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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行分阶段办理施工许可证
在试行建筑工程施工许可告知承诺制审批与质量安全监督登记合

并办理的基础上，实行分阶段（分为“基坑支护和土方开挖”“地下室”
“±0.000以上”三个阶段）办理施工许可证等举措，实现“拿地即开工”。

实行两个“豁免”
由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针对特定范围和特定项目制定出台豁免办

理《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和《乡村建设规划许可证》的7类项目清单；由
县生态环境局针对乐东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程，制定豁免办理《环境影
响评价审批手续》的具体项目清单，纳入清单的项目，免办环境影响评
价审批手续，进一步提升办事效率。

优化放验线审查工作
一改过去建设工程基础轴线放线和验线均需事先通知资规局派人

到实地核验，核验合格后方可继续施工的情况。现在只需建设单位或
者个人在提交《建设工程项目放验线测绘报告》后，即可开始施工，资规
局不再进行现场核验，而是采用核对报建方案和抽查方式对建设工程
项目进行复核，大大提高办事效率，有力推动建设项目早开工，早投产。

设立“未办成事协调服务窗口”
制定《“未办成事协调服务窗口”工作机制》，依照受理、转办、协调

会商、跟踪督办形成工作流程和闭环机制，主动协调处理群众办事中遇
到的难点堵点问题。去年 10 月，乐东“未办成事协调服务窗口”获得
2021年海南省政务新媒体创新发展年度“十佳”优秀案例。

打造廉洁履职的“清廉班子”

推进阳光透明的“清晰村务”

倡导文明节俭的“清淳民风”

弘扬清风正气的“清朗文化”

构建和谐融洽的“和合干群”

重点内容：“四清一和”

抱由镇抱邱村、大安镇西黎村、利国镇望楼港社区、佛罗镇丹村

乐东“清廉村居”创建试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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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周月光
通讯员 邢福特

春节将近，年味渐浓。1月26
日，海南日报记者走访乐东黎族自
治县各项目工地，处处都能看到机
械轰鸣、工人穿梭的繁忙景象。

上午7时，乐东莺歌海一级渔
港建设工地，项目安全总监兼副
经理李自训登上航道疏浚的作业
船，检查作业安全记录。

“由于疫情影响，一些建筑工
人不回家过年，加上项目工期也
紧张，春节期间我们将保持施工
不间断。”李自训说。

莺歌海一级渔港项目总投资
约2.3亿元，建设内容包括航道疏
浚、陆域回填、地基处理、港区道
路及配套工程和13座单体建筑
等，2021年9月正式动工。

李自训说，自该项目开工以
来，陆域工程与海域工程同步进
行，每天施工16个小时，4个月完
成6000多万元的投资，超过序时
进度10%以上。

在施工现场，记者看到，海边
有一个水泵迎着海风吹填岸基，海
上有3艘作业船在疏浚航道，不远
处的挖掘机在取土回填管道坑。

“春节期间，我们有30多名工
人坚守岗位，完成2万立方米的陆
域吹填和全部管道坑回填等工
作，为春节后工人全部返岗准备
好作业面。”李自训说，整个工程
计划2023年6月建成，从目前施
工进度看，有信心在2022年底完

工，比原计划提前6个月。
当天下午 6时，在乐东文化

馆、图书馆、博物馆“三馆合一”项
目建设工地，30岁的带班长郭种
峰正在带领数名瓦工砌墙。

“2020年12月项目开工时我
就来到工地上，今年春节我不打
算回家了。”郭种峰说，项目工期
紧、责任大，为坚守岗位做好工
作，他把家人都从江苏老家接到
工地上生活。

施工现场还有钢筯工、电焊
工等多个工种在紧张作业。41岁
的罗中和几名工友正在安装一根
粗大的立柱。他说，去年底有老
乡告诉他，乐东工地需要大量工
人，他就带着十多名老乡从四川
赶到海南，今年春节大家都准备
在乐东工地上过年。

据介绍，乐东文化馆、图书
馆、博物馆“三馆合一”项目总投
资3.5亿多元，截至目前项目已完
成投资近2亿元。

“项目开工以来，建设一直超
常规推进，物料与人员比正常增
加2倍，工作面比正常增加2倍，
与此同时，每天加班加点，节假日
从来没有停工。”项目建设经理季
爱城说，今年春节期间，该项目工
地上将有上百名建筑工人坚守岗
位，除工资正常发放外，公司还将
拿出100多万元进行补贴和奖励，
从目前施工进度看，整个项目有
望比原计划提前一年完工。

乐东涉及“六水共治”的在建
项目共有40多个，春节期间也有

不少项目不停工。九所污水处理
厂建设项目负责人说，春节期间
不少工种都会坚守岗位，为春节
后扩大作业面打牢基础。

2021年至今，乐东坚持“项目
为王”，狠抓有效投资，抢时间、抢
资金、抢项目，为项目建设提供全
方位要素保障，积极开展“产业投
资提升年”活动，把投资油门踩到
底。目前，乐东已将210个500万
元以上的投资项目进行分解，形
成项目清单，并确定今年计划新
开工项目46个。

为推动项目超常规建设，乐
东要求责任单位采取“重点项目+
工作专班”的推进模式，采取集中
会办的形式，及时通报建设进度，
确保重点项目有力有序推进。对
在建的31个重点项目细化量化，
逐月倒排工期，增加施工力量，主
体工程与配套设施同步推进，在
保证质量和施工安全的前提下，
以最快速度推进建设，鼓励支持
项目建设春节期间不停工，力促
项目早竣工、早投产。

乐东县政府有关负责人说，
项目建设“一步早、步步早，一步
迟、步步迟”，今天的“项目差距”
就是明天的“发展差距”，全县干
部要牢固树立“抓项目就是抓发
展、抓大项目就是抓大发展、抓高
标准项目就是抓高质量发展”的
意识，以争当排头兵的姿态和勇
做先行者的担当，力争一季度投
资“开门红”。

（本报抱由1月27日电）

得益于全方位要素保障，乐东多个项目加快建设

春节“不松劲”
施工“不断档”

本报抱由1月27日电（记者周
月光 通讯员梁小明）为不断深化农村
基层党风廉政建设，1月26日，乐东
黎族自治县召开“清廉村居”创建试点
工作动员部署会，制定出台《乐东黎族
自治县“清廉村居”创建试点工作实施
方案》（以下简称《方案》）。

《方案》提出，“清廉村居”创建试
点工作全面贯彻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
总要求，加强党对基层治理的全面领
导，一以贯之、坚定不移推进全面从严
治党，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以推进基层
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为目
标，不断夯实党的执政根基，为推进乡
村振兴战略、建设清廉乐东打下坚实
基础。

《方案》提出，“清廉村居”创建试
点工作，以乐东县抱由镇抱邱村、大安
镇西黎村、利国镇望楼港社区、佛罗镇
丹村为创建试点，力争用一年时间，围
绕打造廉洁履职的“清廉班子”、推进阳
光透明的“清晰村务”、倡导文明节俭的

“清淳民风”、弘扬清风正气的“清朗文
化”以及构建和谐融洽的“和合干群”的

“四清一和”等重点内容，着力打造“一
镇一品”“一村一特”的“清廉村居”样
板，推动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更加坚强
有力、权力运行制约监督机制更加有
效、群众身边腐败和作风问题明显下
降、崇廉尚廉文化更加浓厚、党风政风
持续好转与村风民风持续上扬，实现党
群干群关系更加融洽，群众获得感、幸
福感、安全感显著提升，让全县村居学
有榜样、追有方向、干有标杆，为“清廉
村居”建设探索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

乐东黎族自治县纪委有关负责人
说，创建“清廉村居”是针对乐东农村
基层党员干部在思想、作风和工作上

的突出问题提出的，除关注村级事务
监督、“三资”管理、村规民约和清廉文
化建设等外，将推行村居“小微权力”
清单制度，进一步厘清村居与镇、县职
能部门的权力边界，科学编制村居干
部“小微权力”清单以及运行流程图，
做到村居权力进清单，清单之外无事
项。具体而言，就是要制定1张村居
财务收支简表、村居干部报酬与村居
工程项目进度2张监督表，以及村居
收支、应收款、应付款、固定资产等4
张明细账，开辟1个公开栏等在智慧
监督平台或者村居民经常聚居场所进
行公开，更重要的是每年初要由村居
党组织、村居民委员会召开村居民（代
表）大会，接受村居民（代表）对公开事
项质询面询。

为确保“清廉村居”创建试点工作
扎实开展，乐东黎族自治县纪委监委
制定《乐东黎族自治县“清廉村居”创
建试点量化考评表》，将打造廉洁履职
的“清廉班子”、推进阳光透明的“清晰
村务”、倡导文明节俭的“清淳民风”、
弘扬清风正气的“清朗文化”以及构建
和谐融洽的“和合干群”的“四清一和”
等工作目标细化为40多个可考核的
小目标，每项小目标设定不同的分值
以便进行量化打分考核。

会议要求，要将“清廉村居”创建
与基层党组织建设、乡村振兴、美丽乡
村建设、民主建设、乡村治理等工作统
筹安排、有机结合，以群众满意不满意
作为检验工作成效的根本标准，探索
创新行之有效的工作措施和办法，通
过着力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
题，坚决整治发生在群众身边的“四
风”和“小微权力”腐败问题，切实增强
人民群众获得感。

深化农村基层党风廉政建设

乐东试点创建
“清廉村居”

本报抱由1月27日电（记者周月
光 特约记者林东）推动经济高质量发
展，优化营商环境是关键。去年以来，
乐东黎族自治县优化营商环境改革不
断突破，项目建设实现“拿地即开工”。

去年，乐东成立以县政府主要领
导为组长、副县长为副组长、各相关
部门为成员单位的优化营商环境工
作专班，分设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和政
务服务专项工作小组、商事制度改革
和加强事中事后监管专项工作小组、
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制度改革专项工
作小组等10个优化营商环境专项工
作小组及工作专班办公室，研究制定
《乐东黎族自治县营商环境提升行动
方案（2021-2025年）》等文件，全方

位推动政务审批服务改革，特别是在
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制度上，实施“清
单制+告知承诺制”改革，深化施工
图审查改革，持续完善工程建设项目
全流程在线审批等。

乐东县行政审批服务局有关负责
人介绍，去年以来，乐东在工程建设项
目审批制度创新上取得多个突破。

乐东有关负责人介绍，下一步，乐
东将瞄准“四最”目标，实施最低市场准
入、实行最简权力清单、打造最优行政
审批服务、实施最有效监管，在营商环
境优化、市场主体培育和提升、全方位
政务服务体系构建等方面持续发力，以
干部作风转变推动打造一流营商环境，
促进乐东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乐东全方位推动政务审批服务改革

项目建设实现
“拿地即开工”

本报抱由1月27日电（记者周月光）春节临
近，乐东黎族自治县瓜果菜出岛进入高峰期，海南
日报记者在田间地头、交易市场走访，到处看到丰
收的景象、喜悦的笑脸。

“昨天我采摘3000多斤青瓜，卖了13000多
元；今天我又采摘了2000多斤青瓜，可以卖5000
多元。”1月25日，在乐东县利国镇瓜果菜交易市
场，农民吉峰高兴地告诉记者，这几天青瓜行情特
别好，昨天是一级品每斤4元，今天是二级品每斤
2.5元，他家种植13亩青瓜，现在全部进入采摘高
峰期，不仅成本全部收回来了，而且每亩还赚了
6000多元。

乐东农业农村局利国镇农产品检测站负责人
说，1月份开始，乐东瓜果菜出岛进入高峰期，特别
是春节前每天发货量都很大，1月24日当天，利国
镇往全国发货89车1963吨，品种主要有蜜瓜、玉
米、长豆角、青瓜、辣椒、芒果、火龙果、茄子等。

据了解，乐东瓜果菜出岛占全省25%，为保
障全国春节市场供应，该县在瓜果菜重点乡镇设
立农产品检测站，一方面保证瓜果菜质量，另一方
面统计分析瓜果菜流向。

乐东农业农村局有关负责人介绍，1月以来，
乐东瓜果菜市场行情稳定，出岛量不断增加，连续
多天出岛量超过300车，其中1月25日出岛量451
车；截至1月26日，乐东瓜果菜出岛达到16.09万
吨，有力保障全国春节市场供应。

新《民事诉讼法》施行后——

乐东法院发出首份
司法确认裁定书

本报讯（记者周月光）近日，乐东法院发出一
份司法确认裁定书，这是在新《民事诉讼法》于今
年1月1日起施行后，该院发出的首份司法确认
裁定书。

2021年12月23日，林某在莺歌海镇新二村
委会第六村民小组某建房工地上干活受伤，最终
因伤势严重救治无效死亡。2021年12月29日，
在莺歌海镇人民调解委员会的调解下，林某的三
个儿子林某鹏、林某俊和林某强与吕某昌、黄某侨
就赔偿事项达成调解协议，并于2021年12月30
日向乐东法院申请司法确认。承办法官依法对调
解协议的内容和形式进行审查，依据新《民事诉讼
法》作出裁定书，确认该调解协议有效，第一时间
保障受害者合法权益，弥补其家人创伤，同时也有
效缓和双方之间的对立关系，最大限度将矛盾纠
纷化解在初始阶段。

乐东法院有关负责人介绍，本案中，承办法官
依据新《民事诉讼法》作出裁定书，确认协议有效，
仅用几天时间，相较于民事诉讼简易程序三个月
审理期限，“先行调解+司法确认”的模式能够更
好、更快地化解矛盾纠纷。

模式优模式优

全国首批种植业“三品一标”基地公布

乐东九所镇
火龙果基地入选

本报讯（记者周月光）近日，农业农村部公布
第一批全国种植业“三品一标”基地名单，乐东黎
族自治县九所镇火龙果基地入选。

据介绍，无公害农产品、绿色食品、有机农
产品和农产品地理标志统称“三品一标”。“三
品一标”是政府主导的安全优质农产品公共品
牌，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农产品生产消费的
主导产品，是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的重要
标志。入选全国种植业“三品一标”基地，要求
非常高：基地优良品种覆盖率95%以上，推行绿
色先进生产技术；基地规模化程度高，至少
1000亩；产品品牌响亮，有市场号召力；示范带
动能力强，由龙头企业、专业合作社、种植大
户、家庭农场等新型经营主体牵头示范带动标
准化生产、规范经营。

乐东农业农村局有关负责人介绍，全省入选
全国第一批种植业“三品一标”基地的，只有乐东
县九所镇火龙果基地。海南高明农业发展有限公
司在基地种植火龙果1090亩，种植使用有机肥，
采用物理方法防治病虫害，优良品种覆盖率
100%、订单生产率97%、产品质量安全合格率
100%，生产过程实现全程可追溯。“乐东正在实
施农业品牌培育工程，将积极推广九所镇火龙果
基地建设经验，加快乐东农业转型升级向现代农
业迈进。”该负责人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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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东瓜果菜
1月出岛超16万吨

1月25日，在利国镇瓜果菜交易市场，农民
在打包鲜玉米。 本报记者 周月光 摄

1月26日，乐东“三馆合一”项目建设现场，建筑工人在固定立柱。 本报记者 周月光 摄

1月26日，在莺歌海一级渔港项目施工现场，工作人员通过水泵吹填岸基。 本报记者 周月光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