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昌江快讯

本报石碌9月29日电（记者刘
笑非 特约记者林朱辉）为加快推
进国际旅游消费中心建设，进一步
丰富“春赏木棉红、夏品芒果香、秋
游棋子湾、冬登霸王岭”四大主题
旅游活动内涵，全面推进全域全季
旅游发展战略，在新中国成立70
周年之际，昌江黎族自治县将于
10月1日正式启动为期一个月的

“2019·玩海体验棋子湾”系列旅
游文化活动，助力昌江打造全国知
名休闲旅游度假区，建设“山海黎
乡大花园”山海互动旅游目的地。

棋子湾被誉为“海南十大最美
海湾”之一，昌江旨在通过举办

“2019·玩海体验棋子湾”系列活
动，充分挖掘玩海文化等旅游资
源，大力开拓旅游市场，提升“山海
黎乡·纯美昌江”的旅游品牌影响
力，把昌江加快建设成为国内一流
的旅游目的地。

以棋子湾为载体，昌江还将着
力整合旅游文化资源，努力打造国
内知名品牌，并发挥品牌引领作
用，提升旅游影响力。据悉，此次
活动将邀请全省各大旅游企业参
加，开发昌江特色旅游线路，吸引
岛内外游客，并重点拓展海口、三
亚等重要客源市场。

据悉，此次活动包括 8 大主
题，各具特色，只待游客来到昌江，
共赴棋子湾山海之约。

■ 本报记者 刘笑非 特约记者 林朱辉

9月29日上午，在昌江黎族自治
县循环经济工业园区，叉河镇片区的
年产300万吨尾矿综合利用项目施工
现场，一片紧张忙碌。

“项目正在做‘三通一平’清表工
作，来投资之前可没想到，在昌江项目
进展能够如此迅速！”看着远处工地上
的繁忙景象，项目投资方瑞图名盛环
保建材昌江有限公司总经理郭建明感
慨良多。

郭建明很清楚，作为生产型企业，
项目晚投产一天，投入成本就增加一
笔，早投产早见效益。“在昌江，我们在
前期工作上节约了很多时间。”

今年5月，昌江着力推进“放管

服”改革和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由县政
府授权产业园区依法依规审批，做到
园区项目审批不出园，一站式解决企
业需求。“园区的事情园区办，让园区

‘说话算数’，也让企业省时省心。”昌
江循环经济工业园区管委会主任吴增
荣说。

以年产300万吨尾矿综合利用项
目为例，从规划设计审批、申请施工许
可证到进场施工，整个项目的前期手
续仅用一个半月时间便办理完毕，为
企业省下投资成本的同时，也加快项
目推进速度。

“来之前还对昌江一直宣传的优
良营商环境将信将疑，但看这前期工
作效率，佩服！”郭建明笑道，此前办理
类似手续，起码也得用半年到8个月，

企业也做好了“打持久战”的准备，如
今不仅审批提速，办理事项也由园区
管委会手把手完成，原计划2年的工
期，如今看来1年足矣。

而更让落户企业意外的，是园
区管委会一天一个电话的“催促式
办理”。“以前都是企业跑部门、催
审批，在昌江，角色反过来了。”海
南新达新型建材有限公司总经理
许波告诉海南日报记者，从以前企
业找职能部门办事，到如今园区管
委会追着企业办事，角色的转变，
让企业切实体会到了保姆式的贴
心服务。“不仅帮我们跑腿办事，还
为我们列出单子，指导我们去哪个
部门、怎么去办，事无巨细。”许波
说，园区管委会还专门针对项目成

立了跟踪服务小组，帮企业跑腿、
“催”着项目发展。

“不单是一个项目，所有在园区
落户的企业，我们都有专门的对接
小组。”吴增荣说，为了加速项目进
展，园区管委会利用有限的人员，
通过分解企业诉求，做到精准对
接，所有职能部门都兼起了替企业
跑审批、做服务的工作，为的就是
最大限度节约时间，让项目早落
地、早受益。

根据昌江出台的授权实施方案，
工业园区承接的审批事项包含项目立
项、规划、施工、验收等11项，办理环
节也由原来需要多个部门审批，简化
为由园区管委会一家受理，简化了审
批流程，缩短了办理时限。加之早前

出台的《海南昌江循环经济工业园区
投资优惠政策实施办法》，还给予了新
入园企业在工业用地土地出让、厂房
建设和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等方面的
优惠。

据了解，2019年以来，昌江循环
经济工业园区共接待来访客商110余
批次，咨询项目50多个，仅今年下半
年以来，完成相关手续并计划开工的
建设项目就有8个，总投资约10.36亿
元，此外还有14个项目正在办理建设
相关手续，总投资20.1亿元。

“做好跟踪服务，让投资企业宾至
如归，企业有了家一般的感觉，又怎么
会不想把‘家乡’发展好呢？”吴增荣笑
着说。

（本报石碌9月29日电）

昌江举办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合唱赛

我以我歌唱祖国
本报石碌9月29日电（记者刘笑非 通讯员

李德乾）为让干部群众共抒爱国情怀、共话祖国新
貌，9月29日晚，昌江黎族自治县举办庆祝新中
国成立70周年大合唱比赛，用歌声为祖国母亲送
上祝福。

比赛在全场齐唱国歌《义勇军进行曲》的歌声
中拉开序幕，激情澎湃的歌声，唱出了作为中国人
满满的自豪感。

《我和我的祖国》《迎风飘扬的旗》《保卫黄河》
《祖国不会忘记你》《追寻》……一首首脍炙人口的
歌曲轮番唱响，不仅唱出了感情，也唱出了自豪。
据了解，当晚的比赛共有16支队伍参与，每支队
伍选送的均是歌颂党、歌颂祖国、内容健康向上、
传递正能量的歌曲。

昌江县委有关负责人表示，希望通过此次比
赛，为新中国成立70周年献上一份贺礼。同时，
此次比赛对弘扬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丰
富广大人民群众的文化生活，加强干部群众的沟
通与交流，营造健康向上的文化氛围和社会环境
都起到了积极作用。

昌江循环经济工业园区优化缩短审批流程，主动跟踪项目进展

保姆式服务助力企业发展

“2019·玩海体验棋子湾”系列旅游文化活动10月1日启动

八大主题 畅玩昌江

“观鸟听涛·趣味赶海”
家庭活动

活动地点：海尾湿地公园
活动时间：10月1日—30日
活动内容：感受滨海湿地百鸟群飞的景象，体验海边放网

捕捞的乐趣，海水退潮后还可以体验抓螃蟹的乐趣，晚上可以
住宿、烧烤，享受滨海浪漫夜景。

“陶艺堡”趣味文化体验活动

活动地点：石碌镇保突村
活动时间：10月1日—30日
活动内容：在石碌镇保突村制陶馆，布置黎族原始制陶品

展示区和体验区。通过活动让游客了解黎族悠久的历史文
化，体验黎族传统制陶技艺乐趣。

“‘核’你在一起”科普观光游活动

活动地点：昌江核电站
活动时间：10月1日—30日
活动内容：开辟核能科普展区，通过全景沙盘模型、图片、

文字、视频等方式，向游客展示核电科普知识，了解昌江核电
站发展历程，近距离参观核电站气势磅礴的建筑群。

游峻灵王庙、寻访东坡先生足迹

活动地点：昌化镇
活动时间：10月1日—30日
活动内容：到昌化古城，体验明代县衙所在地的古城，再

游一座名为“峻灵王庙”的千年庙宇，寻访东坡先生的足迹，从
古迹的沧桑中体味文化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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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乐海岸、多彩棋子湾沙滩狂欢节

活动地点：棋子湾
活动时间：10月1日—3日
活动内容：活动时间为3天，有乐队精彩演出表演、动漫

秀、热情桑巴沙滩秀、沙滩宝贝魅力秀、模特沙滩情景风情秀等
精彩内容呈现。

1
缤纷黎族文化特色歌舞表演

活动地点：棋子湾
活动时间：10月4日—5日
活动内容：在棋子湾活动中心区设置实景表演台，组织当地

歌手、舞蹈演员等，分时段表演黎歌、乐器演奏等节目，让游客不
仅看到棋子湾的美景，还可以欣赏到当地特色的艺术文化表演。

2
昌江“芒果杯”七人制足球邀请赛

活动地点：石碌镇昌江中学
活动时间：10月5日—20日
活动内容：欢迎全省各地自行组队参加比赛，举行开幕和闭

幕仪式活动，冠军奖金30000元、亚军15000元、季军8000元。

3

“探秘棋子湾十大美景”徒步探险

活动地点：棋子湾
活动时间：10月1日—30日
活动内容：棋子湾有“万亩沙漠落海南”之美称。同时，海

岸奇峰林立、怪石嶙峋，夫妻石、鉴真坐禅、黄帝祭海、神龟探
海、大角石林、小角石林、棋子篮等天然景点多达20多处，游客
可通过栈道徒步探险棋子湾美景。

4

昌江着力提升酒店人员技能水平

校企共办“驻店班”
本报石碌9月29日电（记者刘笑非 特约记

者林朱辉 通讯员钟玉莹）近日，海南广播电视大
学“酒店管理班”开学典礼在昌江黎族自治县棋子
湾开元度假村举行，旨在通过“驻店班”的形式，着
力提升酒店业从业人员学历层次、技能水平和职
业素养，有效促进酒店业服务质量提高，为海南自
贸区、自贸港建设提供人才支撑。

此次海南广播电视大学在棋子湾开元度假村
开设的“驻店班”，学员均为开元度假村在职员工，
首批学员共35名，学制为2年，允许学员合理安
排时间分阶段完成学业，只要达到培养目标要求
并修完学分，即可获得毕业证书。

据了解，“驻店班”是通过充分运用学校教学
资源优势，采取“校企双主体、工学一体化”的教学
方式，对接技能岗位要求，由企业与学校共同培养
学员，并借助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构建以行业
（企业）与学校二元主体、学徒与学生二元身份、师
傅与教师二元教学、企业与学校二元管理、企业与
学校二元评价、毕业证与职业资格证二元证书的
体系，全面提升劳动者技能水平和职业素养。

“在参加工作之后越发觉得学历很重要，现在
难得有这样学习和进步的机会，我也会借此机遇
认真工作、努力学习，在2年的时间里不断地提升
自己各项素质，让自己有更大的发展空间。”棋子
湾开元度假村员工、“驻店班”学生符金露说。

昌化镇扶贫产业见实效

65户贫困户喜获分红
本报石碌9月29日电（记者刘笑非 通讯员陈

家漠）9月26日上午，昌江黎族自治县昌化镇的广
场上人头攒动，昌江田园养鸽专业合作社举行的
2019年贫困户扶贫产业托管分红发放仪式，让昌
化镇65户贫困户领到了总计30多万元的分红款。

据介绍，昌江田园养鸽专业合作社去年售出
25万只乳鸽，销售额508万元，盈利超过80万
元。按照计划，入股合作社的65户贫困户今年可
分红共计30万元，而自2017年起，该合作社已累
计分红超过90万元。

“收入增加了，生活有保障了，今后一定甩掉
‘等、靠、要’思想，克服困难，靠双手脱贫致富奔小
康！”领到分红款的贫困户们纷纷表达了对党和政
府的感激之情。据了解，目前昌化镇共有310户
贫困户通过托管的形式入股7家企业。

自脱贫攻坚工作开展以来，昌化镇积极主动
探索产业帮扶新路子，采取“政府+企业+贫困
户”的模式，帮助贫困户入股本地龙头企业合作
发展生产。通过该模式，贫困户每年可获得帮扶
资金总额12%的分红收益，有效实现了家庭稳
定增收。

昌化镇党委书记张周胜说，下一步将继续引
进其他有实力的企业进入昌化镇，让红利惠及更
多贫困户。

昌江举办大型义诊活动

让群众在家门口看好病
本报石碌9月29日电（记者刘笑非 通讯员

李德乾）近日，昌江黎族自治县医疗集团组织武汉
大学人民医院资深教授，以及县级2家医院知名
专家开展“服务百姓 健康行动”大型专家义诊活
动，给广大患者及家属送去高水平医疗服务。

义诊现场，前来咨询的病人在家属的陪同下
排成长队等候专家诊断，专家们认真仔细地询问
患者病史、查看检查报告单，耐心解答患者及家属
的疑惑，为有需要的患者提出用药及治疗建议。
此外，医护人员还为前来问诊的群众免费测量血
压、血糖并发放药物，同时还耐心地告诫患者注意
平时的饮食习惯。

据了解，此次义诊范围包括儿科、肾内科、妇
产科、泌尿科、麻醉科、神经内科、神经外科、普
外科、心血科等，活动受到患者及家属的一致好
评。“通过这次义诊活动以及后续在乡镇卫生院
开展的义诊活动，我们希望能以实际行动，让百
姓在家门口就能够看得上病、能够治得好病、能
够享受到优质的医疗服务。”昌江医疗集团党委
书记何谦然说。

游客游览棋子湾。 本报记者 陈元才 摄

昌江核电站。 本报记者 袁琛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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昌江石碌镇保突村制陶
馆，黎族传统制陶技艺展示。

本报记者 陈元才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