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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26日，东方市人民检察院的党员
干部，再次来到了所负责的网格责任区，开
展一周一次的卫生大扫除。一个个卫生死
角被清理干净，社区干部群众纷纷点赞。

“来辖区做清洁，也是为了更好地融入
文明城市创建，带动居民一起参与，共同把
我们的家园维护好、管理好。”东方市检察
院干部符彪说。

据悉，作为全国文明单位的东方市检
察院，把精神文明创建工作纳入全院工作
规划，以“六爱”（爱党、爱国、爱人民、爱家、
爱岗、爱单位）检察文化建设为重点，积极
传播检察正能量。

2016年以来，东方市检察院积极筹措资
金，帮助贫困户解决生产生活所需，截至今
年7月共投入资金超过108万元，协助贫困
户入股产业395.42万元。同时还对符合条
件的贫困户开展司法救助。目前，东方市检
察院帮扶的62户256人已实现全部脱贫。

根据东方的统一部署，该院还组织干
警每周四下午以“绿色星期四”为主题开展
卫生整治活动，积极参与“三创”活动。

作为法律监督机关，东方市检察院还
不断加强全社会的法治宣传教育，积极开
展“法治进校园”活动，强化未成年人全面
综合司法保护。今年以来，该院开展“法治
进校园”专题讲座15场覆盖8970人次、“法
治进社区”6次惠及3560人次；组织辖区内
127所中小学、职业学校全体师生及家长约
7万人次收看专题法治讲座。同时通过网
络平台向东方辖区内中小学、职业学校全
体师生及家长发出以“一号检察建议”为主
题的致家长的一封信。

同样被授予全国文明单位称号的东方
市财政局，也将精神文明建设纳入单位发
展整体规划，相关经费列入年初预算，确保
每年投入经费不低于日常办公经费的8%，
并广泛开展志愿者服务、结对帮扶、文明大
行动等活动，营造文明向上的文化氛围。

（本报八所11月26日电）

文明城市创建工作是一项系统工程，只
有全民动员，才能取得扎实成效。

东方把文明城市创建贯穿到经济社会
发展的各个环节，坚持从细节出发、从细微
入手，建立起“以块为主、条块结合、全民动
手、齐抓共管”的创建责任体系和推进机制，
构建起了“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网格化工
作机制。

“要坚持全民参与抓共建，紧紧依靠群
众、深入群众、发动群众，迅速在全市上下掀
起新一轮创建热潮，营造人人参与综合创建
的浓厚氛围。”东方市委书记田丽霞向全市
发出了创建全国文明城市的动员令。

为此，东方坚持领导带头、干部示范、包
片负责，坚持定区域、定责任、定人员、定时
间，合力攻坚，积极争创，人人参与、人人支
持全国文明城市创建的氛围愈加浓厚。

每到周四，东方广大党员干部职工走上
街头，深入社区小街小巷，义务打扫卫生、整
治环境，开展“三创”宣传，监督制止各种不

文明行为，成为综合创建的“排头兵”。
“我们来打扫卫生，就是要为东方营造

美丽干净的环境，为创建文明城市作
贡献。”东方市资规局主任科员曾
卫宏说。

在东方城区，还有一群平均
年龄65岁左右的志愿者，他们
身穿红色马甲，手持交通引导小
红旗，对乱闯红灯、横穿马路等
不文明交通行为进行劝导，规范
交通秩序。这支由“候鸟”组成的
东方广电志愿服务队两年来共组
织29700多人次，开展近600次的

文明交通劝导活动。
如今漫步在东方城区，市民群众出

行通畅有序、农贸市场规范整洁、城市美
丽宜居……处处盛开“文明之花”。

“各个公交站都有文明城市创建标语，
氛围浓厚，大家也从心里接受了文明城市创
建要求，自觉遵守规章制度、保持环境卫
生。”东方市民符关发说，文明城市创建是惠
民工程，大家都希望城市越来越文明美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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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24日上午，海南日报记者走进
刚刚荣获全国文明村镇称号的八所镇福
耀村，只见村道整洁、大树成荫。坐在树
荫下，鸟儿清脆的叫声甚悦耳，过往村民
十分和善热情。难怪100多名“候鸟”老
人会选择到福耀村租房过冬、颐养天年。

但在几年前，福耀村还是另一幅场
景：到处都是乱葬乱埋的坟墓，遍布全村
的大小废品收购点让垃圾围村、臭气熏
天，村民们都不想留在村里，纷纷去外地
打工。

“我们村‘两委’干部和党员带头，把
祖坟迁到公墓，把废品店清理出去，改善
了村容容貌。”谈起变化，福耀村党支部书
记、村委会主任林发红直言，开展工作遇
到了很多困难，尤其是迁坟，他甚至一度
被亲人赶出家门。“但看到党员干部决心
坚定，村民们也慢慢参与了进来。”

“环境真的能改变人，乱丢垃圾的现
象早已消失，村民的素质、精神面貌都有
了提升。”林发红开心说，环境变好，产业
发展也有了空间，很多“候鸟”游客来村里
租房居住，铺面经济也越来越旺，村民的
年均收入达到3万元，福耀村也成了名副
其实的文明村、小康村。

“以前我家的老房子租给别人收废
品，一年也就三四千元的租金，如今房子
重建，一楼开超市，二楼自己住，三楼做出
租，租房一个月收入顶过去一年！”福耀村
村民张康琼说，环境好了机会多了，他也
选择回乡发展。

与福耀村一样被授予全国文明村镇
称号的东河镇南浪村，近年来也立足自身
生态优势积极开展村庄绿化美化行动，巩
固生态文明建设成果。现在的南浪村，村
前村后有果树、院前院中有花梨，绿树环
抱山水相间，置身其中，犹如一幅美丽的
田园风景画。此外，该村大力倡导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让“尊老爱幼、和睦相处、
和谐发展”的风尚蔚然成风。

东方文明城市创建初见成效，两村镇两单位获中央文明委表彰

全民参与力量大 文明花开气象新

11 月 26 日 下
午，在东方市各个街
道村居，一群群身穿
义工服的志愿者正
在打扫卫生、清理垃
圾，干得热火朝天。
这样的场景，每周四
下午都会出现在东
方各条大街小巷。

东方把每周四
定为全民大扫除日，
组织广大党员干部
职工深入网格责任
区开展环境卫生大
扫除活动，营造“自
己的家园自己爱”的
浓厚氛围，为东方创
建全国文明城市、国
家卫生城市、国家生
态文明建设示范市
（以下简称“三创”）
凝聚起强大工作合
力和正能量。

就在近日，东方
市东河镇南浪村、八
所镇福耀村被授予
全国文明村镇称号，
东方市人民检察院、
东方市财政局被授
予全国文明单位称
号，荣获中央文明委
的表彰。这些文明
创建的成效，正由点
到面、以点带面，汇
聚成一股创建全国
文明城市的强大力
量，让文明成为东方
的最靓丽底色。

■ 见习记者 肖开刚
通讯员 苏群

■ 见习记者 肖开刚

11月26日，东方市临港产业园内
的海南华盛PC项目工地一派火热建
设场面，2000多名建设工人奋战在各
自岗位上。目前，这个由民营企业投
资的项目一期建设已进入尾声，全部
建成投产后产值将达200亿元。

大企业大项目建设热火朝天，中小
微企业发展活力十足。走进海南中正
水产科技有限公司和迦南兰花种植农
民专业合作社等农业企业，龙头带动产
业集群发展的效果显著，一个集聚数十
个企业、用工超万人的东方水产种业产
业园呼之欲出，兰花产业也在东方大地
上花开四处，惠及百村万户。

有“月亮”也有“星星”，一二三产业
领域民营企业蓬勃发展，这是东方不断
优化民营经济发展环境，促进非公有制
经济健康发展取得的显著成效。

目前，东方共有民营企业5841家，
较去年新增2292家；全市个体工商户
为24627户，较去年新增4145户；全市
民营企业纳税总额为7.8亿元，占全市
税收总额的51.5%，同比增长50.6%。

营商环境不断向优向好

近年来，东方坚持把创一流营商
环境作为提升东方核心竞争力的有力
抓手。为此，该市制定出台《东方市
2020年优化营商环境工作方案》，建
立市级领导干部联系重点民营企业和
商协会制度，严格落实重点项目“六个
一”责任制，持续深化“放管服”改革，
完善民营企业诉求解决机制，激励干
部主动作为、靠前服务，推动营商环境
持续优化，让“春江水暖鸭先知”的民
营企业最先感受到变化和成效。

今年东方通过持续深化“一枚公章
管审批”“不见面审批”“一网通办”等改
革及建立健全窗口服务评价反馈机制
等一系列措施，重新梳理16个部门
255项行政许可事项，不断简化优化审
批环节，着力提高行政审批服务效能，
推动东方营商环境不断向优向好。

“落户东方以来，省里支持、市里重
视，项目建设都很顺利。”海南华盛新材
料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姚光前说，海南
华盛新材项目一期将在年底完成主体

建设，明年初试生产，二期也正在各级
各部门支持下争取早日动工建设。

“我们提出打造水产种业产业园
的想法后，东方各级各部门迅速响应，
市委书记还专门到公司现场办公，了
解诉求，做好服务。”在海南中正水产
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宋永强看来，
有了地方党委政府的支持，公司落户
东方后不断做大做强，近日还通过了
国家级南美白对虾良种场的评审。

“我们想建一个育苗场，但遇到了
道路和用电问题，反映到感城镇后，镇
领导迅速协调，很快就得到了解决。”
东方迦南兰花产业有限公司理事长黄
法祥说，今年以来，东方的营商环境有
很大改善，让企业发展更有信心。

商协会促进企业抱团发展

党委政府大力支持，东方的民营企
业也积极抱团发展，各类商协会组织如
雨后春笋般涌现，市工商联的作用进一
步凸显。目前，东方在民政部门登记成
立的商会、协会共6家，均已纳为市工商
联团体会员，工作覆盖率达100%。

“工商联给了我们家的感觉，前段
时间公司遇到税务方面的问题，通过
工商联反映后，第二天就得到了解
决。”黄法祥也是东方市工商联副主
席，他说，加入工商联后，企业找到了
组织，反映问题也有了更方便的渠道。

在民营企业蓬勃发展的同时，东方
的非公党建工作也迅速跟进。目前，东
方共有规模以上民营企业107家，已建
立党组织43个，覆盖企业98家。

“东方市委组织部和新龙镇给了
我们很大的帮助，专门派党建指导员
帮我们把支部建了起来，完善了工作

制度。”海南中正水产公司党支部书记
覃晶说，党支部成立后，党员在公司发
展中更好地发挥了引领作用。

据了解，今年东方还积极为企业
减轻负担。其中，减免房地产税和城
镇土地使用税约2000万元。同时，东
方还安排300万元对受疫情影响较大
的批发零售、住宿餐饮、物流运输、文
化旅游和“菜篮子”等行业的中小企
业、个体户、个人的经营性贷款，按新
增贷款额的1.5%予以贴息，最大限度
帮助企业渡过难关。

（本报八所11月26日电）

东方完善民营企业诉求解决机制，为非公经济发展做好服务保障

营商环境争创一流 民营经济迸发活力

东方市文化广场项目
明年春节前基本完工

本报八所11月26日电（见习记者肖开刚）
一座有1400多个座位的大型歌舞剧院正加快建
设，已进入了内部精装修阶段……11月25日，海
南日报记者在东方市文化广场项目建设现场看
到，随着主体结构完工，整个项目已现雏形。目
前，项目正在进行外立面的钢结构和幕墙施工，内
部装修也同时展开，预计明年春节前基本完工。

当天下午4点，火热的太阳还在炙烤着项目
工地，来自江苏的焊工刘灿灿正在烈日下焊接钢
结构。“我第一次来海南，有点晒、有点热，但我们
也会克服困难，力争早日完成建设任务。”刘灿灿
说，每天早上天还没完全亮就开始上班，下午要做
到快天黑才下班，就是为了尽量在避开中午暴晒
的同时抢进度。

“目前项目外立面钢结构施工采用两班倒，在
严把工程质量和施工安全的基础上，利用当前施
工黄金期加快建设。”负责项目建设的中建新疆建
工（集团）有限公司工程师陈平南说，。

走进项目内部，负责歌舞剧院内部精装修的
工作人员刚刚完成三维建模，即将全面开始内部
装修施工，而综合馆的内部装修也在同步进行。

“目前建设最大的困难就是施工专业多、交叉
作业面广、穿插难度大，我们将做好施工组织，争
取早日完成项目建设，为广大市民提供高水平的
文化场馆。”中建新疆建工（集团）有限公司项目生
产经理丁振财说。

据了解，东方市文化广场项目总投资7.17亿
元，建筑面积约8.5万平方米。其中歌舞剧院共
有1460个座位，舞台台口宽18米，高10米。综
合馆则包含了博物馆、图书馆、文化馆、会议中
心等。

“东方一直没有这种大型的室内文化场馆，建
成后很多晚会、展览就可以从室外广场转移到室
内更高标准、更专业化的场馆，进一步完善城市服
务功能，提升公共文化服务水平。”东方市旅文局
副局长巩明磊说，项目建成后该市将创新运营管
理模式，更好发挥出这些文化场馆的作用，促进文
化惠民。

11月25日，东方市文化广场的歌舞剧院、综
合馆的主体结构已经完工，正进行外立面的钢结
构和幕墙施工。 见习记者 肖开刚 摄

东方旅游美食与商品
巡回展销会今日开幕

本报八所11月26日电 （见习记者肖开刚
通讯员龙南寿）11月27日，海南国际旅游消费年
暨海南（东方）旅游美食与商品巡回展销会，将在
该市民休闲广场开幕。

本届展销会以“美食美味，享乐东方”为主题，
展期自11月 27日开幕至29日结束，展出面积
10000平方米，设置国际标准展位200个。展销
会分为东方形象馆、省内旅游食品展区、省内特色
产品展区、老字号展区、非遗展区、国内食品企业
展区、特色美食街、东方扶贫集市等多个展区。

市民游客可在现场品尝到东方盐焗乳羊、重
庆酸辣粉、叫化鸡、广西螺蛳粉、陕西肉夹馍、花生
酥等省内外美食。来自广东、福建等地百年老字
号企业也将给市民游客们带来广州炸鱼皮、福州
品日有肉松、福建郑森记肉燕、广州顺福邦腊味等
多种老字号产品。

东方石化生毓龙获评
全国劳动模范

本报八所11月26日电（见习记者肖开刚）
在11月24日举行的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
表彰大会上，我省共有38人受表彰，其中，中海油
东方石化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生毓龙被评为全
国劳动模范。

自2009年参与东方石化项目建设开始，生毓
龙便以科学严谨的工作作风，奉献求实的劳模精
神，带领设备团队一路攻坚克难，创新精进。截至
2019年，公司实现重大设备零事故、关键设备完
好率100%、特种设备取证率100%等骄人成绩。

作为公司主管设备的副总经理，每天7时，生
毓龙就开始在厂里巡检，把每个设备都看一遍。
当同事们上班时，经常看到工装湿透的生毓龙走
在厂区的装置间。

如今虽已走上管理岗位，但生毓龙还是坚持
奋斗在一线。2016年，柴油加氢装置管道与老装
置管道碰头，离地12米高，监控人员由于恐高，一
直没敢爬上去。为了不让施工单位人员长时间等
待，生毓龙手脚并用爬上管廊，顶替原监控人员密
切关注施工过程，确保了焊接质量。在一次抗洪
抢险中，作为抗洪总指挥的生毓龙一大早就赶到
现场勘查水情，第一个跳入齐腰深的河水中，与后
续跳下来的抢险人员排成人墙，用接力的方式运
送沙袋、抢筑堤坝，保护位于河道边的东方石化
110KV供电线路“终端塔基”的安全。

此外，海南日报记者从东方市总工会获悉，目
前该市共有5位全国劳动模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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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满魅力的东方市西海岸。
通讯员 陈允武 摄

东方市人民检察院干部到鱼
鳞洲开展卫生清洁志愿服务活动。

东方市人民检察院供图

在
迦
南
兰
花
种
植
农
民
专
业
合
作

社
，花
农
们
正
精
心
管
理
刚
开
花
的
空

气
凤
梨
。

见
习
记
者

肖
开
刚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