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省新闻 2020年1月8日 星期三
值班主任：丁静 主编：陈奕霖 美编：王凤龙A05 综合

■■■■■ ■■■■■ ■■■■■

本报那大1月7日电 （记者刘
袭 特约记者李珂）儋州市高位谋划
新作为，助推海南自贸港建设，迈出
加快建成海南西部中心城市新步
伐。确定2020年地区生产总值增
长7%以上，固定资产投资增长10%
以上，实际利用外资2亿美元以上，
入境游客增长35%以上。这是海南
日报记者从1月7日开幕的儋州市
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六次会议
获悉的。

儋州市委、市政府把助推海南
自贸港建设作为今年最重要工作，
全力抓实抓好，服务洋浦建设海南
自贸港先行区、示范区，打造全省高

质量发展的增长极，以及“港产城”
融合发展，加快打造西部消费中心
和服务中心。坚持“一市双核”发展
战略，将那大城区打造成西部消费
中心和宜居城市；加快滨海新区市
政道路、学校、医院等一批公共服务
设施建设，着力将滨海新区打造成
面向洋浦的生活型、生产性服务中
心和宜游城市。根据儋州、洋浦资
源条件，按照合理分工、优化发展工
作思路，加快制定实施儋州与洋浦
融合发展战略规划。

以五大功能中心建设为着力
点，加快推进海南西部中心城市建
设。儋州今年将继续大力推进教育

中心建设，全力化解“城挤乡弱”“大
班额”难题。建成儋耳实验学校并
投入使用，确保新增义务教育学位
2937个；建成9所幼儿园教学综合
楼和3所幼儿园附属工程；支持海
南大学儋州校区更新工程项目建
设，加快推进海南电影学院项目建
设。高标准推进医疗健康中心建
设，启动滨海新区医院前期工作和
儋州市妇幼保健医院（西部儿童医
院）、安宁医院项目建设。加快推进
文化体育中心建设，加快建设体育
中心“一场两馆”项目。大力推进消
费中心建设，加快欧亚城综合体、中
心汽车城等商业综合体项目、兰洋

大卫国际酒店等项目建设，促使万
通农产品批发交易市场尽早开业。
积极推进服务中心建设，加快望海
国际商业广场等项目建设，重点建
设冷冻供应链创新中心，谋划举办
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特色展会。

抓重点强弱项，加快推动经济高
质量发展。儋州今年将大力发展热
带特色高效农业，建设高标准农田4
万亩，新建5个500亩以上规模化农
业产业项目；加快建设2个深海网箱
项目和1个海洋牧场；守住156万亩
橡胶种植面积底线；新增海头地瓜种
植面积2000亩；扩建光村沙虫养殖
基地 1000 亩，建设沙虫深加工基

地。建设雅星现代循环农业示范镇，
推动海南温氏禽畜有限公司雅星20
万头种猪场、罗牛山有限公司儋州乐
满20万头生态养殖基地、新希望儋州
雅星镇乐满10万头猪育肥场等落地。

以谋划启动那大水城（内河）改
造项目为统揽，全力推进城市更
新。儋州将按照着眼长远、规划先
行、分步实施的原则，引入有投资、
开发、运营实力的企业，利用5年到
10年时间，对穿过那大城区12公里
的松涛干渠两侧进行带状更新，从
根本上提升城市品质和综合竞争
力，让城市更新成为儋州“十四五”
发展的引擎。

服务洋浦“港产城”融合发展，推进消费中心和服务中心建设

儋州高位谋划自贸港建设新作为

本报三亚1月7日电（记者梁君
穷）1月7日，海南日报记者从三亚市
七届人大七次会议获悉，2019年三亚
共确定为民办实事10大项，共计32
小项，一年来，其中30件民生实事已
完成年度目标任务，完成率93.7%。

在32项工作任务中，超额完成

年度目标的有3项，分别是农村饮水
巩固提升工程，完成投资额超过年度
目标任务的18%；发放农民小额贷款
（50万元以下）和农民专业合作社贷
款（100万元以下），完成省下达年度
发放贷款任务的199.6%，发放农民
小额贷款（10万元以下）和农民专业

合作社贷款（10万元以下），完成省
下达年度发放贷款任务的457.6%；
公交基础设施建设，完成投资额
8922万元，超过年度目标122万元。

除了超额完成年度目标任务的
3项外，共有27项工作任务完成或基
本完成年度目标，涉及扶贫保障、教

育、文化体育、市政配套等民生工作
的各个方面。

截至2019年 12月 31日，由于
征地拆迁缓慢和政策调整等原因，尚
有2项任务未完成年度目标，分别是
林旺卫生院改扩建工程和三亚市棕
榈滩滨河公园建设项目，分别只完成

年度目标任务的25%和5%。林旺
卫生院改扩建项目由于门急诊综合
楼前商铺征拆工作尚未完成，影响序
时工程进度。三亚市棕榈滩滨河公
园项目由于政策调整原因停工，近期
才完成立项、可研批复等前期工作，
影响了序时工程进度。

原海南省农业厅巡视员朱清敏
涉嫌严重违纪违法
接受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本报海口1月7日讯（记者尤梦瑜 通讯员
高敏）海南日报记者1月 7日从省纪委监委获
悉，原海南省农业厅巡视员朱清敏涉嫌严重违
纪违法，目前正接受省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
察调查。

本报海口1月 7日讯 （记者马
珂 通讯员谭莹）1月7日上午，经海
南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以下简称海
医二院）医护人员18天精心照护，我
省首例双肺移植患者郭先生先后闯
过了感染、急性排异、气管支气管瘘、
肺不张等几大难关后，身体状况和各
项生命指标平稳，康复出院。

据悉，2019年12月20日，海医二
院器官移植科、胸外科、呼吸内科、麻

醉科、重症医学科（ICU）、康复科等多
个科室通力合作，百余位医务人员保
驾护航，经历了5个小时40分钟的紧
张手术，成功完成了海南省首例双肺
移植手术。该院呼吸内科安排专人专
护24小时悉心照顾、时时监护，康复
治疗团队每天两次为郭先生进行术后
肺康复训练。目前，郭先生各项生命
指标逐步平稳，并具备了出院条件。

“首例双肺移植的成功，也为我省

以后肺移植的常规开展奠定了基础，
海南人民可以在家门口做肺移植手术
了。”海医二院医师陈兴峰表示，海南
温润的气候适合很多慢性病的疗养，
特别是适合肺移植的术后康复，“海南
空气质量好，耐药菌较少，许多做完肺
移植的患者会选择来到海南进行肺移
植术后康复，也有不少患者会来到我
们医院进行血药浓度监测。”

目前在海医二院进行肺移植术

后定期监测和肺康复的患者有近百
名，这些患者基本来自省外。因移植
术后患者监测血药浓度有时间要求，
海医二院特开放绿色通道，尽可能满
足移植术后患者对血药浓度监测的
需求。

据悉，双肺移植是实体大器官移
植中成功率较低的手术，该手术如此顺
利地成功实施，标志着海医二院器官移
植技术已达到国内先进水平。

我省首例双肺移植患者顺利出院
近百名省外肺移植患者术后来琼康复

海口启动道路交通安全
百日整治行动

本报海口1月7日讯（记者邓海宁 通讯员
张天坤）整合交警、治安、城市警察等多个警种
警力，依托“路长制”勤务机制进一步提升管控
力度，以大货车、电动自行车突出交通违法行为
治理为重点，最大限度减少和预防交通事故发
生……海口市公安局1月7日起开展百日集中
整治行动，多警种联勤联动、全天候严管严查，
全力以赴除隐患、管秩序、防事故、保安全。

为确保此次集中整治取得实效，海口市公
安局成立了整治行动工作指挥部，强化统筹协
调、警力调配和督导检查，整合交警、治安、城
警和各分局警力组成多个整治组，依托“路长
制”“警保联控”等机制组织各级路长和路管员
共同开展打击整治，街面执勤警力既管交通也
管治安，进一步强化社会面防控。行动中，各整
治组将突出重点道路、重点企业、重点车辆及驾
驶人的风险隐患等重点，全面排查海口市区道
路交通安全隐患。

同时，海口警方还将紧盯“源头、城市、公路、
农村”四大战场，强化警力部署，集中开展“货车专
项整治”“电动自行车专项整治”“酒驾醉驾毒驾专
项整治”三大行动，在强化路面执法上集中发力，
营造严管严查高压态势，全区域、全时段、全车型、
全覆盖严查严打。

据悉，海口警方还将通过发送短信、推送微信
等方式，对重点企业、重点驾驶人开展“点对点”的
安全警示提示，宣传普及冬季安全出行常识和安
全驾驶技能。同时将加大曝光力度，定期对终身
禁驾人员、多次违法车辆、交通肇事罪被判刑人员
等予以公开曝光。

深化综合行政执法体制改革

琼海实行
“一支队伍”管执法

本报嘉积1月7日电（记者袁宇）海南日报
记者1月7日从琼海市综合行政执法局获悉，为
解决执法机构重叠、多头多层重复执法问题，琼
海市日前深化综合行政执法体制改革，将行政执
法权集中于市综合行政执法局，实行“一支队
伍”管执法。

目前，琼海市综合行政执法局已设立市场监
管行政执法大队、生态环境行政执法大队、交通运
输行政执法大队、农业行政执法大队、旅游文化行
政执法大队、劳动保障行政执法大队、海洋与渔业
行政执法大队及市综合行政执法大队共8支执法
队伍，依据各自职能开展执法工作。

琼海市政府相关负责人表示，实行“一支队
伍”管执法是该市推进政府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
现代化的举措之一。通过整合执法队伍，着力解
决执法机构重叠、职责交叉、执法不力，多头多层
重复执法等问题。

据介绍，琼海市在整合执法职责范围和执法
队伍上，把行政处罚权进行整合，依法统一行使
行政处罚权及与之相关的行政检查、行政强制权
等执法职能。

此外，伴随着职能整合，琼海市将包括投诉举
报的受理和行政处罚案件的立案、调查、处罚等，
统一划归由市综合行政执法局管理，防止“踢皮
球”，进一步优化城市营商环境。

东方市成立3个
行业“新东方人”人才联络站

本报八所1月7日电（记者张文君 通讯员
叶学超）海南日报记者1月7日从东方市委人才
发展局获悉，为充分发挥行业主管部门的职能优
势，进一步发掘“新东方人”人才（“候鸟型”人才）
智力资源，东方市于2019年底在市教育局、市卫
生健康委员会、市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局3个行
业主管部门分别建立教育人才、医疗人才、旅文广
电人才联络站。

“此前，我们主要在社区成立人才联络站，由
社区的工作人员担任站长和联络员，负责收集‘新
东方人’人才信息，汇报给我们后，我们再与各行
业主管部门对接，这样效率不高、不够精准。”东方
市委人才发展局相关负责人表示，现在，通过畅通
行业主管部门服务联系“新东方人”人才渠道，实
现了人才靶向联系服务。

此次成立的行业“新东方人”人才联络站，是
东方市实施“人才强市”的重要举措，也是该市深
入开展“新东方人”人才引才引智百日服务活动的
主要成效，实现了“行业部门+小区+人才”式的精
准引才引智服务，为有引才需求的单位与有服务
意向的“新东方人”人才搭建了精准对接平台，进
一步提升服务成效。

据悉，这3个行业“新东方人”人才联络站成
立后，及时联系教育人才174人、医疗人才95人、
旅文广电人才191人，充分发挥“新东方人”人才
的智慧和经验，助力东方市建设宜居宜业宜游热
带滨海花园城市。

关注市县两会

三亚30件民生实事有效落实

椰城“问天”
1月7日，在海口万绿园，颜色艳丽的热气球缓缓升空。
据了解，这是海口作为“跨海·跨年 久久不见海口见”主题跨年狂欢季活动的文体活动之一。此次热气球休闲体

验项目共设有热气球系留飞行、热气球灯光秀及热气球互动体验三大特色活动，把热气球元素融入滨海景观带，精心
打造前所未有的具有海口特色的滨海灯光秀，为市民游客带来独一无二的视觉与感官体验。 本报记者 张茂 摄

本报博鳌1月 7日电 （记者刘
梦晓 通讯员刘麦）1 月 5 日下午，
来自德国麦施的医美产品Ulther-
apy 奥赛拉项目启动会在博鳌乐
城国际医疗旅游先行区（以下简称
称乐城先行区）举行，中国内地患

者首次在先行区接受奥赛拉微点
聚焦超声治疗仪治疗。

当前，中国医美疗程消费量已经
位列全球前三，奥赛拉项目落地先行
区，标志着先行区在医美领域完成一
次重要跨越。先行区管理局副局长

刘哲峰表示，通过奥赛拉在先行区的
成功引进，能够积极推动医疗健康领
域的前沿科技和更多创新医疗产品
落地，为更多的患者和皮肤亚健康人
群提供更全面的服务。

据悉，奥赛拉是一项创新的医

疗技术，可以进行眉部提拉、松弛的
颏下（下巴下方）和颈部提拉，及改
善前胸的细纹和皱纹，已经在欧洲、
南北美洲、澳洲、亚洲的超过70个国
家和地区认证上市，治疗例数超过
150万例。

医美新技术首次落地乐城先行区
德国超声治疗仪投入使用

文昌计划投放
13.6万斤冻肉

本报文城1月7日电（记者李佳
飞 特约记者黄良策）海南日报记者1
月7日从文昌市发改委了解到，为了
保障春节期间市民“菜篮子”供应充
足、价格稳定，该市相关部门提前部署
安排，保障肉、菜、蛋、水产品等食品供
应基本稳定。

当天上午，记者在文城第一市场
看到，蔬菜的品种非常丰富，西红柿、
白菜、菜花、青菜等数十种家常蔬菜摆
满摊位。文昌地气农民专业合作社负
责人陈泽深告诉记者，目前该合作社
40余亩种植基地每天约有3000斤蔬
菜供应市场，价格稳定。

除了本地蔬菜，文昌市还组织
和发动蔬菜批发商和商超企业到省
内一级批发市场和广东、云南等地
调运蔬菜并投入市场，满足市场消
费需求。

值得一提的是，近日，文昌市还启
动了冻肉投放工作，计划向市场投放
13.6万斤冻肉，以保障春节期间肉类
供应充足。

在生产方面，文昌市及时下拨资
金，做好生猪补栏，目前全市育肥生猪
近4万头。

此外，文昌市还加大了价格监管
力度，重点做好市场价格监测工作，
一旦出现价格异常波动，将马上采取
措施，防止造谣惑众、哄抬物价等现
象发生。同时，启动临时价格补贴机
制，目前已发放补贴300多万元。

定安田洋公园文体广场
预计今年底完工

本报定城1月7日电（记者刘梦
晓 通讯员程守满）1月 7日，海南日
报记者在位于定安县定城镇塔岭新
区的田洋公园文体广场项目施工现
场看到，工人们正有序地拆卸模板、
扎钢筋，工地呈现一派热火朝天的繁
忙景象。

据了解，田洋公园文体广场项目
总投资约为8522.3万元，总规划用地
面积约6.66万平方米，建设内容包括
健身活动中心、体育馆、文化综合展览
馆、图书馆及博物馆等项目，预计于今
年年底完工。

定安县旅文局相关负责人介绍，
广场项目建成后，将进一步完善城市
功能，为市民提供一个全新的、集文化
娱乐于一体的休闲场所，满足人民群
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对社会
和谐及推动城市文化产业的发展具有
促进作用。

抓牢“菜篮子”
做好保供稳价

三亚共确定为民办实事10大项，共计32小项

30件民生实事已完成年度目标任务，完成率93.7%
3项超额完成年度目标，有27项工作任务完成或基本完成年度目标

涉及扶贫保障、教育、文化体育、市政配套等民生工作
2019年 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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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动向

新进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