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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口美兰区学党史赓续红色基因,创新赋能民生福祉

奋蹄扬鞭高质量发展新征程
百米长墙着色英烈谱，一排

雅苑展尽好生活。
近日，海口市美兰区灵山镇

美丽乡村仲恺村一面百米长的画
廊，让这个干净美丽的村庄增添了
激荡澎湃的红色故事。画廊展现
的是王文明、冯白驹等革命先辈为
中国革命抛头颅、洒热血的战斗场
景，画廊旁边则是一排排错落有
致、干净整洁的民舍。

“站在这堵画廊边，让我们
共产党员心中充满自豪感。”仲
恺村党支部书记冯侠斌称，画廊
上的红色革命故事是该村开展
党史学习教育的一项重要内容，
让他们时刻牢记党的初心和使
命，时刻激励着大家不忘革命先
烈遗志，奋发有为，勇往直前，把
仲恺村打造得越来越美丽。

近年来，海口美兰区牢固树立
新发展理念，攻坚克难、实干担当，
经济社会发展取得显著成效。“十三
五”期间，地区生产总值和城乡常住
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长
6.4%和7.4%，产业结构明显优
化，高新技术企业增长5倍，经济高
质量增长；365户1357名贫困人
口全部脱贫，4个整村推进贫困村
脱贫出列，圆满完成脱贫攻坚任务。

在海南自贸港建设过程中，
美兰区建立高效工作推进机制，举
全区之力服务保障江东新区开发
建设，高效地完成了江东新区项目
供地任务。瞄准海南自贸港产业
发展需求，大力发展楼宇经济，在
大英山片区稳步打造金融集聚区，
建设以自贸港建设投融资、跨境财
富管理为特色的综合金融总部集
聚区。发挥地区优势，瞄准自贸港
政策红利，做强做大海秀东路、国
兴大道等多个商业圈。

笃行实干 党史学习教育落地有声

“十送（里格）红军，（介支个）望月
亭……”6月4日上午，动听的《十送红
军》歌声在海口市美兰区新时代文明实
践中心响起，这台主题为“歌声里的党
史”演出将台下数百名党员干部带入党
的那段艰苦卓绝、峥嵘光辉的岁月。

“以音乐的形式，可让广大的党员
干部在重温红歌的过程当中，更加坚定
理想和信念。”演出结束后，一名观看演
出的党员颇有感慨地说。除了通过唱
歌的方式来讲述党史外，美兰区还以琼
剧演出的方式开展党史学习教育。今
年的第六届大致坡琼剧文化节上，展演
的《白马泉涌》等革命琼剧剧目获得了

广大党员干部和当地群众阵阵掌
声，他们纷纷表示，用通俗易

懂又寓教于乐的土味方式讲党史，老百
姓更容易接受、教育效果更佳。

党史学习教育开展以来，美兰区坚
持把党史学习教育作为一项重大政治
任务，以高度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
深刻领会，提早谋划，迅速启动，保证了
党史学习教育扎实推进。以区委理论
学习中心组学习为引领，实行处级领导
干部“每月一导学、每月一分享”的学习
机制，区领导结合各自工作领域进行党
史学习内容分享，并在每次区委常委会
（扩大）会前由处级领导干部领学指定
学习书目原著，为普通党员作出表率。

“坚持把为群众办实事、解难题作
为检验党史学习教育成效的根本标尺，
在‘我为群众办实事’上下功夫。”海口

市美兰区委主要负责人介绍，开展党史
学习教育以来，美兰区坚持把“我为群
众办实事”实践活动与优化营商环境相
结合，推进“一业一证”行业综合许可证
改革，实现“一证准营、一码亮证”，解决
行政许可“拿证多”等问题。大力实施

“百姓微实事”，选取全区4镇9街共16
个村（居）委会和3个村民小组作为试
点单位，连续第五年开展“微实事(参与
式预算)”项目，并首次开展“人民群众
需求普查”，以“全民提议、协商推选、全
民投票、政府实施”的创新形式，变“政
府定实事政府做”为“百姓定实事政府
做”。

与此同时，美兰区还大力聚焦群众
的“关心事”，试点“菜篮子”价格承诺

制，与经营者约定主要蔬菜在进货价的
基础上每斤加价不超过1.5元销售，目
前14家农贸市场及8家便民市场已执
行肉菜价格承诺制。完善民生基础设
施建设，打造20个规范化智能化电动
自行车充电棚。创新招聘模式，流动招
聘大巴送岗位上门，先后共提供1063
个工作岗位，吸引了500多名农村劳动
力及 186 名本科应届毕业生参与活
动。聚焦群众的“烦心事”，在辖区9个
街道选取11个小区试行“信酬制”物业
服务模式，将小区事项向全体业主主动
公开，推动小区“财务、事务”两个透明，
实现小区公共服务事项由小区业委会
决策、物业公司具体执行、全体业主共
同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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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英山片区。”6月22
日，美兰区招商服务中

心主任李文远在办公室内指
着规划方案，向笔者描述大英山

金融集聚区这条“金融街”未来发展
前景。

大英山金融集聚区地处海口城市
最核心位置，写字楼林立，毗邻省委、省
政府，与海南政治中心及金融监管部门
距离最短，是海口市现已经建成的高品
质CBD，不仅是发展楼宇经济首选之

地，也是经权威机构认定的短期金融核
心集聚区首选之地。根据规划，大英山
金融集聚区未来将打造成为海南自贸
港综合金融机构总部集聚地、自贸港基
建投融资服务枢纽、发展跨境财富管理
业、打造“一站式”金融专业服务中心，
成为美兰主动融入新发展阶段、助力海
南自贸港建设的重要举措。

“通过建设‘金融街’，大力发展楼
宇经济，不仅能盘活该片区的写字楼，
还将助力美兰建设成为现代化国际化
大都市城区。”李文远介绍，为发展好大
英山金融集聚区，美兰区以大英山片区
为重点，创新设立大英山金融聚集区服
务发展中心，与安永、富力等第三方专
业服务团队合作，加快推进金融产业聚
集。目前，该区域已引进14家银行，10
家证券公司，6家基金公司，7家保险公
司，17家小贷、担保、财务、投资公司、23
家律师事务所，5家会计、审计事务所。

一个地区的高质量发展，离不开
好的营商环境。美兰区深度融入到
海南自贸港建设中，对标国际高水平
经贸规则，优化行政审批服务。坚持

“六要六不准”，倡导“店小二”精神，
进一步深化“放管服”改革，完善“网
上办”“掌上办”，优化“一证办”“一件
事一次办”，疏通企业和群众办事痛
点堵点，营商环境不断优化。在良好
的营商环境加持下，美兰区成功入选
2020 年胡润中国最具投资潜力区域
百强榜。

练好内功打基础，引进外力强体
魄。为加大招商引资力度，美兰区围
绕“一负三正”“四张清单”精细产业项
目策划，调整优化招商机制，采取专场
招商、点对点招商、上门招商、网络平
台招商等多种方式，实施产业链精准
招商。依托美兰存量和增量资源禀赋
的产业项目库，与省经发局、市金融

办、市江东管理局等相关单位合作，将
鸿州江山设计岛、灵山绿地进口低税
品商业街等项目挂牌推进，使之源源
不断地转化为产业落地项目。

正是在一系列有力的产业发展
措施推动下，海口市美兰各个产业迅
速崛起，特别是高新技术产业得到快
速的发展。2020 年全区新增高新技
术企业97家，创历史新高，“十三五”
期间高新技术企业增长五倍。互联
网产业快速发展，江东电子商务产业
园、海南数据谷等科技创新创业平台
累计注册企业超3000家。

江海汇合潮拍岸，东西两翼齐扬
帆。如今的美兰区已深入融合到海南
自贸港发展的滚滚浪潮之中，正向高
质量发展新征程迈进。

（本版撰文/其月 梁崇平 王聘钊
陈尾娇）

创新机制 全力保障江东新区建设

海口美兰
一站式飞

机维修基地
预计 7月竣工、海

口空港综合保税区获国
务院批复设立……近期，海口

江东新区项目建设捷报频传。江东
新区开发建设快速推进，离不开海口市
美兰区在项目供地工作方面全力支持
和保障。

“我们在深入开展党史学习教育
中，深学细悟，结合保障重点项目用地，
全力破解征拆难点，由‘项目等地’实现
向‘地等项目’转变。”美兰区临空经济
区项目指挥部负责人介绍，该区已提前
完成海口空港综合保税区项目用地近
700亩征收任务，保障空港综保区监管
设施项目按时保质完工，为园区先行先
试海南自贸港“一线”放开、“二线”管住

进出口管理制度打下坚实基础。
为服务保障江东新区开发建设，美

兰区早在2018年6月就已成立江东新
区动迁工作领导小组，并由区委主要负
责人担任领导小组组长，统筹江东新区
征拆工作，要求举全区之力做好江东新
区征拆工作，用征拆工作大突破促进江
东新区开发建设大跨越。

为快速推进江东新区滨江片区征
拆工作，美兰倾全区之力，从党委、人
大、政府、人民团体抽调36个责任单位、
371名工作人员，组建成6个征收工作
大组，并细分为32个征收工作组，每个
征收工作组根据需要自行划分成若干
个征收工作队。各责任单位除了做好
本职工作，均要承担约300宗房屋的征
拆任务。

在具体工作执行过程中，美兰区整
合全区资源成立征拆安置工作指挥部，
从前期工作、政策法规、征收资金、民生

发展、规划安置、打违控违、纠纷调处、
“一户一宅”认定等方面全方位保障征
拆工作。美兰区政府主要负责人担任
指挥长以来，按照问题不过夜的原则当
天晚上研究解决征拆工作中遇到的问
题，及时疏通各项目推进过程中的堵
点，有效解决项目存在的问题，促进了
项目的顺利开工建设。

江东新区动迁工作指挥部负责人
介绍，面对征拆任务繁重、时间紧迫、人
手不足的多重困难，美兰区在江东动迁
工作中坚持错峰工作，利用空档，在甲
项目启动调查时，做乙项目的前期准备
工作；在集中力量征拆甲项目时，又开
展乙项目的调查工作，并开始做丙项目
的征拆前期准备工作。通过科学铺排
项目，加强人员统筹，有序有力开展征
拆工作，为征拆攻坚保证干部的力量。

正是在这些有力机制和创新举措
的推动下，美兰区征拆工作亮点不断。

白驹大道改造及东延长线项目征拆工
作中，仅用30天完成9个村庄房屋征收
签约工作，45天基本完成全部房屋搬迁
工作；江东新区规划13号路地块项目推
进过程中，30天基本完成11个村庄房
屋征收签约工作，目前正在有序搬迁房
屋；文明东越江通道（江东段）片区改造
项目启动签约以来，40 天时间完成
2973宗房屋编号签约工作。

为服务保障江东新区开发建设，美
兰区将江东新区作为推进自贸港建设
的主战场，出台《关于推进江东新区高
质量高标准发展的实施意见》，围绕项
目建设、营商环境等6个方面制定推进
江东新区建设的17条举措。今年将重
点做好江东新区内全球消费精品展示
中心等6大片区、72个征拆重点项目，
计划年内完成15000亩征地协议签订，
强化征拆安置力度，确保自贸港重点先
行示范区获得更多早期收获。

主动融入 奋蹄自贸港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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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美兰区举办新时代文明实践红色经
典诵读大赛。

② 美兰区政务服务中心打造“综合窗
口”，提高行政审批效率，助力群众少跑腿。

③ 美兰区大致坡镇，村民抱团共谋富贵
竹产业发展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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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版图片均由王聘钊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