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实现贫困家庭劳动力转移就业4236人

完成省下达任务的216.2%，名列全省第一

抽调各级优秀干部1260人专职扶贫

通过产业帮扶带动贫困户10848户

48517人增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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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岸快讯
关注儋州两会

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全面完
成建档立卡贫困户1683户 5456人
精准脱贫。积极推进兰洋番新村、大
成新风村等6个省级旅游扶贫示范
村建设。加快推进天香木兰产业园、
嘉禾现代休闲农业观光园等农业产
业项目建设。

大力发展均衡且有质量的教
育。深化“一市（县）两校一园”建设，
至少再引进1家国内外优质中小学

合作办学。筹建西部职业教育中
心。整合优化城乡教育资源，确保通
过“县域义务教育发展基本均衡市”
国家评估认定。

着力提升医疗服务水平。加快
建设西部中心医院三期工程、儋州市
人民医院住院大楼项目。推进西部
中心医院创三甲工作。至少引进1
家国内外知名医疗、养老和运动康复
优质医疗资源。

加快发展文化体育事业。开工
建设体育中心“一场两馆”等工程项
目。继续举办第十届儋州国际马拉
松赛、第十四届环海南岛国际公路自
行车赛、儋州国际象棋特级大师超霸
战等重大文体赛事。

促进更加充分的就业和社会
保障。推进儋州市家庭服务中心
项目建设。完善城乡居民养老保
险制度体系建设。健全城乡社会

救助机制。落实“菜十条”措施及
“菜篮子”市县长负责制，确保全年
物价稳定。

深入推进城乡社会治理一体
化。严厉打击和惩治“黄赌毒黑拐骗
盗抢”等违法犯罪。继续实施禁毒三
年大会战，深入开展打击治理电信诈
骗网络违法犯罪专项行动。落实推
进城市安全发展实施意见等。

(本报那大2月24日电)

儋州市十五届人大第五次会议闭幕

今年努力实现地区GDP增长7%以上

纵深推进制度改革创新。设立
现代服务业和投资促进局（营商环境
建设局），推进制度改革创新。探索
设立国际投资“单一窗口”。设立“企
业服务中心”，探索实施企业投资项

目政府无偿代办制度。
加快落实市场化改革政策。探

索设立政府主导的产业基金，鼓励
金融机构加大对民营企业信贷支持
力度。建立跨部门涉企政策“一站

式”网上发布平台。探索推动农村
土地“三权分置”改革和经营权流转
工作。

大力推动区域深度合作。探索
加强与洋浦“港城融合”“产城融合”

体制机制创新。推动海南西部旅游
一体化发展。不断融入北部湾城市
群，探索搭建更多的合作平台，努力
形成更多元化、多层次的区域合作
机制。

围绕重点产业招商引资。实施
《儋州市扩大对外开放积极引进外资
2019-2020年行动计划》，建立外资
招商项目库，到日本、韩国等国家开展
专题招商，力争签约引进外资项目12
个，确保引进利用外资1亿美元以上。

推动现代服务业提质增效。全
力支持旅游综合体加快建设。加快
推进海南影视艺术学院、跨境说（儋
州）国际联合创新中心等重大产业项
目建设。依托洋浦港国际枢纽开展
国际快递、物流服务等业务。

大力发展热带高效农业。调减
甘蔗等低效农作物2万亩，推进1.5
万亩撂荒地复耕，打造海头地瓜、大
成黄皮公用区域品牌。加强与中国
热带农业科学院等院校合作推动农
业科技创新。

持续推进创新平台建设。实施
“高新技术企业培育计划”。创建科
技成果转化网络平台，建立技术转移
服务人才激励机制，完成150个产学
研合作与成果转化项目。引进海洋
科技研究机构。

坚持规划管控。编制新一轮城
镇总体规划，推进“多规合一”和西部
中心城市功能精准落地。研究编制
滨海新区交通专项规划、峨蔓海岸带
文化休闲区建设发展规划、儋州市康

养产业发展规划。编制完成新英湾
总体发展规划。

加强“双城”及重点基础设施建
设。推进那大城区体育东路和滨海
新区滨海二道等市政道路建设。完

善城区供排水和气网设施，完成那大
城区新建燃气管网建设。加快推进
儋州机场前期工作。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打造兰洋
温泉康养小镇等3个特色产业小镇，

建设不少于20个星级美丽乡村和2
个少数民族特色村寨。以制度和政
策创新为突破，激发乡村振兴活力。
开展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三年行动计
划，完成1万座农村卫生户厕建设。

推进国家卫生城市和全国文明
城市创建。争取通过国家卫生城市
国家暗访和技术评估，力争取得省级
文明城市评选前三的预期目标。积
极深入开展文明大行动，继续开展

“儋州好人”等系列主题活动。
加快建设国家生态文明示范

市。编制实施《儋州市创建生态文明
建设示范市规划（2019-2023年）》。
建立生态环境损害责任追究制度和

自然资产离任审计制度。落实河长
制、湖长制、湾长制、林长制等。大力
推进“六大专项整治”，开展大气污染
防治“六个严禁两个推进”。

抓好源头管控补齐环保短板。

落实省委生态文明建设30条决定，
编制生态保护红线、环境质量底线、
资源利用上线和环境准入负面清
单。推进生活垃圾收集转运、生活垃
圾焚烧发电等项目建设。

政府工作报告要点

加快推进各项改革
落实各项政策措施

加快产业发展
做大经济总量

加快基础设施建设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抓源头补短板
加强生态文明建设

建设“五大中心”
全面发展各项
社会事业

本报那大2月24日电（记者周月光 特约记
者李珂）日前海南日报记者了解到，儋州市计划3
月底前基本完成机构改革工作，共设置党政机构
38个，其中党委机构11个、政府工作部门27个。

儋州设置党政机构38个

改革后的市委机构
纪律检查委员会监察委员会机关、办公室、

组织部、宣传部、统一战线工作部、政法委员会、
政策研究室、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办公室、
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直属机关工作委员会、
巡察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改革后的市政府机构
办公室、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自然资源和规

划局、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局、生态环境局、农业
农村局、科技和工业信息发展局、财政局、人力资
源和社会保障局、教育局、卫生健康委员会、公安
局、司法局、民政局、民族事务局（与统一战线工
作部合署办公，不计入机构个数）、住房和城乡建
设局、交通运输局、审计局、水务局、退役军人局、
应急管理局、统计局、市场监察管理局、医疗保障
局、扶贫工作办公室、现代服务业和投资促进局、
城市管理局、土地和房屋征收局。

数读儋州2018
经济

产业结构由2017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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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年接待过夜游客252.76万人次

同比增长18.1%

实现旅游总收入17.27亿元

同比增长17.1%

民生

经济数据

总量跃居全省第三
增速全省第二
剔除房地产业后增长8.8%

生产总值 增长7.5%亿元322322..9797

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21.28亿元

同口径增长10.5%

固定资产投资233.48亿元，增长10.5%
在全省考核GDP的7个市县中增速排名第一

实际引进利用外资折合人民币2.92亿元，增速全省第一

城镇居民
人均可支配收入

农村居民
人均可支配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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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长8.6%
增长8.2%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91.38亿元，增长7.3%
城乡居民储蓄存款200.37亿元，增长12.9%
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2798元，增长9.4%

产业结构

调整为

38.3∶13.1∶48.6

第三产业比重提高2.6个百分点
第一产业比重下降3.1个百分点

现代服务业增加值87.63亿元
增长10.6%，在三产中占比55.8%

扣除房地产业的现代服务业增加值58.35亿元
比上年增长19.7%

旅游产业

脱贫攻坚

全市各级财政投入民生83.06亿元，增幅达到31.9%
新增义务教育阶段学位4578个，全市167所义务教育学校

全部通过标准化评估验收

城镇新增就业8892人，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12339人，城

镇登记失业率控制在3.01%以内

发放城乡低保、特困供养人员等民政救助金1.9亿元

22..7575全年投入财政专项
扶贫资金 亿元

实现3443户15719人稳定脱贫

7个贫困村脱贫摘帽

民生投入

2019年，儋州将实现什么样的发展？2月24日闭幕的儋州市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给出答案：改革创新，聚焦落
实，从五个方面发力，努力实现地区生产总值增长7%以上、固定资产投资增长12%、外商投资增长100%等发展目标。

■ 本报记者 周月光 特约记者 李珂

儋州选派643名干部
组建乡村振兴工作队

本报那大2月24日电（记者周月光 特约记
者 李珂）日前，儋州选派643名干部组建乡村振
兴工作队驻村。儋州市提出，把工作队打造成为
乡村振兴的播种机、宣传队、战斗队。

按照省委统一部署，儋州市决定向16个镇、
231个村选派乡村振兴工作队，共抽调643名干
部，与该市现有的脱贫攻坚战斗大队、中队和驻村
工作队进行力量整合，驻村任期2年，全力实施乡
村振兴战略。

为切实提高乡村振兴工作队伍的政策理论水
平，提升履职本领和服务能力，儋州市开展了为
期2天半的乡村振兴战略工作队培训班。围绕乡
村振兴工作队需要具备的政策理论、业务知识和
能力素质等内容，邀请农业农村部、省扶贫办、省
委党校等有关专家进行授课，全面系统地阐述乡
村振兴战略主要内容。

临高2年累计发放
扶贫信贷超2亿元

本报临城2月24日电（记者刘梦晓 通讯员
张永花）海南日报记者2月24日从临高县扶贫办
获悉，临高金融部门近两年来已为7627户建档立
卡贫困户发放小额贷款近2.05亿元。

临高鼓励推行“户贷企用”，贫困户贷款5万
元，以“股金”形式注入龙头企业和合作社，年底可
以有10%—12%保底分红。据了解，参与“户贷
企用”的企业有海丰网箱养殖公司、和舍鸣旺养
猪、布佛村果子狸、新贤村凤梨、光伏发电等一批
企业。同时临高把激发建档立卡贫困户内生动
力、实现脱贫致富作为根本任务，推动5万以下、3
年以内“免抵押、免担保、补贴息”优惠信贷政策落
地，并投入4000万元建立风险补偿金制度，为扶
贫小额贷款提供风险补偿。

据扶贫小额信贷系统显示，临高扶贫小额贷
款累计发放 7627 户近 2.05 亿元，政府贴息
584.95 万元。其中，2017 年发放 5029 户共
1.107亿元，完成当年任务数的100.58%。2018
年发放 2931 户共 8029.8 万元，完成任务数的
119.38%。

此外，临高积极引导贫困户把小额信贷资金
用于扩大生产，采取资金托管运营模式，解决了
49个贫困村集体经济困难问题。

儋州又打掉1个
非法采砂团伙
去年9月至今已打掉10个非法采砂团伙

本报那大2月24日电（记者周月光 通讯
员 廖伟生）儋州始终对非法采砂保持严打高压态
势。2月22日，儋州市公安局生态警察支队成功
打掉一个以“蚂蚁搬家”方式进行非法抽砂采矿犯
罪团伙，抓获4名违法犯罪嫌疑人，捣毁非法采砂
船只2艘，查扣作案工具一批。

2月21日16时，儋州市公安局生态警察支
队接到情报线索：在该市那大镇西联居大老新
村鱼塘内，有人用抽沙船非法抽沙采矿。生态
警察支队派5名警力赶赴现场，发现鱼塘水面
有2艘抽沙船及抽沙设备，岸边堆放2堆砂矿
资源。办案民警现场将非法抽沙采矿的某土石
方工程有限公司经理吕某珠及现场管理人员唐
某殷抓获。

经查，自2018年11月以来，犯罪嫌疑人吕某
珠与许某香商议后，未经有关部门许可，在那大镇
西联居大老新村谢某坚的鱼塘内用2艘抽沙船只
进行非法抽砂采矿作业，将偷采的砂矿资源运到
那大镇宝岛路其私人堆砂点存放。调查人员还发
现，该公司还通过“蚂蚁搬家”方式，收购不同非法
采砂分子盗采的砂矿资源，运至该堆砂点存放售
卖牟取暴利。

2月22日，办案民警依法传唤该公司法人代
表许某香（女）到办案区接受调查，并在那大镇宝
岛路的非法存砂点将记账员许某清抓获。

目前，该犯罪团伙4名违法犯罪嫌疑人已被依
法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至此，自去
年9月以来，儋州市共打掉非法采砂团伙10个。

(月光 辑)制图/王凤龙

儋州滨海新区不断完善城市配套功能，城区面貌日新月异。 本报记者 陈元才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