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空中塔吊林立，地面机械轰鸣，7月23
日，走进保亭菠萝蜜康养综合体项目的施
工现场，进入主体建设的规划商业楼数量
已达一半，眼前的“康养小镇”初具雏形。

“作为保亭首个集温泉康体、森林康
养、气候疗愈、中医保健为一体的康养商业
综合体，项目建成后，将成为‘热带雨林温
泉康养度假区’的重要组成部分。”保亭菠
萝蜜康养综合体项目负责人丁宇辉表示，
项目不仅依托保亭得天独厚的生态优势，
也以《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产业发展规划》
及“三区三地”产业布局为依据，锚定“康
养”这一当地前景广阔的产业。

经济发展，产业先行。高水平的产业
规划才能引领高质量发展。今年5月，在

“三区三地”战略目标的基础上，保亭发布了
《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产业发展规划》，该规
划阐明保亭产业经济发展战略方向，主要由
产业发展基础机遇、产业发展总体要求、产
业发展总体布局、产业体系和发展方向、特
色重点产业、发展路径及规划实施保障7个
部分组成，另附166宗重点项目清单。

“保亭要在自贸港中找定位，在后房地
产时代找替代产业，在三亚经济圈中找特
色，实现差异化、高质量发展。”谈及编制产
业发展规划的初心，保亭县委书记穆克瑞

主要有三个方面的考量。
对保亭而言，特色重点产业则是整个

产业规划的精髓、重点。在四大主导产业
下，保亭提炼出最能体现保亭特色、最能发
挥保亭优势的十大特色重点产业，即气候
康养、雨林度假、运动探险、文化创意、南药
开发、热带果蔬、休闲农业、生物科创、智慧
经济、总部经济。同时，保亭还实现了在全
省首发县级健康产业发展白皮书，基本形
成特色鲜明、布局合理、动能充足、支撑有
力的高质量产业发展布局。

布局明确，如何高质量发展产业？保
亭明确了七大发展路径：建设产业链条，将

聚焦健康产业、农业加工、生物科创、现代服
务业打造产业链，推动产业价值提升；创新
产业模式，着力推动产业融合化、集聚化、生
态化、数字化，促进产业转型升级；优化市场
要素配置；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打造特色优
势品牌，聚焦气候康养、特色农业两大优势，
把产业做大，把品牌做强，打造保亭靓丽名
片；强化区域经济协同，积极主动融入三亚
经济圈，实现陆海统筹、山海联动、蓝绿互
补；优化营商环境，深化“放管服”改革和行
政审批制度改革，继续办好“咖啡时间——
政商对话加速跑”活动，为企业提供更加优
质高效的服务。 （本报保城7月24日电）

抓项目、优服务、强产业

保亭跑出经济高质量发展“加速度”

现场彩旗猎猎，挖掘机、推土机、运输
卡车等大型机械设备一字排开，整装待发。
7月13日，保亭项目建设年建设项目第三批
集中开工仪式举行，此次活动共有8个项目
开工，计划总投资达7.9亿元，其中旅游康养
和高新技术产业项目备受关注。

“七仙谷养生苑项目主要围绕‘现代化
农业+亲子旅游’，打造农旅融合新业态，
建成后每年预计可以接待两百万人次客流
量。”该项目负责人袁晨燕告诉海南日报记
者，从项目立项到开工，保亭县委、县政府
的支持力度很大，帮企业排了不少忧，解了
不少难。

项目是拉动经济发展的引擎。如何将
好项目引进来？精准招商和精细服务是秘
诀。去年11月，保亭成立县招商引资和重
点项目服务工作专班（以下简称县招商专
班），该专班坚持“项目为王”理念，一切围
着项目转，一切盯着项目干。

“首先要摸清家底，挖掘整合全县优
势、闲置的资源，才能策划和包装招商项
目。”保亭县招商专班成员高子健介绍，专
班就像是“店小二”一样的角色，把投资企业
招揽进来。除了项目谋划和推介外，县招商
专班还进行项目要素保障服务工作，重点解
决土地供应、政策落实、基础设施配套等要

素支撑问题，确保项目能够顺利落地。
据悉，今年上半年，保亭县招商专班累

计接待各大央企、商协会以及意向投资企
业120余家，经过深入洽谈，现场考察选
址，结合企业投资意愿形成了意向招商项
目共41宗。

招商引资，不仅要“请进来”服务，也要
“走出去”吆喝。6月20日至24日，由保亭
主办的以“发展‘十大产业’，打造‘三区三
地’”为主题的招商推介会分别在山西太原
和内蒙古呼和浩特举行，这是继广州、海
口专场招商推介会后，保亭再次对外界全
方位展示特色优质资源和良好投资环境

的专题招商活动。此次活动中，保亭带去
了60个招商项目集中推介，涉及旅游服
务、现代服务业、高新技术及先进制造业、
热带特色高效农业等，吸引了两地180余
家企业参加。

同时，数字化也正为保亭招商引资事
业赋能。在微信搜索小程序“一部手机投
资保亭”，各个功能栏和特色项目布局明
晰。这一招商引资官方推介及综合服务平
台可以让企业足不出户，通过一部手机浏
览保亭县域产业地图，精准匹配自贸港各
项政策等，还可以在线发起投资意向，了解
整个保亭的营商环境。

成立专班 项目为王

“多亏了征拆专班和镇政府，帮我们啃
下了项目建设中这块‘硬骨头’，让项目能
够顺利推进。”7月22日，悦溪山庄项目建
设单位负责人杜德育拿来了工程进度表，
与施工单位商议工期事宜。

杜德育口中的“硬骨头”，就是许多项
目初期的共同堵点——征拆工作。杜德
育介绍，位于新政镇镇区西南侧的悦溪山
庄项目总投资约6.2亿元，是一个以原生
态亲水景观为出发点，具有现代黎苗景观
特色、健康宜居的生态社区，该项目因前
期涉及农户征拆、青苗补偿等因素导致工
期滞后。

为了破解征拆难题，今年1月，保亭
成立了县征地拆迁工作专班（以下简称县
征拆专班），发挥“拳头和尖刀”力量护航
项目落地。在推动悦溪山庄项目征拆问
题解决时，县征拆专班主动靠前服务，协

助新政镇政府和当地农户及农场进行多
次沟通，宣传相关政策，并积极协调有关
职能部门予以解决，通过集中清表行动，
解决了项目因历史遗留长期无法开发建
设的问题。

今年上半年，该专班通过现场调研、走
访企业、走村串户的方式，梳理出全县46
宗项目征拆问题清单，目前已完成20宗，
保障共约41.32亿元计划投资项目顺利落
地实施。

在推进项目征拆工作的同时，该专班
还结合全县实际情况，制定了《建设项目征
地拆迁集中行动总体方案》《项目征地迁坟
补偿和奖励标准》等征地拆迁政策性文件，
进一步完善征地拆迁工作制度。

“项目建设用地未获审批”“景区多年
不通自来水”“承租方与景区因经营问题发
生工程款纠纷”“施工地块上仍有钉子

户”……在保亭优化营商环境工作专班办
公室中，一沓沓问题台账详细地记录着企
业诉求和落实情况。

“为市场主体进行全生命周期服务是
专班之责，我们听取企业的诉求、意见、建
议，做到‘有事必应、无事不扰’，当好企业
排忧解难的‘出气筒’。”县优化营商环境工
作专班有关负责人介绍，专班自成立以来，
认真落实问题线索闭环核查机制，台账管
理企业诉求，并执行“137”督办制，推动问
题核查处理，同时以点带面梳理共性问题，
研究建立解决问题长效机制，做到解决一
个、疏通一片。据悉，今年以来，该专班已
受理问题线索66条，已办结销号41条，正
在加紧推进25条。

历史遗留问题往往是项目推进中的一
大绊脚石。保亭优化营商环境专班通过走
访企业、部门反馈、公开受理信箱和营商环

境热线等方式，全面摸排全县历史遗留问
题，起草了《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关于妥善
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实施方案》，共整理出9
大类165项历史遗留问题。

项目建设是推动发展的生命线，营商
环境是护航项目的“压舱石”。除了三大专
班提供的营商服务之外，保亭今年创新开
展的“咖啡时间——政商对话加速跑”活动
也是全县营商环境优化的一个缩影。

该活动于每周三下午定时开展，让政
府相关职能部门与企业家“面对面”交流、

“点对点”沟通，倾听企业反映的问题和诉
求，形成清单，限期办理，以“加速跑”的工
作模式解决问题，推动项目高质量发展。
截至目前，该对话活动已开展15期，175名
领导干部参与对话，共邀请了101家次企
业，涉及107宗项目，活动中企业共提出问
题诉求168个，现已解决落实 87个。

打好营商环境“服务牌”

绘就产业布局“蓝图”

近日，俯瞰保亭菠萝蜜康养商业综合体项目施工现场，一派
繁忙景象。 见习记者 王程龙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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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亭构建企业诉求“直联直通”服务体系

一杯咖啡暖企业“三办一访”解诉求
■ 本报记者 王迎春 通讯员 谭钊

创一流营商环境，不仅是实
现县域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同
时也是在更高起点推动干部能力
提升，增强人民福祉的关键举措。

为此，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
以党建引领，创新搭建了“咖啡时
间——政商对话加速跑”平台，同
时结合企业诉求“在线”反映、政务
中心“窗口”反映等，多渠道、常态
化了解掌握企业在发展中遇到的
痛点、难点、堵点，通过“领导领
办、部门联办、调度督办、跟踪回
访”的“三办一访”工作机制，构建
企业诉求闭环管理和全程响应的
高效“直联直通”服务体系。

畅通政商对话渠道
确保企业诉求照单全收

“我们的项目用地属于‘不征不转’，
由于农户并不是很配合，配套工程区域
土地流转及青苗补偿工作有难度，如今
资金、施工队都在等待，企业的压力也挺
大。”7月20日下午，在“咖啡时间——政
商对话加速跑”第十五期活动现场，海南
德亿丰旅业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陶文君
开门见山地提出诉求。

“不能让企业自个儿去和农户对接
征拆工作，咱们要专业人干好专业事。
针对征拆堵点，不仅征拆专班要发挥

‘拳头和尖刀’力量，镇政府也要服务到
位，例如让村委会做好基层沟通工作。”
保亭县委书记穆克瑞做出了回应，县征
拆专班和三道镇负责人也紧接着进行

了表态。
一来一往，这边诉求明确，那边思路

清晰。保亭自今年4月开始，每周三下
午都会举办“咖啡时间——政商对话加
速跑”对话活动，在咖啡香气带来的轻松
愉悦气氛中，政商双方面对面沟通交流，
以“加速跑”的工作模式解决问题。

“照单全收”，是保亭对待企业诉求
的态度。该县多渠道、多领域收集企业
遇到的痛点、难点、堵点问题，进行分类
汇总、一一建立台账，采取“建账、分账、
交账、对账、销账”的推进方式，逐项对账
销号；以“现场办、马上办、跟踪办”的精
神为企业答疑解惑、解决实际困难，切实
当好服务企业的“店小二”和“急郎中”。

“咖啡时间”活动自开办以来，为企
业解决了许多实实在在的问题，已成为
保亭优化营商环境、提高部门效率、转变
干部作风的平台。截至目前，该活动已

累计开展15期，企业提出问题诉求168
项，通过“企业点单、平台派单、部门接
单、干部办单”的形式，现已解决落实了
部分项目涉及拆迁、行政审批及企业提
问答疑等57项问题，部分问题诉求已逐
项移交相关职能部门按流程加紧办理。

建立“三办一访”制度
确保企业诉求“直联直通”

“您好！请问贵企之前反馈的问题
是否已经完全解决？解决的效果是否满
意？”7月18日，保亭县招商引资和重点
项目服务工作专班人员拨通了海南海汽
运输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负责人的电话，
了解项目用地农转用手续的办理情况。

除了海南海汽运输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之外，近日，该专班还通过电话、现场
走访等方式，对辽宁宗裕房地产开发有

限公司海南分公司等10家企业项目用
地、规划批复等问题解决情况进行回访。

这是保亭优化营商环境的一个缩
影。在常态化、品牌化搭建政商对话平
台的基础上，保亭建立起“领导领办、部
门联办、调度督办、跟踪回访”的企业诉
求“三办一访”工作机制，构建企业诉求
闭环管理和全程响应的高效“直联直通”
服务体系。

在“领导领办”环节，保亭严格执行
县级领导联系重点企业和重大项目制
度，每月至少到所联系企业开展一次走
访调研，深入一线发现并收集问题，并在

“咖啡时间”活动期间由“企业点单”后，
县级领导带头“领办、督办”，高位推进问
题解决。

从“平台派单”到“部门接单”，“部门
联办”环节坚持权责优先、属地优先、分
级管理原则，根据诉求事项涉及的具体

业务范围，将诉求工单派发至相应承办
单位处理。

“调度督办”则旨在打通服务企业
“最后一公里”，发挥“部门不受理、党建
来统领”作用，由工作专班组织相关职能
部门即时调度，形成破解难题的合力。
最后，保亭会对所有办结的企业诉求，工
作专班逐件“跟踪回访”，面向诉求企业
开展“满意度”评估，检验“部门接单”和

“干部办单”的成效。
“咖啡时间”和“三办一访”工作机制

形成一个有机整体，让政府做到有求必
应、有问必答、答必有果。“借助这样‘直
联直通’的工作机制，我们不仅打通了行
政壁垒、降低了沟通成本，更能为企业提
供更高层次、更高水平的服务。”保亭县
招商引资和重点项目服务工作专班有关
负责人说道。

（本报保城7月24日电）

■ 本报记者 王迎春

保亭菠萝蜜康养综合体项
目D、E栋主体结构封顶，保亭
七仙尚品项目建设正在加快推
进，呀诺达旅游度假综合体项目
（探索谷区）多个地块施工进度
过半……

在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一
个个优质的重点项目落地生花，
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蓝图越
来越清晰。与此同时，保亭聚焦
营商环境，通过全方位、全过程
的优化服务，集中攻坚破解发展
难题，护航项目建设。

得天独厚的资源禀赋、独特
的区位优势、日益完善的交通条
件、区域协调发展新格局……全
新的发展机遇不断向这座中部
生态山城涌来。如何在自贸港
建设中找准独特角色？在产业
发展布局中，保亭将十大特色重
点产业作为产业规划之精髓和
重点，全力走好这条特色化、差
异化、生态化发展道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