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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
作条例》及有关规定，现将拟任干部
人选情况予以公示。

吴泽明，男，汉族，1965年 2月
生，研究生，哲学硕士，中共党员，现
任省委宣传部副部长，省新闻办公室
主任，拟任省直单位正职。

李东屿，男，汉族，1972年 7月
生，在职研究生，在职经济学博士，
中共党员，现任省人民政府副秘书
长、机关党组成员，拟任省直单位
正职。

吴竞择，男，汉族，1964年10月
生，研究生，经济学博士，中共党员，
现任海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委
员、副行长，拟任省属企业正职。

艾轶伦，男，满族，1969年 5月
生，在职研究生，在职经济学博士，中
共党员，现任省农垦投资控股集团有
限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拟任省
属企业正职。

郭 刚，男，汉族，1971 年 7月
生，大学，在职公共管理硕士，中共
党员，现任海口市秀英区委书记、
一级调研员，拟任省直副厅级单位
正职。

张志坚，男，汉族，1968年 1月
生，中央党校研究生，在职农业推广
硕士，中共党员，现任省农垦投资控
股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

理，拟任省直副厅级单位正职。
欢迎广大干部群众反映拟任人

选政治表现、道德品质、工作能力、
廉政勤政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反映
问题可以通过来信、来电、来访、网
上举报等方式进行。举报人应实事
求是地反映问题，提倡实名举报。
我们将严格遵守党的纪律，履行保
密义务。

公示期限：2022年3月28日至4
月1日，共5个工作日。

联 系 电 话 ：（0898）12380，
65378954（传真）。

短信举报：18608912380。
联系地址：海南省海口市国兴大

道69号海南广场1号楼308室省委
组织部干部监督处（邮编：570203）。

举报网址：http://12380.hain-
an.gov.cn。

中共海南省委组织部
2022年3月25日

公 告

关注“闯海人才”

■ 本报记者 邵长春 通讯员 臧会彬

“我们目前代管的项目有66个，
其中很多是涉及教育、医疗等领域的
重点项目，是补齐自贸港民生短板的
项目。”3月26日，海南发展控股置
业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施慰在海口
接受海南日报记者采访时说。

除了海控置业，施慰还兼任海南
省发展控股有限公司另外两家子公
司——海南金海湾投资开发有限公
司、海南海控乐城投资开发有限公司
的重要职务。

“双休日对我们来说是个奢侈
品，别人是上午下午两个班，我们通
常还要再加个晚班。”施慰说，但这样
的工作节奏却让他感到踏实和充满

干劲。
施慰是土生土长的“80后”上海

人，来海南前长期在上海学习工作，
并就职于华东建筑设计研究院，参与
了上海乃至全国很多城市的重点项
目和片区规划，行业经验丰富。

2018年10月，施慰作为沪琼两
地合作引进的人才，赴当时的海口市
规划委挂职，开始参与海口市的重要
规划。他和海南的缘分从此结下。

“海南正在推进自贸港建设，在
海南可以做的事情很多，相比之下，
上海的城市规划已经比较成熟。”施
慰说。一年半的挂职时间很快结束
了，他面临着职业抉择，回到上海原
单位似乎顺理成章，但自贸港却强烈
吸引着他留下来。

“在推进自贸港建设中，海南在规
划设计建设领域有大量的工作要做，
很多领域还是空白，前途不可限量更

不可预知。”施慰说，正是这种挑战和
不确定性吸引着他，让他最终听从内
心的声音，成为一名新时代的“闯海
人”，投入自贸港建设的热潮中。

施慰后来经过商调入职海南省
属国企海南发展控股置业集团有限
公司。“以前是在政府规划部门做规
划，现在则是把这些纸上的规划一点
点变成现实。”他说。

在海控置业，施慰带领项目团队
深入一线，解难题、抓进度、倒排工
期、挂图作战，尽管受到新冠肺炎疫
情影响，但海控置业这两年却一次次
刷新项目建设新纪录：用了45天高
标准完成2020年泛珠会议主会场三
亚悦榕庄酒店会议中心改造装修项
目，仅用138天完成国际创新药械交
流转换中心项目建设，用时628天确
保博鳌研究型医院项目（一期）开院
试运行……

仅去年海控置业就有23个项目
如期开工、27个项目竣工，公司全年
营业收入、利润总额创新高，历史遗
留问题基本解决，代管的省图书馆二
期工程等5个项目荣获海南省建筑
施工安全文明“标准化”工地奖、海南
省建筑施工优质结构工程奖等荣誉，
博鳌乐城项目团队获得了“海南省工
人先锋号”荣誉称号。

同时，海控置业代管的工程项目
质量更是得到业主的认可，去年该公
司收到海南大学、省人民医院等单位
的表扬信、感谢信多达15封，这也让
施慰和同事深感欣慰。

施慰说，在海南这几年，实实在
在感受到了海南对人才的尊重，他本
人也被评为高层次人才。“但最吸引
人才的还是自贸港的各种机遇，提供
了干事创业的大舞台，我想这才是最
关键的。” （本报海口3月27日讯）

■ 本报记者 李佳飞 通讯员 邢怡

“您好郑女士！这里是文昌市
行政审批服务局，您公司的《食品生
产许可证》即将到期，我们现推出无
感审批服务，可为您全流程代办帮
办，上门收取材料并免费寄递新证，
您是否需要办理？”近日，文昌东风
实业有限公司郑女士接到一通“意
料之外”的询问电话。更让她欣喜

的是，电话中说到的事项全部兑现，
她在足不出户的情况下，很快便收
到新的许可证。

“不用填写材料、不用本人提交
申请和跑动，通过视频委托代办帮
办专员，很快就能拿到换发的许可
证。我为这优质、高效的服务点
赞！”郑女士感慨道。

为进一步深化“放管服”改革，
优化文昌市营商环境，文昌市行政

审批服务局坚持以提升群众和企业
体验感、推进政务服务标准化规范
化便利化为出发点，出台《文昌市创
新服务模式推行“无感审批”实施方
案》，依托海南省一体化政务服务平
台，对即将到期的证件信息进行研
判筛选。利用电话、短信等方式，主
动向证件即将超期的服务对象告
知，提醒企业群众及时办理证件延
续业务。在服务对象确认办理后，

通过视频授权的方式委托代办帮办
专员全流程办理。审批流程结束后
通过制证中心快速制证出证，并提
供免费快递服务，将证件寄给服务
对象。

“整个服务过程无需企业、群
众填写表单，更不用到窗口提交材
料、来回跑腿，让企业群众在‘无
感’中办成事。”文昌市行政审批服
务局负责人表示，推动审批服务从

“以政务部门供给为中心”向“以市
场主体需求为中心”转变，是文昌
市开展“能力提升建设年”及“查堵
点、破难题、促发展”活动的系列举
措之一。

接下来，文昌市行政审批服务
局将聚焦企业、群众关心的民生领
域，进一步扩充“无感审批”服务事
项范围，让改革成效惠及更多百姓。

（本报文城3月27日电）

聚焦能力提升建设年能力提升建设年活动·见行动

文昌市推进政务服务标准化规范化便利化

审批“无感”便利更加可感

■ 本报记者 张文君
特约记者 方宇杰

“以前办证需要去市里，来回要
多花费2—3小时，如今在镇上就能
办了，基本当天可以拿证，非常方
便。”3月27日，东方市板桥镇一家
烧烤餐饮店负责人胡笃标说，日前
他前往该镇便民服务中心补办食品

经营许可证，体验到了事项审批权
限下放乡镇的便利，十分满意。

去年11月以来，东方市行政审
批服务局陆续将涉及行政许可、行
政确认以及公共服务等方面的49项
事项赋权乡镇，包括集体林木流转
审批、申请从事互联网上网服务经
营活动审批、食品经营许可、生育服
务证、就业登记等。截至3月25日，

已办理6325件。
结合能力提升建设年活动，东

方组织该市各乡镇行政审批办工作
人员及综合窗口工作人员参加赋权
乡镇政务服务工作专题培训，围绕
放权赋权事项具体操作流程、工作
重点、审批注意事项等方面对赋权
下放的政务服务事项进行业务培
训，进一步促进职权下放有序衔接。

“我们还采取送教下基层的方
式，在乡镇接到各事项第一个办件
时，带相关部门业务人员到乡镇手把
手教学，协助乡镇提升实战操作能
力。”东方市政务服务中心政务管理
室负责人林碧云说，日前板桥镇便
民服务中心第一次办理补办、注销
食品经营许可证事项，该中心便派
出多名业务骨干到现场指导窗口人

员审核群众提交的材料、使用一体
化政务服务平台进行受理审批。

“接下来将结合实际情况，考虑
把有关政务服务事项权限延伸到村
级便民服务站，打通服务群众‘最后
一公里’，使老百姓在家门口就能享
受到优质高效的审批服务。”东方市
政务服务中心主任吕红表示。

（本报八所3月27日电）

东方市49项事项审批权限下放乡镇并强化审批业务指导

服务下沉 质效持续提升

海南发展控股置业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施慰：

新时代“闯海人”自贸港显身手

海南银行成功发行
小微金融债券
募集资金将专项用于小微企业贷款

本报海口3月27日讯（记者王培琳 通讯员文
馨 王文佳）促进金融“活水”精准滴灌实体经济，助力
海南自贸港小微企业发展。近日，在人行海口中心支
行和海南银保监局的指导下，海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小型微型企业贷款专项金融债券成功发行，
发行规模10亿元，期限3年，票面利率3.54%。

海南银行小微企业专项金融债券由交通银行主
承销，国开证券联席承销，民生银行、平安银行、申港
证券等金融机构作为承销团其他成员共同参与，募
集资金将专项用于小型、微型企业贷款。本期债券
受到市场广泛关注，全国股份制银行、省级城商行、
农商行、证券公司、基金公司等47家机构踊跃认购，
全场认购倍数4.49倍。

本期债券的成功发行，得到了兴业银行等多家金
融机构的支持，海口农商行、三亚农商行等本土金融机
构也积极参与认购，展现了海南银行广泛汇聚金融力
量支持小微企业发展、推动普惠金融服务升级的决心。

未来，海南银行将积极践行金融普惠使命，落实
小微企业金融服务“增量、扩面、提质、降本”的要求，
不断提升小微企业金融服务质效，守护小微企业“人
间烟火”，让小微企业“青山常在”，助力海南自贸港
实体经济焕发勃勃生机。

“十三五”期间中交集团在琼
纳税总额超33亿元

创造就业岗位超10万个
本报讯（记者孙慧）3月25日，海南日报记者从

中交集团在海口举办的媒体圆桌会议上获悉，“十三
五”期间，该企业在海南签订合同额超1300亿元，纳
税总额超33亿元，直接创造就业岗位超过10万个。

据介绍，1988年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以来，中
交集团承建了我省众多港口、码头、公路、桥梁项目，
累计参与海南省各类项目超1500项。近年来，中交
集团在海南建设的代表项目包括海南环岛旅游公路
及驿站、海文大桥、临高县金牌港园区平台公司合作
主体及EPC主体项目等。

据了解，中交集团正着力发展基础设施建设、城
市综合开发、海洋经济产业、文旅康养教育、生态环
境治理等投资业务，全面融入海南自贸港建设。目
前，中交集团二级单位在琼分子公司31家，在建项
目共计850余个，涵盖综合交通、海洋文旅、产城融
合、生态修复各业务领域，形成了策划设计、投资建
设、运营管理全产业链，深度参与、支持和助力海南
经济社会发展。

中交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王彤宙表示，中交集
团将深耕海南，在交通体系建设、城市路网完善、海
上旅游及生态环境治理等领域与海南开展全方位合
作，为海南自贸港建设贡献更大力量。

迈湾水利枢纽工程进入
主坝碾压混凝土施工阶段

超额完成
一季度投资任务

本报屯城3月27日电（记者孙
慧）今年年初，海南省发展控股有限公
司确定今年迈湾水利枢纽工程投资任
务为16亿元，其中一季度投资额4亿
元。任务目标确定后，各参建单位春
节不停工，并充分利用晴好天气，增加
机械设备和人员，全力推进坝基开
挖。截至3月中旬，项目已完成投资
5.1亿元，超额完成一季度投资任务。

3月26日上午，在屯昌县迈湾水
利枢纽工程施工现场，一辆辆碾压机
驶入施工现场，对主坝首仓开展混凝
土碾压。“主坝进入碾压混凝土施工阶
段，我们需要昼夜轮班施工，确保每个
月能达到5万至 6万立方米的浇筑
量。”迈湾水利枢纽工程施工总承包工
程技术部部长许洪东说。

迈湾水利枢纽工程于2020年 4
月开工，总投资73.64亿元，建设工期
56个月。从3月22日起，迈湾水利枢
纽工程开始进行主坝碾压混凝土施
工，该工程大坝分为20个坝段，主体
混凝土浇筑总量约130万立方米，计
划于2024年5月汛期前实现全线浇
筑到顶。

该工程建成后将为南渡江流域蓄
丰补枯，并兼具灌溉、发电功能，对保
障海口市供水安全、推动琼北乃至琼
西北经济社会发展具有关键作用。

日前，俯瞰建设中的海口国际免税城项目商业中心。近期，该商业中心建设已进入多专业全面攻坚阶段，工
人忙着开展屋面网架、外立面幕墙、机电安装、室内精装修等施工作业。据介绍，该项目建成后，海南免税购物版
图将再添“新地标”，与三亚国际免税城形成呼应，助力海南建设国际旅游消费中心。 本报记者 李天平 摄

海口国际免税城项目

全面攻坚 加快建设

省优化营商环境工作专班
开设抖音账号

“海小二”来了
本报讯（记者苏庆明 通讯员谭

琦 刘棠琳）近日，省优化营商环境工
作专班注册抖音平台官方账号“海小
二”，欢迎市场主体关注带有官方授
权蓝V账号，今后更多海南营商环境
工作的资讯、案例、政策解读等内容
将在此及时向公众发布。

3月25日，“海小二”发布首个抖
音视频，来自强生、戴比尔斯等企业的
多位企业家畅谈在海南投资办企过程
中的感受，用亲身经历述说近年来海
南营商环境的变化。

近来，省优化营商环境工作专班
在采取工作举措优化营商环境的同
时，也注重加强我省优化营商环境举
措、成效的宣传，让企业充分了解助企
政策，传播服务企业的好口碑。

水复清 岸复绿 景复美
◀上接A01版

经过几年系统整治，让村民们掩鼻而走的“臭水
沟”摇身一变，不仅异味不再，还成为市民、游客休闲
放松的好去处。依托良好的水资源优势和生态环
境，当地还借助政府扶持转方式、调结构，发展起集
田园采摘、休闲娱乐、餐饮住宿服务于一体的现代农
业综合体，让“一汪清澈水”在串起“一道风景线”的
同时，也带起“一条经济带”，让兴起的多元业态带来
更多就业岗位和商机，美了乡村、也能富了村民。

虽然大茅村段的河流已换了模样，但目前大茅
河流域的部分河道依旧存在雨污混排、岸线侵占、河
道淤积、防洪不足等问题。三亚市水务局建管部有关
负责人原国伟介绍，对此三亚也提出了系统整治方案，
即三亚大茅水综合治理工程（白水桥至入海口段），建
设内容包括防洪、水环境提升、水生态景观等工程。

“该项目于去年10月进场施工，截至目前已完
成约229亩用地的清表、平整以及乔木、地被等绿化
种植及浇灌系统等工作。”原国伟说，工程建成后不
仅河道防洪标准将大幅提升，还能对雨水径流污染
和海水上溯带来的污染进行拦截过滤和净化，提高
水体自净能力，改善大茅河水质及河道水环境，届时
将打造成适合市民游客休闲娱乐的公园。

（本报三亚3月27日电）

湿地“三变”
◀上接A01版
在扩种本地红树林的同时，西联农场公司还着力在
7605亩的园区清理拉关木、无瓣海桑等外来树种，
以保证当地湿地生态群落不被破坏。

如今，湿地公园里还添了许多摄像头、空气监测
牌等现代监控化设备，共同构成了湿地环境检测系
统。西联农场公司还积极与厦门大学、海南大学等
高校及省林业厅、海口畓榃湿地研究所等单位联合
开展科研监测活动，对湿地资源可持续利用模式进
行研究和改善。

第三变，是“客”。
考虑到过去湿地公园内滩涂较少，水鸟“无处立

足”的情况，西联农场公司打造了 3个总面积为
25.09万平方米的水鸟生境塘，让鸟儿们得以在此栖
息和觅食，有了“安居”的惬意空间。

多管齐下，成效显著。湿地公园里，处处是展翅
的鸟儿。截至目前，湿地公园共记录到鸟类178种，
其中越冬鸟类70多种，包括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
黑脸琵鹭、黄嘴白鹭、勺嘴鹬等珍稀濒危鸟种。其中，
黑脸琵鹭于去年12月被观测到47只，创下新纪录。

今年，西联农场公司计划在湿地公园推进水系疏
通工程，清理沉积在湿地沟渠中的枯枝腐木和泥沙，打
通湿地“经脉”，增大水体交换能力以及自然降解能力。

不远的将来，还会有更多新变化在湿地公园里
发生…… （本报那大3月27日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