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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亭产业园
规划总用地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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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文城2月22日电 （记者李
佳飞 特约记者黄良策）为进一步优
化营商环境，推动极简审批，实现“要
素等项目”，文昌市政府决定在约亭
产业园探索实施“标准地”试点，并于
日前印发了试点实施方案。

所谓“标准地”，就是土地出让
时把每块建设用地的投资、建设、税
收、能耗、环境等标准给予明确。企
业拿地前，就已经知道该地块的使
用要求和标准，项目建成投产后，相
关部门按照既定标准与法定条件进
行验收。

此前，企业投资项目用地的行政
审批环节多，耗时费力且效率不高，
一直为项目投资者诟病。“标准地”改
革，将推动企业投资项目审批减前
置、减环节、减流程、减时间。

方案明确，文昌市将严格按照海
南省“标准地”制度有关要求，集中优
势力量对约亭产业园（二期）开发边
界内的土地组织征收、报批和储备，
完善“七通一平”达到净地出让条件，
完成区域评估、控制指标和准入清单
设定，形成标准统一可出让的国有建
设用地使用权。与此同时，文昌将建

立事先评估、事前定标、按标出让、告
知承诺、并联审批、按标建设、对标验
收、效益评价的全程管理机制，充分
发挥改革叠加效应，降低企业用地成
本，提高用地审批效率，实现项目准
入、土地供应、开竣工、投达产、绩效
评价闭环管理，真正实现项目“拿地
即动工”，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标
准地”模式。

据悉，约亭产业园是文昌市“一
区多园”产业总体布局中的重点园区
之一，规划总用地面积6701.7亩，分
两期建设，一期2442亩。园区将重
点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兼顾发展资源
加工型的农副产品、食品加工业、低
碳制造业、生物产业、仓储物流等辅
助产业。目前，该园区已选址招商项
目 38 个，向海南海拓矿业、文昌燃
气-蒸汽联合循环电厂工程等21个
项目供地，用地面积合计1604亩。

“目前约亭产业园区开工在建项
目17个，竣工投产项目2个。可以预
见，‘标准地’试点实施后，将进一步
推动极简审批，优化营商环境，加快
园区发展步伐。”文昌市政府相关负
责人表示。

文昌约亭产业园探索实施“标准地”试点

推动极简审批 优化营商环境

2月18日，在文昌约亭产业园区内的海建（文昌）建筑产业园项目现场，建设者们在作业。本报记者 袁琛 摄

保障民生

文昌今年计划建设
安居房2500套

本报文城2月22日电（记者李佳飞 特约记
者黄良策）海南日报记者2月22日从文昌市政府
获悉，文昌市高度重视完善城镇住房保障体系，采
取“限房价、控地价、竞品质”方式，确保安居房保
质保量建设。2022年计划建设安居房2500套，
目前项目选址文昌市清澜南三环路西侧，项目建
设工作正有序推进。

2021年，文昌市规划建设安居房2462套，总
用地168.56亩。其中，第一批由文昌嘉汇城市置
业有限公司开发建设，用地面积77.67亩，共建
1120套安居房；第二批由海南中都置业管理有限
公司开发建设，用地面积90.89亩，共建1342套
安居房。

在文昌市文城镇航天大道片区音乐大道北
侧，嘉汇花园项目施工现场，记者看到，正施工作
业的机器来往穿梭。项目负责人介绍，该项目三
标段1号、2号、3号、4号楼完成桩基施工1503
根，桩基检测完成，目前正在施工垫层和砖胎膜。
二标段5号、7号、8号、10号楼的土方施工已完成
85%。一标段6号、9号、11号楼没有地下室，正
在等二标段施工至正负零后施工。据悉，该项目
建成后，可提供房源2462套，内设幼儿园、社区卫
生服务站、老年人日间照料中心、文化活动室、配
套商业等配套设施，进一步优化住宅小区功能，满
足安居房小区居民的日常生活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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靠种植水稻盖上三层楼房的邢
益宝，也乐于分享他的农技经验和种
植技术。作为文昌市宝玉农技农民
专业合作社的核心成员，他常年忙碌
于田间地头，双手长满了老茧。

村民邢益三刚买收割机时，由于
一时不懂收割技术，操作没几天就出
现了故障。邢益宝听说后，二话不说
就赶去帮忙，他认真检查机械的各个
部件，很快找出毛病，进行修理，第二

天，收割机便能正常下田作业了。
闲暇时，邢益宝还常常参加各界

组织的培训班、农技咨询服务活动，
积极推广塑盘育苗、测土配方施肥、
太阳能灭虫等技术。

“东阁镇是文昌市水稻主产区之
一，当地水稻机械化种植规模不断扩
大，确实需要邢益宝这样的好机手。
他热心助人，有困难找他从不推脱。”
农机手符传宝这样评价道。

文昌市农业农村局相关负责人介
绍，运用水稻机械化插秧技术的稻田，
平均亩产高出人工插秧10%—15%。
根据粮食生产任务，今年文昌市计划
完成水稻种植面积28.1万亩，其中早
造水稻13.8万亩，晚造水稻14.3万
亩。文昌将通过政策激励，加强农资
储备、强化水稻生产全程机械化等方
式，进一步提高水稻产量，增加农民
收入。 （本报文城2月22日电）

2月20日，海南日报记者来到文
昌市东阁镇官田村，循着“隆隆”的机
器声，在一片潮湿的田洋间见到了忙
碌的邢益宝，他脚穿水鞋，驾着插秧
机，在田间来回穿梭，插秧机驶过的
田地随即披上一层淡淡的新绿。

“机械插秧就是快，以前一亩地
一个人要干一天，现在机械作业20
分钟就插完了，省时又省力！”种植大
户赖树林告诉记者，今年他承包了

100多亩农田，全部用于种植早稻，
他看好机械化育秧插秧技术，所以早
早同合作社谈拢了合作。

赖树林手中一盘盘绿油油的秧
苗，就来自宝玉农技农民专业合作社
集约化的水稻育秧中心。

“集约化育秧利用机械化生产流
水线，科学配备底肥、种子、土壤比
例，秧苗密度高，质量更好，便于后期
种植、管理。”赖树林说，自从育秧中

心投入使用，当地种植户就渐渐告别
了单家独户选种育苗的模式，“订单
式”作业提高了水稻种植效率。

在位于东阁镇地绿村的水稻育
秧中心，记者看到，一台用于搅拌种
子肥料制作秧盘的机械设备长达十
余米。操作人员介绍，这台设备正
常运行一天可完成约2000斤种子
的播种，是传统人工作业效率的数
十倍。

除了播种设备，宝玉农技农民专
业合作社内还停放着大大小小近十
台机械设备，有旋耕机、收割机、插秧
机，还有大型的卧式烘干机、立式烘
干机等等。摆弄起这些大块头的“铁
疙瘩”，邢益宝得心应手。

“种好粮，必须靠科技。文昌市
推广水稻机械化种植，多亏了有像邢
益宝这样的农技能手。”文昌市农机
中心相关负责人符永涛介绍，今年
55岁的邢益宝是当地有名的种粮大

户，曾获得“全国农机使用一线‘土专
家’”“海南省优秀农机手”等多项荣
誉称号。

听见夸奖，邢益宝变得腼腆起
来，沾满泥土的双手不停地用衣角擦
拭。他说，之所以一步步扩大种植面
积成为种植大户，离不开政府的惠民
政策和农业部门的帮助。

早在2013年，在农业科技“110”
的指导下，邢益宝开始承包了20亩
水田种水稻，尝试运用机械化设备。

机耕、机收，一条龙机械化作业，大大
减轻了劳作的艰辛，提高了种植效
率。之后，他便不断总结经验，并逐
步将种植面积扩大到1200亩。

机械化种植不仅提高效率，也有
利于提高水稻产量。“人工抛洒密度
不均，秧苗参差不齐，不便于统一管
理。科学种植，以往亩产800斤的水
田，现在能达到1200斤。”邢益宝说，
是现代农业科技，让农民走上脱贫致
富路。

消防组织开展
“流动图书站”活动

本报讯（记者李佳飞 通讯员符传德）为营造
良好的学习氛围，丰富训练之余文化生活，日前，
文昌市消防救援支队前往文昌市图书馆开展“流
动图书站”活动，借阅图书200余册。

此前，文昌消防救援支队曾与文昌市图书馆
签约共建“流动图书站”协议，约定图书馆每个季
度为“流动图书站”更新图书200册，涵盖历史、文
学、科学、政治、经济等多个内容，全体消防人员可
以利用学习、训练之余，有计划、有步骤地阅读各
种书籍，有效调动大家的读书积极性。

为更好地推动读书分享会活动，文昌消防本
着“快乐读书，彼此分享”的原则，倡导全体消防员
根据自身喜好选择图书类型，再根据自身对内容
的理解向大家分享读书感悟及书中精彩章节，形
成“一人读书，众人体会”的浓厚氛围。

共享书香

纪委监委三举措锻造
纪检监察铁军

本报文城2月22日电（记者李佳飞 通讯员
黄云平）海南日报记者从文昌市纪委十四届二次
全会上获悉，近年来，文昌市纪委监委以开展党史
学习教育为契机，狠抓自身建设，采取三项措施打
造纪检监察铁军，不断提升纪检监察干部领导力、
执行力、凝聚力。

加强机关政治建设。文昌市纪委监委全面落
实党建工作责任制，充分发挥机关党建示范引领作
用，机关党支部被评为全市首批“机关党建示范点”、
建党100周年“全市先进基层党组织”和“市直机关
标准化党支部示范点”。加强专案组、巡察组临时党
支部标准化规范化建设，增强队伍凝聚力、战斗力。

加强干部队伍建设。坚持正确选人用人导
向，选拔23名优秀年轻干部到镇纪委任职；通过
全国选调等多种方式，选用60名年轻干部充实队
伍；组织全员培训5571人次，以干代训430人次，
使得干部队伍更加专业敬业。

加强自我约束管理。主动接受外部监督，接
收特约监察员反馈意见28条，在工作中加以改
进。强化内部监督，制定《文昌市纪检监察干部监
督管理暂行办法》等制度，谈话提醒475人次、通
报219人次，确保纪检监察权力始终在制度约束
下运行。开展违反办案纪律问题专项整治系列活
动，落实以案示警，开展政治家访548人次，处置
纪检干部问题线索30件31人。

建设队伍

寒冬献爱心
暖身又暖心

本报文城2月22日电（记者李佳飞 特约记
者黄良策）受强冷空气影响，连日来，海南出现持
续低温天气过程。日前，文昌市委相关负责人率
队到潭牛镇、东路镇等地，走访慰问困难群众。

慰问团一行首先来到潭牛镇敬老院，实地查
看了敬老院的休闲活动室、厨房和宿舍等场所，关
切询问老人们的日常生活起居、饮食、身体健康状
况，并为老人们送去了棉被、饼干等慰问品。相关
负责人强调，各有关单位要切实提高服务意识，有
效加强敬老院的管理，提高工作人员的服务意识，
提升工作人员福利待遇，全面完善养老服务设施，
确保入住老人老有所养、老有所医、老有所乐。

随后，慰问团志愿者还先后走访了东路镇红
光村委会下坡村、罗锦山村、世保一村的困难群
众。每到一处，志愿者们与困难群众拉家常、谈发
展，现场协调解决生活难题，并为他们送上了棉
被、饼干等慰问品。

据悉，为做好困难群众防寒御寒送温暖活动，
中共文昌市委宣传部、市志愿服务指导中心还将
组织全市志愿服务队开展2022年困难群众防寒
御寒送温暖志愿服务活动。

传递温情

热心传帮带获点赞

“土专家”致富有办法

机械作业效率翻倍

2月18日，在文昌东阁镇，农户操作插
秧机进行机械化插秧。

■ 本报记者 李佳飞
特约记者 黄良策

春雨绵绵，正是春耕播种的
好时节。连日来，文昌市宝玉农
技农民专业合作社成员邢益宝，
马不停蹄奔忙于文昌各地的水稻
田间和集约化水稻育秧中心。

“育好秧苗，推广机械化耕
种，是水稻优质高产的基础。”邢
益宝说，务农三十余年，他尝到了
农业科技带来的甜头，也尽己所
能推广机械化种植，希望让更多
像他一样的农民从中受益。

今年以来，邢益宝管理的水
稻育秧中心，在文昌市农技中心
等部门的支持下，承包当地村民
1700多亩水稻育秧任务，全市推
广机械化插秧作业面积超过
6000亩，大大提高了生产效率，
扩大了粮食生产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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