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江东发展大厦:

赶工期 抢进度

11月24日，在海口江东发展
大厦项目现场，工人在进行基坑
支护等施工作业。目前，该项目
13根工程桩已经打桩完毕，下一
阶段的工程桩施工和土方开挖工
程已做好部署。

据了解，该项目总用地面积
约 28.9 亩 ，总 建 筑 面 积
87813.37平方米，将打造成为集
综合服务中心、共享办公集群为
一体，兼具园区社区综合服务、企
业孵化、共享办公等商务功能和
配套商业功能的综合体。

本报记者 张茂
通讯员 王聘钊 图/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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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学赶超·抓项目促有效投资

三亚明年起施行
中小学、幼儿园用地保护办法

本报三亚11月27日电（记者徐慧玲）11月
26日，海南日报记者从三亚市教育局获悉，《三亚
市中小学、幼儿园用地保护办法》（以下简称《办
法》）日前经三亚市政府常务会议审议通过，将于
2022年1月1日起施行。这标志着三亚市中小
学、幼儿园用地保护工作进一步走向制度化、规范
化、法治化轨道。

《办法》明确，三亚市、区人民政府应当加强本
行政区域内中小学、幼儿园用地的规划和保护，建
立中小学、幼儿园用地供给保障领导机制，统筹安
排、协调解决相关重大事项。

根据《办法》，三亚中小学、幼儿园生均用地面
积应当符合国家和本省规定的标准。已经建成或
者正在建设的中小学、幼儿园生均用地面积未达
到标准的，三亚市、区人民政府应当有计划地在城
镇建设改造时综合运用新建、改建、扩建、迁建、有
偿置换等方式优先统筹解决。

同时，禁止占用中小学、幼儿园用地。禁止将
中小学、幼儿园用地出租、转让或者用于其他非规
划用途，《办法》施行以前已经出租、转让或者改作
他用的，由中小学、幼儿园依法给予补偿后收回等。

■ 本报记者 计思佳

各种大型施工车辆穿梭往来，机
器轰鸣声不绝于耳；工人们在各自岗
位上奋战，确保各项工程顺利推进
……11月26日上午，走进海口国际
免税城，海南自贸港建设的火热氛围
扑面而来。

发展围绕企业转，工作围绕项目
转。为把省委“比学赶超”百日攻坚
战推进会提出的部署要求落到实处，
海口全市上下大力发扬苦干实干的
作风奋力攻坚，全力以赴抓项目促有
效投资，以项目建设新成效为高质量
发展提供新动能。

强支点
项目为王 击鼓催征

“比学赶超是使命所系、发展所
需、形势所迫、职责所在”“去年我们
是‘优等生’，今年却变成了‘普通
生’。要深刻反思，知耻而后勇、知羞
而奋进”“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必
须把项目建设抓得紧而又紧、牢而又
牢、实而又实”……

在11月8日召开的海口“比学
赶超”百日攻坚战推进会上，海口市
政府主要负责人通过分析前10个月
的固投数据，自揭家丑、自我开刀，号

召全市上下牢固树立“项目为王”理
念，大力发扬苦干实干的作风，拼搏
奋战100天。

为让项目建设顺起来、快起来，
海口成立了“比学赶超”百日攻坚战
指挥部，分析存在问题，研究解决措
施，制定工作计划。在机制保障方
面，海口严格落实“五个一”目标责任
制，严格对政府投资项目和重大社会
投资项目“红黄绿”督办推进，抓好项
目全周期管理。狠抓重点项目，海口
市政府班子主要领导奔赴海口各个
区重点项目施工现场，现场督导项目
进度、解决实际问题。

“高位”推动，一级带动一级：海
口各区以及重点园区纷纷成立“比学
赶超”抓项目促有效投资百日攻坚领
导小组，实行日调度、提级协调和区
领导分片负责工作机制，全力做好项
目建设的联络员、服务员、督导员。

政府部门高效务实，项目企业和
施工单位也自我加压，快马加鞭推进
项目建设：江东新区高品质饮用水水
厂项目加大人员和机械投入，增加作
业面，实行全方位立体24小时施工，
土方工程预计本月底完工；中海国际
中心项目在施工中采取新工艺，通过
爬升模板和液压式提升架，减少了施
工中运输机械的吊运工作量以及施
工过程中的外脚手架，极大节省了人

力和材料，加快施工速度……

通堵点
跟进服务 攻坚克难

“重点项目站‘C位’，项目保障
全到位。”11月17日，海口市秀英区
重点项目协调服务办公室副主任徐
小刚和项目服务专员来到海口国际
免税城项目、新海港GTC路网项目
等施工现场，了解项目进度以及企业
面临的难题。

在推进项目建设过程中，秀英区
不断优化工作机制，成立区级项目工
作专班，整合项目服务专员资源，由
各职能部门组建帮办代办服务队伍，
实施专班跟踪服务，做好项目全链条
式对接、跟踪和服务，保障项目开工
达产增效。

海口国际免税城项目经理姚顺民
介绍，在海口国际免税城项目的推进
过程中，秀英区项目工作专班除了做
好对接服务，还在一线协调解决征迁
难题、帮助项目建设方申请临时用地
建设新的生活区域、“跑腿”帮助项目
建设方补齐审批材料等，全力确保项
目按照施工计划建设完成。

“好项目的落地，需要土地、资金
等众多要素的及时‘哺育’。政府的
重要职责，就是通制度创新的‘催化

剂’，让要素得到及时供给，让问题得
到及时解决，从而激发出良好的化
学反应。”海口市发改委相关负责人
介绍，该市要求各相关职能部门全
面落实“要素跟着项目走”机制，下
好服务的先手棋，为项目建设“铺路
架桥”，确保项目建设少遇到瓶颈、
少遇到梗阻。

创亮点
提前谋划 拉高标杆

大项目好项目，等不来也送不
来，关键要提前谋划、主动争取。对
此，海口各相关职能部门在强化招商
引资和产业集群培育上比学赶超、奋
勇争先，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攒后劲、
续动能。

翻开本月海口的招商“日程”，全
市招商引资步伐不断加速：11月 5
日，东盟国际合作商会等11家境内
外机构及企业负责人组成的考察团
到访海口；海口市第四届中国国际进
口博览会重点企业交流活动暨签约
仪式活动在上海举办；11月11日至
14日，海口招商考察交流团赴澳门
开展系列招商引资活动，与超过50
家知名企业、国际知名行业机构和驻
澳各大金融机构进行深入交流……

“我们持续在强化招商引资、优

化营商环境上比学赶超奋勇争先，紧
紧抓住进博会等重点会议活动契机，
打好‘借会招商’这张牌，最大限度释
放展会溢出效应。”海口国际投资促
进局相关负责人表示。

为构建契合自贸港发展方向的
产业投资结构，海口还要求各区和重
点园区在产业集群培育上比学赶超
奋勇争先。要根据自身发展定位和
资源禀赋，重点围绕旅游业、现代服
务业、高新技术产业三大主导产业、
热带特色高效农业、制造业（即“3+
1+1”产业），积极推进产业链精准招
商，打造产业聚集区。

在海口市综保区，为承接好“一
线”放开、“二线”管住和加工增值免
关税政策，该区在软硬件设施和风险
防控措施等方面提前谋划，同时储备
了一批承接政策的项目。

“抢占制高点、把握主动权，才能
持续推动重大项目与新增长点涌
现。”海口综保区管委会副主任许亮
介绍，该区已完成了海关特殊监管区
域监控中心升级改造等项目。同时，
储备了一批适用“一线”放开、“二线”
管住加工增值政策的项目，代表性的
有博毅雅呼吸机、戴比尔斯永恒印记
钻石珠宝、翡翠玉石加工、等离子节
油器等。

（本报海口11月27日讯）

海口坚持工作围绕项目转，全力以赴抓项目促有效投资

项目站“C位”保障更到位

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看变化

■ 本报记者 王迎春

11月 26日晚，在保亭黎族苗族
自治县保城镇毛介村委会排寮村里，
茶余饭后的村民围坐在一块，分享着
自家的老照片和老视频，定格的画面
和珍贵的影像记录了这个黎族村落过
往的模样。

“这是20年前村里的小学，现在
不一样了，孩子们的教育条件更好

了。”“七仙家庭旅馆”老板董文翰拿着
一张褪色的老照片陷入回忆，照片中
稚嫩的自己，如今已经在村子里开起
乡村民宿，吃上“旅游饭”。

“以前我们会割野生的茅草做屋
顶，再把沤好的黄泥和稻草糊在墙
上。”董文翰的母亲黄英銮是土生土
长的排寮村村民，她向海南日报记者
介绍了村里的人居环境变迁：“起初
是大家住的是传统的茅草房，后来变

成了瓦房、平房，如今村里几乎家家
户户都住上了楼房。”

对于董文翰7岁的儿子董泽睿而
言，老照片里的排寮村是模糊而新奇
的，而对于见证了黎村变迁的黄英銮
来说，翻看这些老照片更像是一次记
忆的回放。近年来，人居环境整治工
作让村庄面貌焕然一新，村民的获得
感、幸福感都不断提升。

排寮村地处七仙岭温泉国家森林
公园山脚下，依托靠近景区的区位优
势，乡村公路愈加畅通发达，村民也吃
上了“旅游饭”。

尽管茅草房消失了，但黎村特
色保留了下来。排寮少数民族特色
村寨项目被列为省委省政府“2016
年十大为民办实事”事项之一：入口
的民族图腾大门和彩虹黎锦墙成为
游客的热门“打卡点”，行走在宽阔
整洁的村道上，两侧景观墙、路标尽
显黎族风情，沿途的农家乐、民宿让
人眼前一亮。

除此之外，当地丰富的黎族文化
也是一大亮点。海南日报记者在采访
中观看了一张老旧的光盘，村民黄应
成和妻子韦莲芬重温了14年前的婚

礼，朴素的影像不仅重现了当年排寮
村的一砖一瓦，也记录着珍贵的黎家
婚庆风俗。

黄应成告诉记者，槟榔象征着和
睦美满。不仅婚礼上要“送槟榔”，男
方向女方提亲时，其父母兄弟也要带
上精心采摘的槟榔，俗称“放槟榔”。

如今，黄应成一家不仅靠种槟榔
实现脱贫摘帽，还买了小轿车，住上
了二层楼房。“就想明年去补拍一套
婚纱写真。”这是韦莲芬眼前最大的
心愿。

（本报保城11月27日电）

保亭保城镇排寮村发展槟榔、旅游产业——

老照片中忆过往 黎村旧貌展新颜

我省加快驾考驾培车
“新能源化”步伐

本报那大11月27日电（记者邵长春）11月
27日，儋州驾校平安考场新能源驾考车交付仪式
在儋州市举行，当天共有50辆新能源汽车交付使
用，这也是该考场首次大规模引入新能源驾考车。

不止是儋州，今年我省加快驾考驾培车领域
“新能源化”的步伐，三亚、琼海、儋州等地考场先
后引入新能源驾考车200余辆，部分驾校也随之
跟进，将原有的燃油驾培车升级替换为电动驾培
车。据不完全统计，今年以来我省已新增驾考驾
培电动车600多辆，相比前年的新增几十辆和去
年新增300多辆，有了大幅增长。

据悉，当天交付使用的新能源汽车型号为自
动挡的“东风富康E爱丽舍”。儋州驾校校长蔡增
龙告诉海南日报记者，这款驾考车与原有自动挡
燃油考试车辆外观尺寸、考试参数和操作都保持
一致，只是动力来源不同，最大程度避免增加考生
考试难度，能够保障新老驾考车平稳替换。

据悉近年来，在省委、省政府重视下，我省新
能源汽车推广呈现良好发展势头，全省新能源汽
车保有量已达10.1万辆，占全省汽车总保有量的
6.11%，占比位居全国第4名。

有鉴于此，今年我省将驾考驾培车领域新能
源化作为一项重点工作推进。《海南省清洁能源汽
车推广2021年行动计划》就特别强调，今年我省
驾考科目二、科目三道路驾驶技能考场新增及更
换的小型自动挡考试汽车（C2车型）应100%使
用新能源汽车，鼓励配置新能源小型手动挡考试
汽车（C1车型）。

“相比燃油车，新能源驾培车的使用、保养和
维修的成本都更低，也为驾培教职员提供了一个
更加绿色环保的学车环境。”海口神驰实业有限公
司总经理于俊杰说。

海口3名干部严重违纪违法
被开除党籍和公职

本报海口11月27日讯（记者刘梦晓 通讯员
符岩凌）海南日报记者11月26日从海口市纪委
监委获悉，海口3名干部严重违纪违法被开除党
籍和公职。

一、海口市公安局龙华分局治安大队大队长
陈绍德严重违纪违法被开除党籍和公职

日前，海口市纪委监委对海口市公安局龙华
分局治安大队大队长陈绍德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
行了立案审查调查。

经查，陈绍德违反廉洁纪律，帮助他人转交财
物。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非法收
受他人财物，涉嫌受贿犯罪。

依据有关规定，经海口市纪委常委会会议研
究，决定给予陈绍德开除党籍处分；由海口市监委
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
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随案移送。

二、海口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第二车辆管理
所教导员曾令文严重违纪违法被开除党籍和公职

日前，海口市纪委监委对海口市公安局交通
警察支队第二车辆管理所教导员曾令文严重违纪
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

经查，曾令文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收受可
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礼品；利用职务上的便利，
为他人谋取利益，非法收受他人财物，涉嫌受贿犯
罪。

依据有关规定，经海口市纪委常委会会议研
究，决定给予曾令文开除党籍处分；由海口市监委
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
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
财物随案移送。

三、海口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交通违法处理大
队副大队长陈立钊严重违纪违法被开除党籍和公职

日前，海口市纪委监委对海口市公安局交通
警察支队交通违法处理大队副大队长陈立钊严重
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

经查，陈立钊违反国家法律法规，利用职务上
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非法收受他人财物，涉
嫌受贿犯罪。

依据有关规定，经海口市纪委常委会会议研
究，决定给予陈立钊开除党籍处分；由海口市监委
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
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随案移送。

为民办实事

■ 本报记者 李佳飞

“看那里，污水处理厂的排水口，
水多清澈！”11月26日，海南日报记
者沿着省道201来到文昌市会文镇墟
附近时，会文镇委副书记闫喜安指着
一座桥梁旁边的出水口，高兴地说。
顺着他手指的方向，记者看到一股清
流从深埋地下的管道里排出，汇进一
条蜿蜒的小溪。

会文镇位于文昌市东南部，东傍
南海，拥有冯家湾、红树林、椰林等生
态资源，环境优美。然而多年来，由于
缺少污水处理设施，随着人口集聚，镇
墟污水无序排放成了困扰当地群众的

“老大难”问题。
从地势上看，镇墟人口聚居区刚好

构成一个三角形，中间高，顶点低，所以
在截污管道还没铺设的时候，镇墟生活
污水就自然地向三角形的顶点汇聚，长
年累月流进顶头的村子里，污染溪流和
农田，曾引起当地村民强烈不满。

为解决污染问题，文昌市决定投

入6600多万元，启动会文镇污水处理
项目建设，新建一座规模800立方米
的一体化污水处理厂、两座提升泵站，
并将排污管道铺设至每家每户。

“管网覆盖辖区1500多户6000
余人，污水处理厂日处理污水量约500
立方米。”项目施工方太原市政建设集
团相关负责人戴英全告诉记者，在当
地政府的支持和推动下，项目建设进
展顺利，现已全部完工，投入运行。

在排水口管道连接的污水处理厂，
记者看到了清水“变身”前的模样——
从四面八方截污管道汇聚到一起，污

浊不堪，且散发着难闻的气味。经过
沉淀池、搅拌池、一体化设备等环节处
理后，变得清澈。待检测达标，即流入
排出管道，流进镇墟附近的宝藏溪。

“排出来的水达到一级A标准，
肉眼可见的清澈，可用于灌溉农田，同
时增强了宝藏溪的动力，‘活起来’的
水系将润泽万家，会有更多百姓从中
受益。”闫喜安说。

事实上，完善镇区污水处理体系，
受益的不止有会文的百姓。文昌市水
务局城乡水务室主任方宗英告诉记
者，近两年来，文昌市共计15个镇区

污水处理厂先后立项、投入建设，目前
已有8个项目建成，7个项目在建，预
计投入资金总额约13亿元。

“完善了污水处理体系后，镇墟面
貌变化同样非常明显：居民生活污水
不再乱排乱放，道路更加整洁，街面更
加干净。”戴英全表示。

海南日报记者注意到，就在清水流
经的宝藏溪沿途，两岸的绿化带和步行
漫道正在施工，栈道、凉亭、荷花池已初
具雏形。“再过几个月，你再来会文看
看，风景一定更美。”闫喜安满怀信心地
发出邀约。 （本报文城11月27日电）

文昌加快完善镇区污水处理体系，改善人居环境

污水变清水 田园景更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