电（记者周月光 通讯员
马胜杰）一个地方发展快不快，用电户变化是较有
说服力的数据。儋州市供电局统计，去年，儋州市
白马井镇新增报装客户1587户。位于儋州滨海
新区的白马井镇正进入快速发展时期。

白马井镇位于儋州西海岸。2008年，儋州滨
海新区建设在这里铺开。经过10年的发展，昔日
荒滩地上崛起了新城市。儋州市供电局有关负责
人说，2018年，白马井镇新增报装客户1587户，
售电量达到1.99亿千瓦时，供电户数和用电量激
增，显示了白马井镇发展的“白马速度”。

据了解，为支持滨海新区建设，2017年以来，
儋州供电局投资8097万元，安排126个项目，对
白马井滨海新区供电网络进行改造。为跟上白马
井镇发展速度，儋州市供电局计划今年再投资
4266万元，对白马井镇电缆进行入地改造，以后
白马井镇供电将更可靠。

近日，在儋州市市区，落日的霞光将整个城市染上金色的色彩，美不胜收。据介绍，随着儋州加快海南西部中心城市建设步伐，进一步完善城市软硬件环境，城市面貌愈发喜人。
本报记者 陈元才 通讯员 朱鼎甲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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