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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健全工作机制 打造优质政务环境

4月22日，一则澄迈县遴选优化营商环
境“体验官”的消息一经发出，便引起关注。
不到一周时间，主动报名者已有数十人。

“建立营商环境‘体验官’制度，是为
有效解决群众办事各环节可能存在的难
点堵点，建立和完善以市场主体和社会公
众满意度为导向的营商环境评价体系。”
澄迈县优化营商环境工作专班办公室负
责人解释道。

报名者有政府工作人员，有企业员
工，也有普通的居民。入选者将深入澄迈
各政府部门、服务窗口体验办事效率和办
事便捷程度，每季度进行一次营商环境评
价，评价结果将作为各单位考核的依据。

“选聘营商环境‘体验官’，不怕企业

和市民挑毛病，这充分体现了政府持续优
化营商环境的信心和决心，值得点赞！”报
名“体验官”的澄迈县居民符超表示。

事实上，不止在营商环境一个方面，
为全面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今年以来，
澄迈县实行工作专班领衔攻坚机制，由县
领导牵头，先后成立了6个专班，紧盯菜篮
子、营商环境、工业和高新技术产业、油服
产业、现代物流和供应链金融等重点领
域，实现重点突破。

为打造优质高效政务环境，澄迈县按
照全省统一部署，进一步完善“五级书记”
抓营商环境工作机制，确保优化营商环境
工作任务下沉到基层一线，形成全县上下
齐抓共管的良好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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澄迈县纪委监委发布节前提醒通知

确保节日期间风清气正
本报金江4月29日电（记者李佳飞）4月28

日，澄迈县纪委监委印发《关于坚持不懈推进正风
肃纪确保2021年“五一”、端午风清气正的通知》
（以下简称《通知》），强调要持续巩固拓展作风建
设成果，锲而不舍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坚持不
懈推进正风肃纪，确保节日期间风清气正，以优良
作风护航海南自贸港建设。

《通知》要求，各级党组织要不断提高政治判断
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切实担负起全面从严
治党主体责任，对有关工作做出部署，对党员干部早
打招呼、提出要求，特别是要及时组织学习近期中央
纪委国家监委、省纪委监委、县纪委监委公开曝光的
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典型案例通报，教育引导广
大党员干部深刻汲取教训，时刻绷紧纪律规矩这根
弦，自觉遵守中央八项规定精神，严守纪律要求，确
保务实节俭、文明廉洁过节，发挥好示范效应，用良
好的党风政风引导向上向善的公序良俗。

《通知》指出，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切实履行
监督首责，强化监督执纪，综合运用明察暗访、交
叉检查、重点督办相结合的方式，深挖细查“四风”
问题，对不担当、不作为、乱作为、假作为，漠视群
众利益，对群众诉求冷硬横推，给基层造成严重负
担等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以及借节日之机搞
拉票贿选、跑官要官、说情打招呼等违纪违法问
题，优先处置、坚决纠正、严肃查处。

澄迈启动
“护苗2021”专项行动

本报金江4月29日电（记者李佳飞）为传递尊
重知识、尊重创造的理念，同心协力营造绿色文化环
境，远离和抵制有害出版物。日前，澄迈县“扫黄打
非”办联合县教育局、县新华书店在大丰学校举行

“护苗2021”专项行动之“绿书签行动”启动仪式。
启动仪式上，学生代表、家长代表、市民代表

分别宣读了“绿书签行动”倡议书，号召大家积极
参与护苗行动，从我做起，拒绝盗版，自觉抵制盗
版制品和有害出版物。活动还邀请了国家二级心
理咨询师唐齐就“如何预防未成年人违法犯罪”主
题给学生们进行专题授课。

据悉，活动旨在提升青少年安全意识和法治
素养，倡导绿色阅读、文明上网、健康成长。接下
来，澄迈将以这次“绿书签行动”系列宣传活动为
载体，在全县范围内大力开展“护苗2021”专项行
动“绿书签行动”进校园等活动，为青少年健康成
长营造更加美好的文化环境。

澄迈鼓励公共阅读服务

新建公益性书屋
最高奖励10万元

本报金江4月29日电（记者郭萃 余小艳）
为切实提高澄迈县公共文化服务水平，建设书香
社会，近日，澄迈县出台了相关举措，对符合申报
条件的新建公益性书屋最高奖励10万元。

据悉，澄迈此次出台奖励措施，旨在加快构建
政府主导、社会参与、重心下移、共建共享的公共文
化服务体系，创新文化惠民工程的投入机制，鼓励引
导社会力量参与公益性书屋的建设和管理，积极探
索解决农家书屋资源闲置、机制不活、内容不合口
味、数字化程度不高等问题，进一步提高公共文化服
务水平和效能，不断满足人民群众的阅读文化需求。

根据方案，奖励设置建设奖和管理运营奖，在
澄迈县行政区域范围内利用社会资本建设管理、向
公众提供免费公共阅读服务的书屋均可申请奖励。

相关规定出台后，吸引了诸多企业和社会人
士的关注和积极参与，截至目前，已有1家公益性
书屋建成并开始运营，有3家公益性书屋正在建
设当中。

澄迈大丰镇才存社区开展读书活动

发挥共享农庄优势
打造乡村特色书屋

本报金江4月29日电（记者郭萃）读书、品
茶、交流……日前，一场别开生面的阅读活动在澄
迈县大丰镇才存社区咖啡书屋举行，村民和游客
齐聚一堂，听老党员讲述革命故事，交流阅读体
验，分享读书心得。

海南日报记者在活动现场看到，100多平方
米的书屋内聚集了众多村民和游客，大家倾听澄
迈县老干部讲的党课，重温革命岁月感人故事；自
由翻阅各类书籍，沉浸于温馨的读书时光中。

新建成的才存社区咖啡书屋坐落在才存共享
农庄内，游客们在享受美丽乡村风光的同时，还可以
在书屋享受阅读时光。该书屋是由当地几位大学生
返乡筹资创办，得到才存社区村民的积极支持。

“我们的书屋与新华书店合作，共引进了140
多种1600多本书籍，让群众阅读时有更多的选择，
同时还提供图书销售、咖啡销售、文创产品销售等
服务。”才存咖啡书屋创办人之一的徐取俊说。

本报金江 4月 29 日电 （记者李
佳飞）“五一”游澄迈，快乐不打烊。
海南日报记者4月 29日从澄迈县旅
文局获悉，为丰富市民游客休闲文化
生活，该县策划组织了四大主题体验
活动，邀请八方游客“五一”到澄迈游
玩。四大主题体验活动内容丰富，市
民游客不仅可以感受乡村农耕艺术，
可以边品尝咖啡边体验多种趣味活
动，可以体验非遗项目，还可以在澄迈
聆听“中国好声音”。

全县实现地区生产总值83.53亿元

同比增长 18.8%

社会消费品销售总额 17.62亿元

同比增长52.3%

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12.7亿元

同比增长 113.4%

货物进出口总额6.8亿元

同比增长51.2%
服务进出口总额4.54亿元

同比增长 16.9%

■ 本报记者 李佳飞

组建优化营商环
境工作专班、建立优化
营商环境“体验官”制
度、推行“店小二”服务
模式……近日，澄迈县
委、县政府主要负责人
的案头上，一份份红头
文件频频出现“争创一
流营商环境”这样的关
键词。

“营商环境是一个
地方政治生态、社会生
态的综合反映，是一个
地方软实力的重要体
现。创一流营商环境
是高质量高标准建设
自贸港的内在需要，是
推动澄迈经济实现高
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
也是推动政府治理体
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建设的关键抓手……”
在政府工作会议、企业
家座谈会等多个场合，
该县县委、县政府负责
人这样强调。

营商环境的好坏，
从社会经济发展的数
据上可见端倪。

海南日报记者4月
28日从有关部门获悉：
今年一季度，澄迈县经
济情况好于预期，多个
重要指标实现两位数
增长。其中，一季度全
县实现地区生产总值
83.53亿元，同比增长
18.8%；社会消费品销
售总额17.62亿元，同
比增长52.3%；地方一
般公共预算收入 12.7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113.4%；货物进出口
总额6.8亿元，同比增
长51.2%，服务进出口
总额4.54亿元，同比增
长16.9%。

“亮眼的数据，是
澄迈持之以恒调整经
济结构、促进产业转型
升级的结果，更是澄迈
争创一流营商环境所
赢得的发展回报。”澄
迈县发改委副主任占
双兴分析道。

良好的发展环境下，澄迈县百亿级产
业集群数量增多，已初步形成了数字经
济、油气勘探生产服务业、现代物流业、农
副食品加工业、旅游业、热带高效农业等6
个规模较大的产业集群。

澄迈马村港是海南“三港合一”的中
心港区，全国25个中心枢纽港之一，设有
国家一类对外开放口岸——马村口岸。
坐落于此的南海（澄迈）油气勘探生产服
务基地（以下简称油服基地），是我国南海
油气开发的重要服务保障基地。

落实好中央和省委、省政府赋予的重
大使命，澄迈县坚决扛起担当，成立了油
气服务工作专班，加强整体设计，聚焦油
服基地建设目标和任务，加快基础设施建
设，不断创新招商工作机制。

近日，在油气服务工作专班的努力
下，澄迈油服基地新引进了一批产业项目

落地，为经济增长注入新动能。
“油气勘探生产服务业，是有望达到

500亿规模的三大产业集群之一。”占双
兴告诉海南日报记者，为高起点、高标
准打造油服基地，澄迈县借鉴国内外成
功经验，创新开发模式，发挥港口、保税
区等优势，整合政府、企业、投资机构及
社会资本等资源，共同开发、建设和运
营管理；实行油气勘探服务全产业链招
商，推动形成港口码头、港口服务、港口
物流、跨境电商、油气仓储、油气勘探技
术服务及油气勘探后勤保障等临港产
业集聚效应。

为鼓励口岸通关“减费增效”，澄迈县
还鼓励企业通过担保验放、凭保放行、电
子申报等手段快速放行货物，缩短整体通
关时间30%以上。

（本报金江4月29日电）

扶持优质产业发展 推动形成产业集群

“企业办事有专人服务，限时办结，还
有政策允许条件下的最大优惠，很给力！”
这是海南文链通国际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负责人景钟波在澄迈办事的亲身经历。

因为看好海南自贸港前景，去年8月
中旬，景钟波与外商合伙人决定来海南开
展电子商务业务。选择落户澄迈，景钟波
坦言，营商环境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近年来，澄迈着力营造法治化、国际
化、便利化的一流营商环境，通过“减”审
批、“加”服务等多种形式，不断提升招商
引资的吸引力。

澄迈在审批方面的“减法”，景钟波
有切身体会：“开办企业全程线上办理，
按要求提交材料，一周就拿到了电子营
业执照，很高效，有了电子营业执照，出
门办事就再不需要随身携带纸质证书
了，非常方便。”

服务方面做“加法”，澄迈增设了许多
惠企业务，例如免费刻制公章业务。“最大
限度在便民服务上积极做‘加法’，提升投
资者开办企业体验度。”澄迈县市场监督
管理局副局长吴可坚介绍，澄迈常设25
个注册官队伍，帮助企业办理设立、税务
登记、银行开户、领取印章等业务。

为完善中小微企业融资对接信息平
台功能，澄迈县依托“智慧澄迈”建设，打
通跨部门信息壁垒，将企业缴纳水电气、
纳税、社保等情况实现信息共享，大大提
高了金融机构审核效率和企业申请贷款
的成功率，深受各方好评。

数据显示，2021年一季度，位于澄迈
县境内的海南生态软件园新增入园企业
972家，税收同比增长224.8%；全县规模
以上服务业一季度营收71.12亿元，同比
增长61.1%。

做好服务“加减”法 增强投资吸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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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好声音”澄迈赛区活动

感受农耕艺术，畅玩趣味活动，体验非遗项目，聆听“中国好声音”

“五一”游澄迈 快乐不打烊

5月1日至3日在澄迈县福山
镇保良村举行，活动将以澄迈乡村
文化为核心，深挖澄迈乡土艺术，
打造澄迈乡野文化体验项目，策划
古村探秘、野趣乐园、乡野露营、农
趣体验等活动。

2021“大地的诗意”之农耕艺术节
将于澄迈县金江镇举行，5

月4日半决赛，5月5日举行决
赛。活动旨在挖掘民间歌唱人
才，为音乐人才搭建展现自我的
音乐舞台，在澄迈选拔出10名
优秀歌手代表澄迈参加中国好
声音海南赛区的比赛。

5月 1日至 3日在澄
迈县福山咖啡文化风情镇
举行，每日开展竹竿舞、魔
术秀、咖啡音乐趴、架子鼓
表演等多种活动。

福山咖啡文化风情镇
“五一欢乐游” 包括主会场体验活动和八音琼剧表演

两个板块，其中，主会场非遗体验活动于5
月2日在福山咖啡馆举行，八音琼剧表演于
5月4日至5日在福山咖啡文化风情镇举
行。据悉，当前澄迈有多项非遗保护代表性
项目，其中福山咖啡焙炒技艺为省级非遗项
目，木雕（花瑰艺术）为国家级非遗项目。

福山非遗之旅

四大主题活动

海南生态软件园信息产业办公楼群海南生态软件园信息产业办公楼群。。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王凯王凯 摄摄

海南生态软件园企业服务超市。
本报记者 苏晓杰 摄

一位企业工作人员（右）在海南生
态软件园企业服务超市免费领取新办
企业整套印章。 本报记者 苏晓杰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