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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刘袭 特约记者 李珂

一位33岁男性患者26年牙关紧闭，
不能正常吃饭，无法吃排骨、鸡肉等。今
年5月，他到海南西部中心医院治疗，上
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九人民医院口
腔颌面外科专家、副主任医师任振虎对
其实施左蹑下颌关节成形术，成功治愈
琼西首例颞下颌关节强直患者。“这是儋
州市政府与上海九院合作的成果。”12月
2日，海南西部中心医院有关负责人方峰
凯说，“不仅引进全国优质医疗资源，还
不断扩大医院规模，三期扩建工程2021
年建成投入使用后，我院建筑面积将达
20.8万平方米。”

今年以来，儋州聚力打造海南西部
教育、医疗、文体、消费、服务“五大中
心”，不断强化聚集辐射功能。

大型医院扩容，完善医疗卫生服务
体系。儋州扎实建设海南西部医疗中
心，新建扩建多家大医院，让群众就近看
大病不难。三级甲等综合医院儋州市人
民医院新建的16层住院大楼总投资3.11
亿元，总建筑面积6.28万平方米，已封
顶，正在装修，设置880张床位。海南西
部中心医院占地240亩，现有建筑面积
11.2万平方米，三期扩建工程总投资7.3
亿元，18层住院大楼即将封顶，感染住院
楼、实验中心楼建设速度加快。近日开
工的滨海新区医院建成后，3家三级甲等
综合医院将成为儋州医疗卫生服务体系
的支柱。

专科医院扩容，补齐医疗卫生基础
设施短板。儋州实施儋州市妇幼保健院
异地重建项目，总投资9.5亿余元，将该
院改造升级为三级甲等水平专科医院。
该院院长范永经说：“建设成为海南西部
地区集妇女儿童保健、医疗、康复等功能
于一体的妇幼医疗保健机构，是我们的
目标。”儋州引入社会资本办医院，儋州

紫荆健康产业投资有限公司投资3亿元，
建设儋州市紫荆心理康复医院。儋州市
中医医院异地重建项目上马，总投资
7.16 亿元，将改造升级为三级甲等水
平。儋州市卫健委主任詹健炜说：“加快
建设海南西部医疗中心，为全市百万市
民、海南西部区域300万居民提供优质
医疗服务。”

近年来，儋州引进国内优质教育资
源，大力推进海南西部教育中心建设，取
得丰硕成果。今年儋州高考、中考成绩
优异，排名位居全省各市县前列。其中，
南开大学附属中学儋州市一中应届高中
毕业生吴万冬以833分考入北京大学。

2016年8月，儋州市政府与天津南
开大学、南开区政府签订合作办学协议，
南开大学附属中学与儋州市一中合作办
学。儋州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市教育
局党委书记温龙说：“引进国内优质教育
资源合作办学，带动儋州学校在办学理
念、制度建设、管理模式、文化打造、教育
质量上取得长足进步，合作办学效益得
到市委、市政府和儋州人民群众的充分
肯定。”

今年9月，儋州市民王向楠的孩子到
那大镇欢乐堡幼儿园报名，发现报名费
比以前少了很多。该园园长董妍彦说：

“报名费下调之后，每名学生每学期
1300余元，幼儿园现已满员。”今年秋季
学期，儋州将26所民办幼儿园转为公办
幼儿园，新增公办园学位6000个，整体
提升幼儿园办学质量。

加快建设海南西部文体中心。儋州
投资13亿元建设儋州市体育中心“一场
两馆”项目等，完善儋州城市功能，高标
准筹办2022年第六届海南省运动会。
加快打造海南西部消费中心。儋州·新
福城商业街项目计划总投资2亿元，94
间商铺的商业楼封顶，预计2021年1月
开业。 （本报那大12月2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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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五大中心”增强辐射和集聚功能

新建医院惠百姓
合作办学育新苗

重点项目投资和商业消费拉动经济增长

项目建设加速跑
经济发展后劲足

■ 本报记者 刘袭 特约记者 李珂

在离那大镇主城区近20公里的偏
远郊区，儋州市兴建生活垃圾焚烧发电
厂，主厂房高45米，这是海南落实中央
环保督察反馈意见整改工作的项目之
一，也是一项重大民生工程。10月 16
日9时许，一辆垃圾封闭运输车驶进生
活垃圾焚烧发电厂密封通道，把第一车
垃圾卸到密封的垃圾料坑内，标志该生
活垃圾焚烧发电厂总投资6.4亿元的一
期工程正式投产。该生活垃圾焚烧发
电厂设计规模为日处理生活垃圾1500
吨，分二期建设，其中一期工程设计规
模为日处理生活垃圾1000吨，年处理
生活垃圾 36.5 万吨，年发电量 1.3 亿
度。光大环保能源（儋州）有限公司负
责建设和运用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
12月2日，该公司运行部负责人屈建龙
说：“国内生活垃圾焚烧发电技术成熟，
设备都是国产的。我们这里能够无害
化处理儋州、临高、洋浦全域及白沙部
分乡镇的生活垃圾。”

今年以来，儋州紧盯主要经济指标
预期目标，以项目建设为抓手做大经济
总量，当好全省“壮劳力”。该市重点项
目投资和消费拉动区域经济增长，为全
省经济发展贡献力量。

落实促进高新技术产业发展扶持政
策，重点发展新材料技术、电子信息技
术、先进制造业及生物工程技术等4大领
域的高新技术产业。儋州在重点项目中
布局新兴产业，推动高新技术产业跨越
式发展，补齐第二产业发展迟缓的短
板。2019年开工的儋州庞玉颜实业有限
公司木材精深加工项目，计划总投资1.3
亿元，一期工程的指接板车间、防腐车
间、烘干房等厂房建成，现已试生产；二
期工程建设加快，文创楼已建成地面一
层楼。仙人掌（果）产品精深加工项目，
计划总投资1.5亿元，今年计划投资1亿
元，将开发食用仙人掌叶片食品、仙人掌
（果）植物饮料、仙人掌（果）提取物等5类

产品。
2020年儋州确定市重点项目51个，

年度计划投资173亿元，截至10月已完
成投资138.81亿元，完成年度投资计划
的80.2%，重点项目对儋州经济的拉动作
用明显。今年1月至9月，儋州地区生产
总值248.15亿元，全市地方一般公共预
算收入10.46亿元。

投资逾亿元，历时两年修复废弃矿
坑、活化美化山体而建成的海南莲花山
氡泉森林养生文化景区，5月1日开园。
该景区位于儋州市蓝洋温泉莲花山国家
级森林公园配套功能区，颇具文化特
色。近日，大学生游客黄华东与亲友共9
人游览该景区，他说：“景区开发注重文
化与自然资源的融合，看点很多。”

儋州市以旅游、商业等促进消费经
济发展，今年前三季度，该市社会消费品
零售总额达66.76亿元，其中第三季度社
会消费品零售总额25.16亿元，同比增长
6％。今年1月至9月，第三产业增加值
达131.89亿元。

今年初，受新冠肺炎疫情冲击，儋州
经济一度增长迟缓，但受益于重点项目
建设加快和消费经济增长，该市复工复
产进展快、成效好。今年5月，全国31个
省区市（不含港澳台地区）、335个地级及
以上城市（含直辖市）经济复苏排行榜出
炉，全国 5 个城市经济复苏指数超
100%，儋州排名全国第一，以271.62%
的复苏指数遥遥领先。

开展节庆文化活动，激发市民消费
热情。今年中秋国庆假期，儋州组织多
家大型商场、超市举办购物狂欢活动，刺
激消费拉动经济增长，打响冲刺全年目
标任务“第一枪”，该市商业消费加快回
暖。8天假期期间，那大镇主城区大型商
场、超市共销售商品874.96万元，与去年
同期的651.17万元相比，增长34.36%。
儋州市现代服务业和投资促进局局长孟
维华说：“儋州有百万人口，内需旺盛，以
商业消费促进经济增长，为冲刺全年目
标任务出力。” （本报那大12月2日电）

儋州市滨海新区首个夜市近日开业，有效拉动了夜间消费。
通讯员 羊文彪 摄

航拍儋州市体育中心“一场两馆”项目工地。通讯员 羊文彪 摄

今年以来，儋州积极扩种增养。图为位于该市中和镇的海南金
通农业开发有限公司火龙果种植基地。 通讯员 黎有科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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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自贸港建设东风，儋州谋定“快”动提升发展质效

做好四篇文章 服务全省大局
年终岁尾，梳理儋州市2020年的重点工作，不

难发现最大亮点是儋州市委、市政府带领百万市

民，找准在海南自贸港建设中的定位，大力弘扬特

区精神、椰树精神，务实创新，苦干快干实干，精心

做好建设“西部中心城市”、建设全岛“菜篮子”、当

好全省经济发展“壮劳力”和洋浦发展“助攻手”4篇

文章，构建发展新格局。

今年以来，儋州市委、市政府始终着眼全省大

局想问题、作决策、办事情，不折不扣贯彻落实中

央、省委各项部署要求。加快建设海南西部中心城

市，通过城市更新，全力把儋州打造成为海南西部

教育、医疗、文体、消费、服务“五大中心”；加快建设

全岛“菜篮子”，大力发展生态循环养殖业，实现生

猪、儋州鸡等畜禽规模化养殖，扩大瓜菜种植面积；

当好全省经济发展的“壮劳力”，紧盯主要经济指标

预期目标，迅速做大经济总量。当好洋浦发展“助

攻手”，调整滨海新区发展定位，提高滨海新区城市

承载能力，主动融入洋浦发展。

儋州市委书记袁光平说：“认真做好‘西部中

心城市’、全岛‘菜篮子’、全省经济发展‘壮劳力’

和洋浦发展‘助攻手’4篇文章，把一天当三天用，

苦干快干实干，有担当有作为，助力海南自贸港建

设起好步。发扬椰树精神，无私奉献，坚决推动中

央、省委决策部署落地见效，为加快建设海南自贸

港贡献力量。”

■ 本报记者 刘袭 特约记者 李珂

在儋州市兰洋镇南罗村南罗村民小组
与墩响村民小组交界处，有一片200多亩
的水田，兰洋镇乡村振兴工作队队长与南
罗村“两委”干部协商，优化农业产业结构，
于2019年投入693万元扶贫资金，将这些
低效益水田改造为高效益的虾塘，每口虾
塘面积2亩至3亩，引进一家民营高科技农
业公司，养殖高附加值的澳洲淡水龙虾，带
动全镇的贫困人口增收。南罗村42岁的
村民梁慕才负责带着7位村民管理虾塘，
每天6点钟起早喂虾。“澳洲淡水龙虾管理
简单，1天喂1次就行了。”12月2日，他对
海南日报记者说，公司负责种苗、技术和保
底价收购，水塘一年放养2批虾，亩产量
700斤左右，每斤虾卖68元至80元，供不
应求。

今年以来，儋州大力优化农业产业
结构，生产瓜菜、水果等优质农产品。加
大常年蔬菜基地建设，确保常年蔬菜自
给率提升至70%以上，为海口、三亚、洋
浦提供充足丰富的农副产品，丰富全省
人民的“菜篮子”。

儋州农业农村等部门积极指导各镇
建设蔬菜基地，引导农业种植企业、合作
社和农户种植瓜果菜，在满足儋州市民

“菜篮子”需求的前提下，给周边市县居民
供应大量新鲜蔬菜。儋州巩固1.72万亩
的常年蔬菜基地保有量。例如，王五镇因
地制宜打造白泥洋常年蔬菜基地、枝根坡
瓜菜基地、山营兴荣蔬菜基地等，常年蔬
菜种植面积共1200亩，主要种植葱、生
菜、菠菜等；常年种植瓜类8000亩，主要
种植南瓜、黑皮冬瓜等。在王五镇王五居
委会周家村旁的白泥洋海南日报记者看
到，许多菜农在菜地里耕种、摘菜、施肥、
除草。王五居委会干部胡燕松说：“周家
村家家种菜，每天大量新鲜蔬菜供应那大
镇主城区农贸市场，还卖到洋浦、昌江、东

方、白沙等地。”
在儋州雅星镇调打村鹅岛村民小组，

一座现代化养鸡场藏在丛林中，这是儋州
健德原生态种养殖有限公司的养鸡场，1
年养45万只鸡。2018年，雅星镇党委、政
府决定统筹扶贫资金1315万元建设高标
准养鸡场，出租给企业大规模养鸡，发展
规模化、现代化养殖业。当年4月，建成
19栋肉鸡舍，出租给儋州健德原生态种养
殖有限公司，租期20年，前10年每年按总
投入资金的10%收租金。19栋肉鸡舍一
次性可养1.2万只鸡，养鸡场有关负责人
王曼诗说：“养一批鸡10万只，1年养3批
30万只鸡。”2019年底，儋州健德原生态
种养殖有限公司投资700多万元新建2栋
现代化的蛋鸡舍，今年4月蛋鸡舍投产，
现存栏蛋鸡15万只，1天产蛋15万枚。
养鸡场年销售收入达2000多万元。据了
解，儋州积极推进畜禽养殖重点项目建
设，确保今年出栏儋州鸡200万羽。

儋州投资2亿多元，完善雅星农业养
殖区的水、电、路等基础设施，发展循环农
业经济，规模化、生态化、现代化养殖生猪，
形成屠宰、加工、运储全产业链。海南温氏
禽畜有限公司雅星种猪场建于雅星镇飞巴
村，总投资1.2亿元，占地面积225亩。“猪
舍土建工程基本完工，已安装自动喂料系
统、自动温控系统、高温高压冲洗系统、自
动清粪系统、环保处理系统等，1条扩繁生
产线是全封闭的。”雅星种猪场场长杨聪
说，该猪场计划今年12月启动养殖，每年
将出栏商品猪苗20万头。

在雅星镇农业养殖区，还有3个大型
生态养猪项目正加快建设，儋州明年生
猪出栏量有望增加到140万头以上。儋
州市委副书记、市长邹广说：“发展循环
农业经济，坚持打好转型升级组合拳，按
照儋州‘菜篮子’工程的实施标准，推动
畜牧业高质量发展。”

（本报那大12月2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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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化农业产业结构，实行规模化种植养殖

扩种增养保供应
循环农业生绿金

大力推动滨海新区与洋浦港产城融合

完善设施优服务
深儋合作结硕果

■ 本报记者 刘袭 特约记者 李珂

11月20日晚，在儋州市滨海新区白
马井中心大道海岸漫谷小区旁的一个广
场，滨海新区首个大型夜市正式营业,50
家商铺齐亮相，热闹非凡，市民游客及在洋
浦经济开发区工作的人员在现场欣赏歌
舞、品尝美食。住在滨海新区的海南金海
浆纸业有限公司员工张先生说：“滨海新区
以前都是零散的小摊小贩卖夜宵，没有大
型夜市。现在我们夜间消费有了好去处，
预计以后会有更多在洋浦工作的人到滨海
新区消费。”11月20日至22日，该夜市人
流量近8万人次，营业额超70万元。

今年以来，儋州市委、市政府根据海
南自贸港建设要求，调整滨海新区发展
定位，主动服务洋浦，将滨海新区打造成
面向洋浦的生活性、生产性服务中心，建
设成为儋州发展“双动力核”之一，力争
建成滨海新区与洋浦港产城融合示范
区，当好洋浦发展“助攻手”。

目前，滨海新区常住人口和冬季流动
人口加起来有约20万人，但滨海新区的
城市功能不够完善。儋州加快完善滨海
新区基础设施，不断提高滨海新区城市承
载能力和服务水平。近日，总投资16.33
亿元的滨海新区医院项目开工，将建成一
家布局合理、环境优美、设备齐全、技术先
进、管理科学，且具备一定康复疗养功能
的三级甲等综合医院。白马井镇党委书
记陈帆说：“滨海新区医院建成后，将填补
滨海新区没有大型现代化医院的空白，洋
浦的各类人才和滨海新区的市民游客可
以在这里享受到更好的服务。”

以超常规举措加快滨海新区建设速
度，完善城市功能，服务洋浦发展。儋州
探索滨海新区投融资模式，聘请咨询公
司探索发债融资；与金融机构洽谈打包

收益和公益项目，探索开发贷款融资等，
筹资建设医院、学校、国际学校及配套重
大基础设施项目。滨海新区路网建设加
快，总投资8亿元的滨海二道建成，全长
8.744公里，双向6车道的沥青路面已全
部铺好，将极大改善滨海新区的交通状
况。正在推进的滨海新区配套市政路网
项目，总长17.96公里，建成后将极大提
升滨海新区的交通服务能力。

发挥临港优势，充分利用海南自贸港
政策，儋州与粤港澳大湾区联动，在滨海新
区布局新产业，推动儋州工业园与洋浦的联
动，主动融入洋浦发展。滨海新区土地储备
充足，目前能充分满足洋浦大开发带来的大
项目，儋州围绕旅游业、数字经济、航运物流
服务、贸易金融总部、文创设计等主导产业
招商引资，引进了一批航运服务、总部经济
等现代服务业项目。

11月13日破土动工的深儋合作区
服务中心项目，是儋州工业园与洋浦联
动发展的实质性举措。特地从深圳赶到
儋州参加开工仪式的深圳盐田港集团党
委副书记钟珊群说：“深儋合作区服务中
心项目开工，标志着盐田港集团与儋州
市的合作取得实质性进展。”所谓实质性
进展，即是启动建设深儋合作区，由盐田
港集团正式主导儋州工业园王五片区的
成片开发。

儋州工业园与洋浦的联动发展，能
够承接洋浦大开发带来的国内外投资项
目、资金流。“主动融入粤港澳大湾区，实
现联动发展，对儋州调整产业结构，增强
城市功能，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要
意义。”儋州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林刚
说，加快推动创新链、产业链、价值链跨
区域优化布局，促进资源整合，深儋合作
区有广阔的发展空间。

（本报那大12月2日电）

第四篇文章：当好洋浦“助攻手”

核心提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