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儋州市坚持将利企便民服务改革作为为
民办实事的重要内容、推动海南自贸港政策落
地见效的重要途径。洋浦主动当好企业“店小
二”，成立项目服务专班，专人跟踪负责项目招
商、接洽到投产运营整个过程的服务，推行投
资项目全程代办、容缺受理，企业开办、工程许
可等审批时间压缩一半以上。推动海南自贸
港政策1个月完成“首单”、3个月全面推开、半
年见成效，涉及洋浦的5项独有政策和洋浦先
行先试3项政策第一时间落地见效。

截至目前，洋浦有13家企业完成资质备
案，享受加工增值货物内销免征关税政策；
15艘外籍船舶完成报关进口，享受免征关税
和进口环节增值税政策。挂牌成立新型离岸
国际贸易先行示范区，2021年贸易结算额
69.2亿美元。“一线放开、二线管住”试点经验
向全省推广，“打造海南自贸港建设‘样板
间’”被国务院列为典型案例通报表扬。儋
州工业园服务中心成立，为企业提供“最多
跑一次”的零距离服务。出台工程建设项目
竣工联合验收“一件事一次办”机制，办理时
限压缩至10个工作日。出台新的创业贷款
担保政策，发放贷款129笔2361万元。优化
审批流程，为333名高层次人才提供全方位
高质量上门服务，人才引进落户审批办结时
限由7个工作日缩短至1个工作日。设立公

安审批综合服务区，在自助服务终端实现
258项业务跨省通办。

稳步推进城市更新，儋州洋浦教育、医
疗、文体、消费、服务等城市功能不断完善。
引进清华附中、湖北襄阳五中、上海师大等优
质资源合作办学。加紧建设市疾控中心、市
妇女儿童医院等21个教育、医疗项目。洋浦
加速完善东部生活区配套功能，城市会客厅、
航运大厦等一批新地标相继开工，国际幼儿

园、洋浦外国语学校等高端教育机构相继落
户，滨海文化广场、滨海公园二期等生活配套
项目建成，加快建设1420套人才房、662套安
居型商品房、4922套安置房。

儋州洋浦各基层党支部召开专题组织生
活会，党员干部对照查摆问题共2022个，已全
部完成整改。儋州各镇各部门聚焦群众关心
关注的热点难点，召开座谈会，收集乡镇及企
事业单位意见和建议28条，推动解决16条。

优化营商环境 完善城市配套功能

儋州市体育中心项目航拍图。

不断从百年党史汲取智慧和力量，赓续红色血脉，奋力推进儋州洋浦一体化发展

儋州：激发爱党情怀 办实事开新局

2021年6月以来，按照省委的统一部署，儋州、洋
浦坚持把“查堵点、破难题、促发展”活动与党史学习教
育、作风整顿建设年活动有机结合，坚持问题导向，以
严要求、高标准、实举措，扎实推进活动深入开展，解决
一批群众关心、社会关注的热点难点问题。2021年，
儋州、洋浦共查找堵点问题300个，办结284个，办结
率94.7%；其中儋州共查找堵点问题237个，办结224
个，办结率94.5%；洋浦共查找堵点问题63个，办结60
个，办结率95.2%。

“今年，儋州将落实省委决策部署，继续推动活动
走深走实。将对照基层群众、企业服务对象的诉求，
尤其是对尚未解决的问题，实行推进落实倒排工期
制，挂图推进，全力推动问题清零。”儋州市委常委、组
织部部长何先英说，要突出在解决具体的、典型的问
题中总结经验，建立健全长效机制，将活动成果转化
为推动发展的良好机制。持续转变作风，让“查堵点、
破难题、促发展”活动融入日常、抓在经常，成为干部
的行动自觉，为助力海南自贸港建设、推进儋州洋浦
一体化发展、打造海南高质量发展第三极作贡献。

听取诉求
破解堵点难题

开展“查堵点、破难题、促发展”活动以来，儋州市
委、洋浦工委分别召开6次专题会，市级负责人和工
委负责人带头深入企业一线、项目一线、招商一线，认
真听取市场主体诉求；采取走流程、体验等方式，深入
办事窗口、基层一线、企业车间，以群众和市场主体诉
求为重点，摸清存在短板和薄弱环节。主动认领和大
力推进破解重要堵点难题，市级负责人和工委负责人
共认领问题130个，办结问题121个。截至目前，各
单位负责人到一线、下基层查找和解决问题达4960
多人次。

坚持从严从实，精准查找，坚决扣好活动第一粒
扣子。儋州以“六查六破”作为活动载体，全市各单位
重新梳理查找堵点问题，对各单位上报堵点问题逐一
梳理审核，共清理不符合特征问题183个。洋浦对照

“八个存在问题”，深入剖析思想、作风、行动方面的偏
差，进一步深挖排查堵点问题42个，找准找实问题，
确保活动不流于形式、不走过场。

坚持一体推进，强化督导，齐抓共管推动问题解
决。儋州市把推动解决堵点问题纳入“我为群众办实
事”事项，通过纪检监察等部门形成合力，破解项目建
设缓慢等堵点难题。“查堵点、破难题、促发展”活动督
导组开展督导暗访5次，覆盖全市122个单位、300个
问题，推动解决32个重点问题。把堵点问题分解到
各单位负责人包案落实，明确办结时限，压紧压实责
任。针对解决难度高、需要多部门联合推动的问题，
开展专题调研，召开相关部门协调会，形成各部门齐
抓共管推动问题解决的良好局面。

坚持问题导向，建章立制，不断巩固扩大活动成
果。查找制度机制不健全，制度设置不完善，以及审
批事项过多，审批环节过于繁琐等堵点问题，出台完
善政策，建立健全机制，完善再造流程等，推动营商环
境进一步优化。认真分析堵点成因，分类施策，对群
众“急难愁盼”问题立行立改，对疑难复杂问题合力攻
坚，对历史遗留问题持续发力。通过研究解决具体
的、典型的问题，进一步总结提升，梳理形成长效机
制，共出台政策制度83件、完善工作机制104项，破
难题的成果正转化为促发展的实效。

思想淬炼
推动作风转变

在为群众办实事、解难题的具体行动中，儋州市
促进各级干部接受思想淬炼和精神洗礼，更加坚定为
人民服务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坚持以人民为中
心的发展思想，着力解决群众的操心事、烦心事和揪
心事，针对群众关心的教育、医疗、住房、菜篮子等民
生实事，先后推进7个投资500万元以上的教育相关
项目建设，引进清华附中、上海师大等优质资源合作
办学。推进12个投资500万元以上的医疗相关项
目建设，儋州市中医院、滨海新区医院等项目相继开
工，建成后将进一步解决海南西部地区群众看病难问
题。通过财政一次性补贴的方式，解决教师、医护人
员和引进人才的保障性安居住房问题，2021年发放
人才住房补贴3140人，发放资金2576.78万元；发放
安居型商品房购房补贴851人，发放资金1.4亿元。

儋州、洋浦将“查堵点、破难题、促发展”活动与
“自贸港建设先行区示范区、全省高质量发展增长极”
的功能定位和做好“高新技术产业基地、西部陆海新
通道国际航运枢纽、全面深化改革开放先行先试平
台”结合，弘扬“快准实好”工作作风，当好“保姆”“红
娘”“店小二”，切实做到“有事必应、无事不扰”，主动
解决汉地流体项目资金困难、炼化二期原料和产品价
格倒挂等问题。深化制度创新，推动海南自贸港政策
落地见效，解决圣庄科技项目无法适用加工增值政策
等问题，不断优化营商环境。

儋州、洋浦坚持把“查堵点、破难题、促发展”活动
作为拓展作风整顿建设年成果的具体举措，深入查找
工作疲沓、拖着不办，当“二传手”、层层甩“锅”，甚至
不作为、慢作为、乱作为等问题，推动领导干部转变作
风。市发改、自规和住建等部门转变作风，主动作为，
全力破解市运动员村公寓项目建设遇到的堵点难题，
实现项目“拿地即开工”，用仅150天时间实现9栋高
楼主体结构全部封顶，建筑面积达15.16万平方米，跑
出建设“加速度”。 （本版策划/刘龙 撰稿/李珂）

儋州洋浦深入开展“查堵点、破难题、
促发展”活动，办结一批堵点问题

牢记初心转作风
一心为民解难题

1月19日，儋州市党史学习教育总
结大会在那大镇召开。会议强调把学
习党史作为永恒课题、终身课题，不断
汲取开拓前行的智慧和力量，以更加昂
扬的精神状态和更加饱满的干事热情，
奋力推进儋州洋浦一体化发展，以优异
成绩迎接党的二十大和省第八次党代
会胜利召开。

“百年党史表明党的领导是党和国
家的根本所在、命脉所在。要坚持旗帜
鲜明讲政治，始终牢记嘱托，把党的政
治建设摆在首位，把坚持和加强党的领
导、党的建设贯穿儋州洋浦一体化发展
和全面深化改革开放全过程，确保始终
沿着正确的政治方向行稳致远。”儋州
市委主要负责人说，要巩固拓展党史学
习教育成果，始终把学懂弄通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首要
政治任务，深刻领会其核心要义、精神
实质、丰富内涵和实践要求，推动党史
学习教育往心里走、往实里走、往深里
走，引导党员干部进一步深刻领会“两
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不断夯实信仰
信念的思想根基。充分发挥理论学习
中心组龙头作用，领导干部带头学、经
常学，以更高标准和更严要求学习宣传
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坚持站稳人民立场，自觉与人民
共建共享儋州洋浦一体化发展成果；坚
持以人民为中心，顺应人民日益增长的
美好生活需要，在发展中不断改善和提
高民生水平；坚持发展为民、坚持民生
优先、坚持依靠人民，让发展成果更多
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儋州市委主要负责人指出，抓好风
险防控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推进儋
州洋浦一体化发展的重要任务。要善
于从百年党史中汲取防范化解风险挑
战的经验，增强预见性、紧迫感、系统
性，不断提高应对风险、迎接挑战、化险
为夷的能力水平，确保各类风险找得
准、防得住、控得牢。坚持务实创新强
作风，全面提振干事创业的精气神，持
续深化作风整顿建设年和“查堵点、破
难题、促发展”、比学赶超活动成果，认
真履职尽责、敢于攻坚克难、大胆改革
创新、保持恒心耐心，敢担当善作为。
从百年党史中不断汲取全面从严治党
的成功经验，强化监督管理、持续减负
增效、严格执纪问责，努力为推进儋州
洋浦一体化发展营造良好的政治环境
和发展环境。

开展党史学习教育是党中央立足
百年党史新起点、着眼开创事业发展新
局面作出的一项重大战略决策。儋州
洋浦深入贯彻党中央和省委决策部署，
在省委党史学习教育巡回指导组的指
导下，按照“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
崇德、学史力行”的要求，推动党史学习
教育扎实有序开展，在省级会议上作为
先进典型单位交流发言5次，得到党史
学习教育中央第七指导组和省委领导
充分肯定，达到学党史、悟思想、办实
事、开新局的目的。儋州市委常委、宣
传部部长，市委党史学习教育领导小组
副组长陶涛说：“今年将结合儋州洋浦
一体化发展实际，建立健全长效工作机
制，深化巩固拓展党史学习教育成果，
激励党员干部干事创业热情，为打造海
南高质量发展第三极作贡献。”

儋州市委压实责任链条，确保党史学习
教育扎实有序开展。儋州洋浦分别成立由市
委书记、工委书记为组长的党史学习教育领
导小组，主要负责人带头深入基层调研指
导、开展学习宣讲、带头解决实际问题。周
密部署党史学习教育工作，将作风整顿建设
年、“查堵点、破难题、促发展”活动统筹安
排、一体推进。开展党史学习教育以来，儋
州市委组建6个巡回指导组，对全市90家单
位开展巡回指导5次；洋浦工委党史学习教
育领导小组办开展现场督导检查4轮。

“关键少数”带学促学，“绝大多数”深学

细学。儋州市委、洋浦工委共召开理论学习
中心组集中学习会29次，处级以上党员负责
人带头开展党课宣讲活动374次。洋浦工委
的宣讲报告获评省优秀理论宣讲报告，被推
荐到中宣部参评。各镇各单位开展“党史微
答题”、党员讲微党课、演讲比赛、双周学习会
等活动，通过集中学、个人学，线上学、线下
学，调研学、现场学，考试学、问答学，边干边
学等，开展专题学习千余场，参与学习人数超
4.4万人次。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
大会召开、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召开、海南自
贸港建设一周年等重要节点，跟进学习“七

一”重要讲话精神、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
神、省委七届十一次全会精神等。结合海南
自贸港建设实际，突出改革开放史学习，儋州
市现职市级负责人召开专题学习研讨会，集
中学习广东深圳、上海浦东等地改革开放经
验；洋浦工委分批组织干部赴江苏苏州工业
园等国内先进地区调研考察，助力洋浦建设
海南自贸港“样板间”。

压实责任链条 “关键少数”带学促学

儋州洋浦用好用活红色资源，以多种形
式开展党史学习教育，激发干部群众爱党爱
国情怀。儋州市委主要负责人深入红色教育
基地实地调研，研究部署红色资源的挖掘保
护利用，投入4300万元修缮歃血结盟纪念
园、光村镇泊潮村农村党支部成立旧址等一
批革命传统教育基地，登记造册58处革命遗
址。儋州洋浦干部群众现场体验教学600余
场，受众逾5.3万人次，革命遗址、纪念园成热
门打卡点。推出“永远跟党走”红色骑行之旅
等8条红色精品旅游路线。红色教育基地与

“四点半小课堂”结合，在那大镇石屋村胡松
纪念馆等开展“听老党员讲故事”活动，参加

活动的少先队员达8万人次。
儋州还组织专家学者、党员干部、文艺骨

干、青年队伍、乡贤、乡村振兴工作队、民间社
团等宣讲队伍，深入机关、乡镇、企业、学校等
宣讲360余场，运用农村小喇叭播放党史有关
内容近4万次，受众逾10万人次。国家级非
遗项目儋州调声传承人唐宝山开展山歌剧巡
回宣讲党史；白马井镇“90后”青春宣讲小分
队在基层工地宣讲党史知识；儋州市歌舞团
将党史内容编进儋州山歌、儋州调声里，得到
群众好评。

儋州市媒体通过“报、网、端、微、屏、台”
等融媒体矩阵主动发声，开设《百年历程，走

向辉煌》等专题专栏10余个，推出相关报道
4300余篇（条）。制作多种儋州方言版《我和
我的祖国》《唱支山歌给党听》等系列融媒体
作品，总播放量近千万次，网络好评如潮。
《小小红船》获评全省优秀理论宣讲微视
频。广泛开展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
活动，“党的盛典、人民的节日”氛围浓厚，组
织“永远跟党走”系列群众文化活动近4000
场，通过儋州调声、儋州山歌、书画、摄影、大
合唱比赛、专场交响音乐会、演讲比赛、红色
电影展映、文化下乡惠民演出、全民健身跑
等活动，坚定干部群众听党话、感党恩、跟党
走的信心。

用活红色资源 山歌调声精彩纷呈

儋州市推进党史学习教育“我为群众办
实事”实践活动见行见效。切实解决群众“急
难愁盼”问题，坚持把群众的小事当作大事
办、当成自己的事办，用解决实际问题的实效
检验学习教育成果。儋州市委和洋浦工委班
子成员分别带头到田间地头、企业车间和项
目工地访民情、问民意，完成“我为群众办实
事”清单事项17项，完成率100%。各级党委
（党组）共挖掘整理“我为群众办实事”清单事
项972项，已完成947项，完成率97%。洋浦
工委拨付800多万元资金，维修老安置小区
557套房屋，彻底解决困扰群众10余年的渗
水漏水问题，入选省“我为群众办实事”十大

典型案例（第一期）。儋州成立平价蔬菜保供
惠民行动专班，稳住老百姓“菜篮子”和“米袋
子”。针对残疾人出行不便的情况，儋州市残
联送评残和换证服务上门，办证时间由原来
的3天缩短为1天。儋州市水务部门获悉该
市光村镇新盈居九队居民饮水困难后，及时
回应解决，对136户580人实现全天候供水。

坚持把解决历史遗留问题作为“试金石”
和高难度“自选动作”。儋州市委召开3次专题
会议，制定加快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的意见，解
决政府投资项目、房地产领域、闲置土地处置、
政府欠款、信访维稳等5大类历史遗留问题71
个。儋州市公安局出台被收养无户口人员落

户的指导意见，解决311名被收养无户口人员
的落户难题，入选省“我为群众办实事”十大典
型案例（第二期）。针对计划改建工期8个月却
封闭2年多仍未开通的大洲桥、拖延8年未竣
工的儋阳楼，儋州市委、市政府创新方法破解
难题，推动大洲桥通车、儋阳楼竣工。

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
锋模范作用，用心用情用力解决群众忧心事、
烦心事。儋州洋浦315个机关和企事业单位
党支部与162个村（社区）结对共建，围绕人居
环境整治、消费助农增收、基础设施建设等主
题，开展主题党日活动和志愿服务活动近600
场，真正将为民办实事落细落小。

为民办好实事 解决历史遗留问题

⬆ 儋州市推进城市更新，加快建设教育、医疗项目，图为儋州那大城北新区俯瞰图。
➡ 图为近期竣工的海南西部中心医院三期工程。 本版图片均由黎有科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