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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17.7%
增幅全省第六
高于全省平均水平9.7个百分点

农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5%
增幅全省第一
高于全省平均水平3.5个百分点

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
分别同比增长3.3%和7.6%
均高于全省平均水平

共拨付疫情防控经费2.25亿元
49名医护人员
驰援湖北助力疫情防控

累计新增减税降费3.83亿元
帮助企业渡过难关

营商环境不断优化
全年新增市场主体7037户
同比增长13.08%

积极兑现了56件人大代表建议案

109件政协委员提案的办理工作

办复率为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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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建成10个
乡镇人大代表联络站
实现全覆盖

本报八所2月6日电（记者肖开刚 特约记者彭珊
珊）受理的56件建议已全部办理完毕并答复代表，代表
满意或基本满意率89.3%；建成10个乡镇人大代表联
络站，实现全覆盖；听取审议专项报告5个……海南日
报记者从2月4日至5日召开的东方市十五届人大九次
会议上了解到，在过去一年，东方市人大常委会聚焦事
关东方改革发展、群众切身利益的重大问题依法行使监
督职权，着力增强监督实效，有力推动各项决策部署贯
彻落实，一批群众关切的热点难点问题得到解决。

聚焦加强和改进新时代人大工作，去年东方市人
大常委会成立专题调研组，深入人大工作一线，充分征
求人大代表、常委会委员、乡镇人大及相关职能部门意
见建议，提出的5个方面15条建议，有力配合东方市
委于去年底正式印发实施《中共东方市委关于加强和
改进新时代人大工作的实施意见》，为东方市的人大工
作指明了方向、明确了目标。

在服务代表履职工作上，去年东方市人大常委会
积极推进乡镇人大代表联络站建设，目前已建成10个
乡镇人大代表联络站，实现了乡镇全覆盖。依托率先
建成的新龙镇人大代表联络站，组织30余名省、市、乡
三级人大代表进站开展活动，推动解决了新龙镇100
多户群众季节性缺水等一批亟待解决的民生问题。

去年东方市人大常委会认真抓好代表建议的督办
工作，继续实行主任会议成员牵头督办重点建议制
度。东方市十五届人大八次会议上受理的56件建议
已全部办理完毕并答复代表，代表满意或基本满意率
89.3%。在主任会议成员重点督办下，解决了一批群
众关切的热点难点问题。

东方市政协
去年提案立案109件
办结率100%

本报八所2月6日电（记者肖开刚 特约记者彭珊
珊）海南日报记者从2月3日至4日召开的东方市政协
十届六次会议上了解到，过去一年，东方市政协常委会
密切同各民主党派、工商联、人民团体、无党派人士的联
系，积极为他们搭建平台，履行职责，同时班子成员走访
委员常态化，全年共走访委员46人次，为营造全市上下
戮力同心、干事创业的良好氛围贡献了政协力量。

去年，东方市政协将港产城一体化、花卉产业发展
等作为专题调研，并通过常委会形成了《关于推进我市
港产城一体化发展的建议案》《关于花卉产业发展的建
议案》，向市委提出了15条意见建议。聚焦农村水污染
治理等组织政协委员开展2次视察活动，向市有关职能
部门和乡镇提出整改意见和建议18条。围绕“门前三
包”、文明工地、农贸市场管理等方面，组织政协委员开
展视察活动5次，梳理出37个问题，形成问题清单及意
见建议送相关部门，助推文明城市建设提质增效。

据统计，一年来，东方市的市政协委员、市政协参加
单位提交的提案共立案109件，提案办结率100%；运用
反映社情民意信息的方式，共收集社情民意信息26篇，
编辑《社情民意信息专报》7期，提出建议44条；向全国政
协、省政协报送信息22篇，被全国政协网站采用10篇，
省政协信息采用12篇，提升了东方政协的影响力。

东方市法院
去年结案率95.96%
高于全省平均结案率

本报八所2月6日电（记者肖开刚 特约记者彭
珊珊）受理各类案件7354件，同比上升16.05%，结案
7057件，同比上升16.07%，结案率为95.96%，比全省
平均结案率高出2.8个百分点，法官人均办案245件，
审判执行质效保持良性稳健运行……在2月4日召开
的东方市十五届人大九次会议上，东方市人民法院向
大会报告了去年的工作情况。

2020年，东方市人民法院忠实履行审判职责，坚
持严格公正司法，严厉打击刑事犯罪，维护社会和谐稳
定。全年共受理刑事案件567件，结案549件，结案率
为96.83%。其中，自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工作开展以
来，共受理涉恶类案件20件 114人，已结17件 101
人，判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32人，重刑率31.68%，判
处罚金328.3万元，没收、追缴违法所得217.64万元。
依法审结吴清权恶势力集团、苏利徐恶势力集团等一
批利用宗族势力欺压百姓、严重危害经济社会秩序、社
会影响恶劣的案件，有效净化了政治生态和社会环境。

东方市人民法院还联动合力执行攻坚，推进切实
解决执行难工作。去年共受理执行案件2743件，结案
2637件，结案率为96.14%。

东方市检察院去年批准逮捕
刑事犯罪人员395人

本报八所2月6日电（记者肖开刚 特约记者彭
珊珊）2月5日，东方市十五届人大九次会议通过2020
年度东方市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认为该院去年忠实
履行法律监督职责，努力为人民群众提供优质高效的
法治产品和检察产品，各项检察工作取得较好成效。

东方市检察院坚决维护社会稳定，着力推进平安
东方建设。去年依法履行批捕、起诉检察职能，批准逮
捕各类刑事犯罪案件264件395人、提起公诉546件
766人。自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开展以来，受理审查起
诉涉恶案件14件153人，起诉涉恶集团6个43人、团
伙8个71人。其中，自清零攻坚战役以来受理涉恶案
件4件30人，已全部提起公诉完成清零任务。

为着力保障经济社会发展，去年东方市检察院制
定9条优化营商环境措施，召开民营企业家座谈会15
次，帮助民企解决涉法诉求11次。

东方加快推进“两区一节点”建设，确保“十四五”实现良好开局

咬定青山不放松 脚踏实地加油干

2月3日至5日，东方市政
协十届六次会议和东方市十五
届人大九次会议先后召开。会
议精心绘就了东方市“十四五”
发展蓝图和2035年远景目标，
全面部署了“十四五”时期及
2021年工作。

东方市委书记田丽霞表
示，未来15年特别是“十四五”
时期是东方发展至关重要的阶
段。东方将围绕港产城一体的
海南自由贸易港东方先行区、
国家农业绿色发展先行区、西
部陆海新通道的重要节点的
“两区一节点”战略定位，着力
打造千亿级临港产业园，加快
建设宜居宜业宜游的国际滨海
公园城市，推动“十四五”时期
经济发展速度高于全省平均水
平，努力实现地区生产总值翻
一番。

开局关乎结局，起势影响
成势。今年，东方将咬定青山
不放松，脚踏实地加油干，全力
加快自贸港政策落地，全力推
动临港产业园、八所港、东方机
场“三大重点任务”落实，确保
“十四五”实现良好开局。

今年，东方将聚焦临港产业园、
八所港和东方机场“三大重点任务”，
把推进自贸港建设作为最重要、最紧
迫的任务抓紧抓实抓出成效。

一是全力推动自由贸易港政策早
日落地，取得早期收获。东方推动免
税政策落地，用好对鼓励类产业企业
减按15%征收企业所得税和原辅料及
零部件、岛内进口用于营运用交通工
具及游艇“零关税”等优惠政策；推动
免税店建设，建成并运营2家本岛居
民日用消费品免税店或免税专柜。

二是做大做强临港产业园区经
济。积极推动东方临港产业园区与
洋浦经济开发区联动发展，打造港产
城一体的自由贸易港先行区；服务华
盛 PC（一期）、东方化森等项目尽快
形成产能，服务20万吨丙烯腈、120
万吨南海凝析油等项目加快建设，推
动华盛 PC（二期）、明阳深远海能源
创新开发等项目开工，加速油气化
工、精细化工、新材料、海洋装备制造
等产业集聚发展。

三是推进八所港转型升级。

东方推动八所港融
合成为中国洋浦港八
所港区，探索开通“八所
港——越南盖邻港”客滚班
轮航线港，争取获批筹建东方
保税物流中心（B型），启动规划建
设第三港区，改扩建标准化集装箱
码头，着力打造中国—东盟的区域
性国际港口和海上物流中心。

四是加快推进东方航空物流国
际枢纽机场前期工作。东方加快推
进项目预可研、可研报告编制等前期

工作，围绕
东方航空物流

国际枢纽机场谋划建设
国际航空物流产业园，积极争取

国内外知名快递物流企业和运营主
体参与机场建设和运营管理，为在

“十四五”中后期顺利开工创造有利
条件，打造辐射国内、联接国际的航
空物流集散枢纽。

自贸港建设 今年建成并运营2家免税店或免税专柜

现代产业体系 力争高新技术产业产值达到80亿元

作为我省产业发展的主要阵地
之一，今年东方将不断夯实实体经
济基础，加快构建旅游业、现代服务
业、高新技术产业、热带特色高效农
业“3+1”产业发展格局，不断做大
做强现代产业体系。

一是推进农业现代化。东方启
动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申报工作，
争取引进1家至2家农副产品加工
企业入驻园区；促成罗牛山红草猪
场等建成投产，确保生猪存栏达到
21.01万头，出栏达到19.07万头；推

进热带特色水果、热带花卉、冬季瓜
菜等优势产品规模化发展，完成该
市2021年扩种特色花卉2000亩的
种植任务；高标准规划建设现代渔
业产业园，加快深海网箱项目及海
洋牧场建设，促成鑫环智能深水网
箱养殖项目落地投产。

二是加快发展特色旅游。东方
争取完成永涛花梨谷创3A级景区
挂牌，加快推进俄贤岭、仙居谷、自
然瑰宝园等旅游景区建设；推进侵
华日军侵琼八所死难劳工纪念等项

目建设，发展红色旅游；建设3家民
宿，2家椰级乡村旅游点；引进海上
帆船或垂钓大赛、马拉松赛等体育
赛事，进一步激活体育旅游消费。

三是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东
方推进文化广场项目商业运营，推
动东方万悦城·万达广场商业部分
10月1日前开业运营；积极培育建
设物流园区，推动保税仓储、国际物
流配送、集装箱、冷链物流等产业发
展；推进国家级海南国际电竞资产
登记中心、体育旅游区块链创新产

业中心及文化体育产业基地建设；
加快推动国际汽车谷项目落地，力
争海南体育产业园项目落户东方。

四是培育壮大高新技术产业。
东方实施高新技术企业培育三年行
动计划（2021-2023），力争高新技
术产业产值达到80亿元，企业达到
9家；聚焦种业发展，大力打造国家
级水稻育种基地，完善生物安保基
地标准化体系建设，培育对虾良种
亲虾5万对，优质虾苗80亿尾，推进
水产南繁种业科技园区建设。

重点项目建设 实施10亿元项目5个 年度投资百亿元以上

今年，东方将坚持“项目为王”，
加大项目策划包装、招商引资和开
工建设力度，做到逢单月集中开工，
逢双月集中签约，做到策划一批，储
备一批，开工一批，竣工一批。

一是做好要素保障。东方将做
好土地复垦和占一补一工作，批而
未供和闲置土地下降15%以上；强
化用地用林用海和环境评估保障，

健全要素向重点乡镇、重点园区和
重点项目倾斜；每半年做一次土地
收储计划，建立乡镇包干征地机制，
真正做到“土地等项目”。

二是压茬推进重点项目。东方
力争十所村整体搬迁安置项目竣工
验收并交付，全面完成苗村整体搬
迁安置任务，力争金月湾基础设施
PPP项目全面完工，年底前实现万

通农产品批发交易市场投入运营；
加快推进滨海片区城市更新项目
建设，继续推进东方宏鑫广场等项
目建设，推进海韵五星级酒店等项
目年内开工建设。

三是着力抓好“五网”基础设施
建设。东方实施10亿元项目5个，
年度投资100亿元以上，重点推进
基础设施、大数据、教育、医疗卫生、

老旧小区、民生等领域建设；完成农
村公路“六大工程”建设项目，推进
公爱居至板桥镇后壁村大桥建设，
积极争取开工建设G98高速公路与
东方临港产业园区福久连接线工
程，配合推动环岛旅游公路东方段
及3个驿站建设；新建物理基站180
个，逻辑基站258个；开工建设西湖
湿地、八所至新龙供水工程等。

今年，东方将开展“招商引资
年”活动，不断加大招商引资力度，
并落实各项人才政策，吸引更多人
才落户东方，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
展积蓄动能。

一是持续优化营商环境。东方
制定年度优化营商环境行动计划，
实现企业开办时间压缩到1天，健
全重点企业服务工作机制；推行“家

政保姆窗口”下沉服务农村百姓，破
解百姓申报难、办证难问题；实现市
场监管领域“双随机、一公开”常态
化，构建“市场主体说了算”、企业和
服务对象全面参与的营商环境评价
机制。

二是不断加大招商引资力
度。东方将开展“招商引资年”活
动，围绕“3+1”的产业发展格局和

重点产业，强化项目策划包装，有
针对性地制定切合东方实际的招
商政策，编制招商手册和流程图，
到长三角、大湾区等先进地区开展
精准招商，力争完成引进外资2000
万美元以上；建立“周调度、月专
题、季通报”推进工作机制，出台实
施招商引资管理办法和绩效考评
办法；建立由市领导牵头的重点发

展产业“链长制”，围绕重点发展产
业制定产业招商全景图，建立招商
引资项目目标资源库，搭建招商引
资供需对接平台。

三是推动人才政策落地。东方
将落实落细《东方市引进急需紧缺
人才管理办法（试行）》规定的“十大
福利政策”等人才优惠政策，力争引
进人才1200人。

引资引智 力争引进外资2000万美元以上，引才1200人

民生建设 推动新安家园三期等1200套安居型住房建设

发展为民生。今年，东方市将
大力推进民生事业建设，推动巩固
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
衔接，切实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
幸福感、安全感。

一是接续推进脱贫地区乡村振
兴。东方对脱贫工作设立5年过渡
期，实施脱贫地区特色种植、养殖业
提升行动，深化拓展消费扶贫；持续
做好有组织劳务输出工作，统筹用
好公益岗位，在农业农村基础设施
建设领域积极推广以工代赈，吸引
更多贫困人口和低收入人口就地就
近就业；开展农村低收入人口动态
监测，实行分层分类帮扶，对有劳动

能力的农村低收入人口，帮助其提
高能力，发展产业、参与就业，对脱贫
人口中丧失劳动能力且无法通过产
业就业获得稳定收入的人口，按规定
纳入农村低保或特困人员救济供养。

二是全面提升医疗服务水平。
东方将落实开展健康海南18个专
项行动，实施基于5G物联网的基层
医疗卫生机构能力提升工程，推进
紧密型医联体和医共体建设；加快
推进三级医院建成并投入使用，推
进东方市妇幼保健院改扩建等7个
公共卫生防控救治能力项目和市医
管中心等项目建设；加快推进罗带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等4个医养结合

试点建设。
三是全面加快教育事业发展。

东方力争感恩实验学校、第四实验
学校开工建设，启动4个“薄改与能
力提升”项目；新建改扩建公办幼儿
园5所，完成6所“一村一园”项目；
力争引进1所国际学校，推进海南
文化旅游职业学院尽快落地开工。

四是全面改善居住条件。东方
将完成3个老旧小区改造，完成2万
户抄表到户；积极推动新安家园三期
等1200套安居型住房和滨海片区城
市更新项目3421套安置房建设。

五是全面提升社会保障水平。
办好省委省政府9件为民办实事项

目，确保全市地方一般公共预算用
于民生类的支出达到85%以上；保
持常年蔬菜基地规模4000亩以上，
蔬菜自给率达65%以上，确保今年
菜价每斤下调0.5元。

六是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
东方将深入开展生态环境六大专项
整治，确保空气质量进一步提升；开
展河湖“清四乱”，加快推进昌化江
入海口疏浚工程，加快推进罗带河
水环境综合治理工程建设；推行生
活垃圾分类管理，推广新能源汽车
380辆，确保财政投入建设的建筑
100%为装配式。

（本报八所2月6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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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在东方市感城镇，农户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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