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挖掘红色教育资源 抓实党史学习教育

■■■■■ ■■■■■ ■■■■■

海口龙华区推动党史学习教育走“新”更入“心”，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

凝心聚力强根基 全力以赴谋发展

6月19日晚，中共琼崖革命史情景剧
《琼崖烽火》首演式在海口市龙华区中山
街道举行，中国共产党在琼崖建立党组
织，带领琼崖各族人民艰苦奋斗、不屈不
挠的革命历程被活灵活现展现给市民；与
此同时，在龙华区外滩，持证街头艺人带
来的红歌也唱响海口湾。

这是海口市龙华区充分用好红色资
源开展党史学习教育，让党史学习教育更
加深入人心的一个生动范例。

为了让党史学习教育热起来，龙华区
高规格布局，强化组织领导，同时还创新
学习教育方式方法，多层次、多形式开展
党史学习教育，力求做到党史学习教育生
动出彩，通俗易懂、易于参与。

党史知识测试、党史知识演讲比赛、
党史知识在线答题、党史学习教育主题党
日活动、党史学习教育报告会、党史学习
心得体会……在龙华区，党史学习教育正
在以各种形式深入开展当中。

在基层宣讲活动上，已面向基层群众
开展各类宣讲300余场，并举行宣讲+系
列活动，如宣讲+红色电影、宣讲+红色琼
剧、宣讲+红歌中的党史、宣讲+红歌快闪
等等；在文艺宣传活动上，联袂上海爱乐
乐团举行大型经典红歌交响音乐会，举行
全区红歌大合唱比赛和文化惠民巡演12
场、推出原创舞蹈《南海前哨》等，让党史
学习教育在寓教于乐中真正入脑入心；在
组织现场体验学习上，龙华区各级党组织

分别组织党员干部前往革命遗址和纪念
场馆展馆开展现场学习160余次，并开通
党史学习“空中讲堂”，在重温历史中传承
理想之光、点燃信念之火。

“这下停车可就方便多了！”6月26日
上午，在海口市龙华区中山街道长堤路和
新华北路交叉口的一处新开放的公共停
车场，市民李先生高兴地将车开进停放。

如何将党史学习教育落到实处，让老
百姓能切切实实享受到党史学习教育的
成果？龙华区给出的答案是——为群众
办实事。

龙华区积极开设党史学习教育我为
群众办实事——“实事直通车”，不到一个
月就利用闲置地在寸土寸金的骑楼片区

新开辟了一处公共停车场，提供多达197
个机动车位，有效缓解周边停车难。而就
在停车场不远处的中山横路，原本杂草丛
生的一处闲置地也仅仅用了一个月的时
间就建成了一处街边公园，方便老城区市
民游客休闲娱乐。

通过走访村居、企业、服务对象，紧密
结合乡村振兴、社会治理和提升百姓的获
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聚焦群众最关心最
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开展专题调研，龙
华区共谋划推出“我为群众办实事”第一批
任务事项清单400条，覆盖教育、医疗、养
老、住房、文化体育、环境提升等民生实事，
坚持把群众满意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使
党史学习教育成果真正惠及人民群众。

无论在机关、企业、社
区、学校、医院，还是在田
间地头、村户院落，党史学
习教育正如春风细雨般滋
润着海口市龙华区每一角
落，龙华区广大党员干部
群众正以高昂的热情和无
比的喜悦迎接和庆祝中国
共产党成立100周年。

中心城区高楼鳞次
栉比，产业园区成为发展
新高地；企业、市民办事
“一窗办”“一网通”不再
多跑腿，营商环境不断在
优化；海口湾、外滩酒吧
街业态丰富、街头艺人尽
显才艺，引领夜经济；百
年钟楼换上光影新装，成
为时尚“网红”打卡地；金
牛湖、东西湖美景如诗似
画，成为市民休闲好去
处；以民生为导向，公办
学位、审批服务、居民就
医等事关群众切身利益
重点工程正在加快推进
……

龙华区近年来经济总
量常年保持在全市45%
左右，2020年完成地区生
产总值619.8亿元，同比
增长8.6%，在全市增速
名列第一。

近年来，在省委省政
府以及海口市委市政府的
领导下，海口市龙华区牢牢
抓住时代机遇，始终坚持以
人民为中心，以高起点规划
高质量引领发展，加快提升
城市品质、优化营商环境、
加强城市管理、增进民生福
祉，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
砥砺奋进，笃定前行，为经
济社会健康发展交上了一
份精彩答卷。

近年来，一场场关乎民生福祉、
永续发展的生态文明和城市建设革

命，让市民作为城市的主人有满
满的获得感幸福感。

“绿竹入幽径，青
萝拂行衣。”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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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 龙

华
区中共

琼崖一大旧
址附近“藏”了一

座全新的小公园——这
是龙华区竹林片区改造提升

项目成果，公园内曲径通幽、绿竹
成荫，附近居民有的坐在休闲座椅上悠

闲地聊着天，有的带着孩子在公园里漫步

嬉戏，这闹市中的静谧新绿也为海口的城
市风貌、市民生活增添了一份独特的风
情。

东西湖湖心公园、金牛湖湿地公园
……不少市民发现，龙华区这样的湿地公
园越来越多。这是龙华区持续加强生态
环境治理的缩影。龙华区践行“绿水青山
就是金山银山”，加大生态环境治理，让城
市面貌发生新变化。

与此同时，龙华区还不断增进民生福
祉保障，让居民生活越来越方便。

“海口也有国际化的便利店品牌了，
这为我们生活带来了很大的方便。”市民
吴静是罗森便利店的常客，她经常在罗森
便利店购买饭团和甜品以解决自己的三
餐。

作为国际三大便利店品牌之一，2020
年龙华区率先成功引进该品牌既优化了
市场布局，同时也为居民生活带来了许多
方便。

“学费下降了，老师数量反倒增加
了。”海南省农垦总局机关幼儿园现代分
园学生家长陈女士说道。经济上的“减
负”以及教学管理的提升得益于龙华区不
断深化教育改革，推进教育优先发展。

“十三五”期间，龙华区中小学累计
增加公办学位1.18万个，55人以上“超大
班额”全部消除；幼儿园累计增加公办学
位1.23万个，如期完成学前教育“两个比
例”目标任务；教育质量在国家义务教育
质量两轮监测中超过全国平均水平，是
全省唯一一个学业水平达到全国均值市
县（区）。

龙华区还全面推进“禁塑”和生活垃
圾分类，以绣花功夫提升城区面貌，改造
小街小巷221条，32个老旧小区微改造基
本完工，将侨中里高架桥下原来“脏、乱、
差”提升改造为颇具商业活力的城市小景
观“侨中里24小时文化街区”。

此外，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道路

上，一个都不能落下。“十三五”以来，龙
华区全区上下紧紧围绕中央、省委、市委
的各项决策部署，狠抓“三落实”，做到

“三精准”，圆满完成全区462户1970人
建档立卡贫困户如期脱贫，4个贫困村全
部达标出列任务，贫困户年度人均纯收
入从2015年的2780元提升到2020年的
16586元，全面解决了龙华区农村绝对贫
困问题，如期实现区委区政府脱贫攻坚
工作目标，为接续推进全面乡村振兴奠
定了坚实基础。

未来，龙华区将立足新发展阶段，贯
彻新发展理念，服务新发展格局，抓住海
南建设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的重大战略
机遇，依托龙华区作为全省综合实力最强
区的发展基础，主动推进基层制度集成创
新，加快在行政审批、政务服务、市场监督
等方面构建与自贸港发展相适应的管理
制度与管理体系，打造自由贸易港高质量
发展示范区。 （本版撰文/龙新）

抓谋划重落实 经济社会健康稳定发展

回顾最初，龙华区属海口老
城区，人口密集、空间局促，环境

容量趋近饱和，经济社会
发展和有限的城市空

间之间的矛盾日
益突出。

如
何在现有基

础上完成扭转？
近年来，龙华区科学

规划统领全局，紧紧扭住
规划的第一粒扣子，提出“一

湾、两园、三区”发展格局建设自贸
港高质量发展示范区，交出一份漂亮的
答卷。

在骑楼老街，龙华区持续推
进老街业态多元化，在原汁原味

保留骑楼特色建筑的同时，对
整体风貌进行管控，盘活

老街内高楼层、商铺，注重时尚潮流新元
素，加大精品民宿、茶馆等业态引进力
度，引导商业、文化、旅游融合发展，吸引
年轻消费群体。

从长堤路百年钟楼光影秀和骑楼老
街，到海口湾畅通工程，再到外滩酒吧街、
海口湾街头艺人表演、云洞图书馆、热气
球嘉年华……海口湾串起了一条新的城
区风景线，已然成为海口最热门的网红打
卡点，夜间经济和网红经济在龙华区逐步
大放异彩。

在龙华区，一南一北两个园区被列为全
省重点园区，也成为龙华高质量发展动力源。

以北边的复兴城互联网产业园为重
点，龙华区加快发展互联网、信息服务、直
播电商、跨境电商、数字贸易等创新业态，
建设全省领先的数字经济基地。目前复
兴城互联网产业园注册企业3400家，其
中高新技术企业68家、外资企业201家，
园区2020年互联网产业主营业务收入占
全省互联网产业营业收入的35%，成为海
南省千亿级互联网产业集群培育打造的
主力军。

以南边的观澜湖旅游产业园为基点，
龙华区全力推动文旅产业提质升级，推动
观澜湖申创5A景区，服务辖区首家免税
店有序运营，打造国际旅游岛高端消费目
的地。

是什么吸引了诸多企业纷纷落户龙
华？企业的答复是：优质的营商环境。

为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方便企业
和群众办事，龙华区持续推进“放管服”
改革，不断持续优化服务，提高办事效
率，将高频事项等待时间压缩75%；区级
审批事项申报材料从906项精简至758
项，全年减少群众跑腿10万次。还推出
了37项主题一件事服务、131个容缺后
补事项等便民便企服务，审批效能大幅
提升。同时，龙华区全面推进“秒批”工
作，梳理可实现“秒批”的政务服务事项
61项，去年已落地38项。今年1月1日
起，龙华区对辖区镇街事项目录中10个
与市民生活关系密切的事项推行“就近
办”，方便了企业和群众在龙华区就近办
事。

惠企政策落地流程中，企业常常存

在政策找不到、政策看不到、政策传递时
效差等痛点和难点问题，怎么办？龙华
区的答案是：由“人找政策”向“政策找
人”“政策找需求”转变——2019年9月，
龙华区率先在全市政务窗口实行“一窗
通办”，所有事项所有窗口均可办理：
2020年1月，龙华区在全市率先启动“一
枚印章”管审批，将24个部门的审批公章
封存起来只需要盖一个行政审批章；今
年5月27日，龙华区“政策通”平台正式
上线启用，为企业提供政策咨询、帮办代
办、跟踪协调等“一门式”服务。企业和
群众如需申报政策兑现，只需提前下载
相关政策事项申请书，填写相关内容并
盖章的书面材料到窗口申办，5分钟即可
完成申办流程。

数据显示，2020年龙华区第三产业
增加值占GDP比重达到89.5%，是名副
其实的全省现代服务业集聚区。金融总
部经济发展良好，2020年新增广发银行、
中衍期货、中金海南分公司等金融类企
业 296 家 ，金 融 业 增 加 值 全 市 占 比
44.24%，全省占比24.96%。

完善城市功能 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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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华区举办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周年大合唱比赛。
（本版图片均由龙华区委宣传部供图）

龙华区用鲜
花营造庆祝中国
共产党成立100
周年氛围。

龙 华 区
《光景·钟楼》
建党百年主
题光影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