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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县融媒行——万宁宣传周

■ 本报记者 袁宇

“早上好，做好经营的同时，要做好‘门
前三包’啊。”8月25日一早，万宁市万城镇
万隆社区党支部书记詹达能戴上红袖标，和
社区网格员一起到辖区商业街，督促早餐店
的店主落实“门前三包”的要求。

一大早上街巡查，是万宁启动创建国家
卫生城市和省级文明城市（以下简称“双
创”）工作后，詹达能的工作常态。即使是双
休日，也雷打不动。

“我上街的时间还算晚的。我们社区干部
有的早晨6点半就上街了。”詹达能说，为了把

“双创”工作落实落细，社区现划分10个网格，
每天40多人上街“严防死守”，“40多人分3班
轮换，最晚那一班到晚上8点半才回家。”

巡查完辖区的商业街，詹达能又来到龙
尾小区。这是一个由脏乱差小区蜕变而来
的“双创”示范小区。

走进龙尾小区，只见道路整洁，车辆停放有
序，小区内的处处可见“双创”标语，一些起得较
早的居民带着小孩在小区内锻炼，非常温馨。

“小区有2000多名居民，经过宣传发动，
‘双创’彻底改变了小区的环境面貌。”网格长李
强庆说，小区里拆除了以前堆放杂物的简易棚，
新建了贮藏室，“以前露天堆放的杂物都收进了
贮藏室，现在再也没有乱糟糟的情况了。”

在“双创”中，万隆社区还联合交警部
门，在社区内居民区新增加了200多个停车
位，在社区内的办公区新增200多个停车
位，有效缓解了社区内停车难的问题，也改
变了社区内以往乱停放的乱象。

詹达能介绍，万隆社区党支部将64名
党员划分为10个党小组，分别融入10个社
区网格中，实施“网格化”管理模式，倡导党
员干部身体力行，用情用心服务居民。

据介绍，在上一阶段“双创”考核中反馈
的万隆社区需要整改的问题中，社区目前已
经完成整改超过85%，其中老鼠洞、乱搭建
等问题已经基本整改完毕。

“乱停放现象整改超过97%，现在就是要
严防死守，防止问题反弹。”詹达能说，下一步将
在万隆街打造“党建+双创”示范街，打造党员示
范商店，进一步加大宣传力度，通过党员示范引
领，给社区商铺、社区群众以及外来游客一个了
解“双创”、参与“双创”的窗口，“更好地动员群
众支持、参与‘双创’，改善大家的生活环境。”

“其实现在市区的变化非常大，城区秩
序非常好，环境卫生也非常好。”万城镇的周
娇说，经过“双创”，万宁市容市貌发生了很
大的变化，“我住的小区现在很整洁，每天去
买菜的市场也秩序井然，电动车遵守交通
规则，整体情况都在往好的方向发展。”

（本报万城8月25日电）

■ 本报记者 袁宇

8月25日，在海南派成铝业科技有限公司
礼纪基地，10来个工人在一处3层近5米高的货
架上作业，焊接产生火花时明时灭，映照着偌大
的厂房。按照计划，该厂区将于今年8月底投
产。

“礼纪基地除智能厂房车间外，还高标准建
设产品研发中心，将进一步支撑派成铝业升
级。”该公司副总经理董治国介绍，礼纪基地投
用后，公司将进一步加大研发投入，推动技术升
级。

派成铝业是万宁首家发展绿色环保建材工
业企业。2014年，该公司在万宁龙滚设厂，短短
3年发展成为年产值3亿元的绿色环保建材工
业企业，成为万宁新型工业代表性项目。

海南日报记者在派成铝业礼纪基地看到，7
栋建筑主体均已完工。在厂房里，工人们或在
调试电路，或在安装设备，或在焊接货架，为厂
区开工投产做准备。

厂房外也有工人在施工，10来个工人分成
好几组，有的使用手扶式路面压路机压平路面，
有的在给篮球场安装球架。

“厂区配套建设有公园、体育馆，既满足职
工文体生活的需要，也能支撑礼纪工业园工业
旅游。”董治国说，厂区建成后，还将在园区内种
上樱花树、火焰树等树种，打造景区式的厂区。

今年8月19日，在派成铝业礼纪基地举行的
就业扶贫专场招聘会上，很多前来应聘的人员在
参观厂区后，当场就与工厂签订了用工协议。

“这个工厂离我家不远，收入也稳定，而且
环境还好，各种设施都很齐全。肯定要把握这
次机会。”礼纪镇三星村村民王春燕在参观厂房
后，毫不犹豫地与派成铝业签订了用工协议。

派成铝业礼纪基地共投资3.5亿元，建成达
产后年产值约15亿元，将直接解决1000人的就
业。

在距离派成铝业礼纪基地不到500米的地
方，是海建（万宁）建筑产业现代化基地。今年7
月18日，海建（万宁）建筑产业现代化基地开工
建设，目前工程进展顺利，正在夯实地基。项目
集建筑产业化制造、示范、科研功能为一体，预
计年产节能环保型预制构件7.5万立方米。

“礼纪工业园区的新发展，体现了万宁产业
结构调整的新变化。”万宁市政府相关负责人表
示，近年来万宁大力发展新型工业，培育经济增
长点和新动能，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在万宁北
大镇，大唐集团天然气发电项目也正在紧锣密
鼓地施工之中。“这些项目建成后，将大大促进
万宁经济发展提质加速，稳定经济发展，完善城
市功能，保障改善民生。”

（本报万城8月25日电）

万宁新型工业
为城市发展添后劲

万宁万隆社区：

干部“辛苦指数”
换居民“幸福指数”

■ 本报记者 袁宇

“首批计划启动84个大
项、129个小项行政许可事项
的审批，9月30日前将全部启
动共194个大项、289个小项
行政许可事项的审批。”8月
25日，万宁市行政审批局局
长茹祥在接受海南日报记者
采访时表示，万宁市行政审批
局的成立倒逼政府职能转变，

“一枚印章管审批”模式将让
群众办事跑腿只进一个门，只
盖一个章，效率将大大提升。

万宁市行政审批局是万
宁市机构改革中新组建的政
府工作部门，通过“一枚印章
管审批”进一步化“繁”为

“简”，优化审批流程、压缩审
批环节、降低审批成本、便民
便企促进经济发展。

万宁市委、市政府紧紧
围绕中央、省委有关部署，加
快机构改革过程中人员融
合、机构整合和业务磨合，深
化经济体制改革，着力营造
法治化、便利化的营商环境，
创造公平、开放、统一、高效
的市场环境，积极融入海南
自贸区、自贸港建设。

真抓实干转作风 | 凝心聚力促发展

“领导很务实，很关心我们的发展。”近日，利用自
家土地经营农家乐的长丰镇边肚村村民王亚坤在农
家乐接待了前来调研的市委领导，“领导不喝茶，不吃
饭，就看我家的菜单和价格，一边问一边记，给我们的
发展提建议，让我很感动。”

不事先打招呼，不搞层层陪同，不走马观花，直接
入农户，以直接参与解决问题为原则开展工作……这
是海南日报记者近日跟随万宁市委主要领导调研时
发现的新作风。

今年以来，市领导带头，以上率下，推动全市干部转
变作风，真抓实干，以作风大转变，促发展环境大提升。

万宁市委开展“守初心、强基层”专题活动，对接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进一步增强党员意
识，锤炼党性修养，提振党员干部干事创业的精气神。

“党员干部必须以身作则，给群众做示范。”7月27日，
万城镇党委书记沈春强带领党员、干部及相关人员，到乌
场码头开展环境卫生大整治，对码头一带海面漂浮的泡沫
块、塑料垃圾、油污进行清理。当天清理出40车海面漂浮
的泡沫块、塑料垃圾，港内环境经过整治后明显改善。

东山河等城市内河此前由于控源截污不理想，脏
臭现象明显。万宁市水务局在加快完善污水管网建
设的同时，组织保洁人员、机械对河道进行清理。该
局负责人说，“我们现在安排专人对河道进行日常清
理和巡查，切实改善河道面貌。”

万宁市环卫园林局在全市投放垃圾分类收集屋，
探索垃圾分类收集；市综合执法局大力推进城乡违建
整治，今年上半年拆除违法建筑面积8万多平方米；
32家违规建设的废品收购站被取缔，人居环境进一
步得以改善……

“想好了再说，说了就要做到，做了就要做好。”市
委书记贺敬平说，万宁市委以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主题教育为契机，认真检视问题、寻找差距、剖析
研究，结合万宁实际，加快推进各项工作，不断优化营
商环境，凝心聚力，促进万宁经济发展。

“中国能源建设集团非常看好万宁的发展前景，
希望双方能建立工作对接机制，加强合作。”中能建
（海南）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胡义重表示。7月12日，万
宁市政府和中能建（海南）有限公司签署战略合作协
议，双方将共同开发兴隆健康旅游产业园。

营商环境好转 | 项目顺利推进

“项目有困难找政府，准能得到回应。”近日，派成
铝业科技有限公司礼纪基地将投入使用，该公司副总
经理董治国说，项目能完成建设，离不开市委、市政府
的支持与帮助，“项目建设中有人盯，有人服务。建成
之后，市就业局又马上帮我们协调组织专场招聘会，
解决我们招工难题。”

万宁为招商签约项目建立从签约到落地开工建
设全程跟踪服务制度，在不违规的前提下实行集体承
诺制，变项目“串联审批”为“并联审批”，节省超过
70%的时间。“大唐万宁天然气发电项目从签约到开
工仅用4个月的时间。海建（万宁）建筑产业现代化
基地从招商到入场，仅用103天。”市发改委主任冯里
森说。

万宁市行政审批局日前成立，正式启用“万宁市
行政审批服务局行政审批专用章”，实现“一枚印章管
审批”。“将极大优化营商环境，激发市场活力。”茹祥
说，以往有的项目从立项到销售，要跑23个部门，前
后约93个人经手审批，“以后只需跑1个部门，最多
10个人经手，将彻底解决审批‘互为前置’的问题。”

成立以市委、市政府“一把手”为组长、副组长的
招商引资工作领导小组和闲置土地处置工作领导小
组，强化统筹协调，加速项目落地，盘活土地资源，优
先发展重点项目。聚焦“两个确保”百日大行动目标，
确保大唐万宁燃气电厂工程、海建（万宁）建筑产业现
代化基地、海南国际养生城一期君澜度假酒店等已开
工项目按时间节点建设。做好全流程跟踪服务，加速
万宁红星美凯龙商业综合体项目等已签约项目落地。

贺敬平表示，“双创”、“守初心、强基层”专题活
动、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是当前万宁市委重点推进的3
项工作，是贯彻落实党中央、省委部署的重要举措，是
助力自贸区、自贸港建设的具体实践。万宁市委将继
续着力转变干部作风，大力发扬敢闯敢试、敢为人先、
埋头苦干的特区精神，深化体制机制改革，营造公平、
公正的市场环境，以优质营商环境吸引外来投资，构
建以现代农业、新型工业、旅游服务业和海洋经济产
业为重点的“四轮驱动”的现代产业格局，推动城市转
型升级再出发。 （本报万城8月25日电）

全市启动“双创”| 转变城市形象

“今年6月以后，市区面貌变化特别大。多处破损路
面被修复，出行顺畅。”市民莫晓丹对海南日报记者说。
她原先上班经过万州大道，道路破损的路面被修复，没有
了乱停乱放的机动车，“原本拥堵的道路不堵了。”

今年6月11日，万宁市启动创建国家卫生城市
和省级文明城市（以下简称“双创”）工作后，越来越多
的人发现“万宁在变”。

近日，万宁市市场监管局执法人员在全市对餐饮
行业门店摸底，对发现问题的下发整改通知书，责令
限期整改到位。局长李征表示，为有效开展餐饮行业
病媒生物防制，该局已摸底调查重点单位160余家，

“无证无照经营的，我们坚决喊停。”
拥堵的交通变得畅通、脏乱的农贸市场变得整洁

有序、喧闹的马路市场不见了、坑洼的背街小巷变得
干净平整……市民吴晓琳最近下班后喜欢到市人民
公园健身，从单位到公园的一路上，处处都见到让她
欣喜的小变化，“希望能一直按这个势头发展下去，这
样大家生活在万宁就会愈加幸福。”

群众对优美宜居、干净整洁环境的满心期待，是
万宁“双创”的强大原动力。“环境卫生干净了，大家都
得爱护好。”在万隆社区，居民蔡亚桂用手捡起路边的
一个矿泉水瓶扔进垃圾桶，“一早一晚都能看到市领
导到社区巡查，见到垃圾他们都直接动手清理，我们
住在这里的人更应该搞好环境卫生。”

“从市委、市政府领导至基层社区党员干部，都有
网格责任区，每天两次巡察已成常态。”万城镇镇长陈
擎宇说。党员干部以身作则，群众积极参与配合，乱搭
建等棘手问题迎刃而解。在短短一个月时间，万城镇
17个网格点拆除乱搭乱建构筑物230多处，治理放养
家禽860处，修复黄土裸露23处，整体环境极大改善。

万宁市“双创”工作指挥部相关负责人表示，全市
上下齐动，公安交警、卫计、食药、环卫、城管等人员，
深入一线，全力“双创”。

除了人居环境改善，居民茶余饭后也有了好去处。
市卫健委大力推进全民健康生活行动工程，打造健康主
题公园，推出健康步道，引导居民养成健康生活方式。

万宁通过开展“不文明行为随手拍”、志愿服务等
活动，市民参与“双创”，参与城市管理，把对“双创”工
作的支持转化为实际行动，共同改变身边不文明行
为，传递文明“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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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宁万城镇万隆街街道整洁。本报记者 袁琛 摄

位于万宁的海南派成铝业礼纪基地。本报记者 袁琛 摄

大洲岛位于万宁市东南部的海面上，是环海南沿海线上唯一一座国家级海洋自然生态保护区。本报记者 王凯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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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客在万宁兴隆国家绿道骑行。本报记者 袁琛 摄

万宁日月湾，游客在浪尖跳跃、冲刺，展示矫健身姿，享受假日时光。
本报记者 袁琛 摄

在万宁万城镇，几位小朋友在干净的街
道上玩耍。 本报记者 袁琛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