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八、工作要求

做好防疫工作

抓紧启动实施 确保服务实效

严守各项纪律

重点围绕省级未覆盖的“四上”企业、

5000 万元以上重点项目和市县园区，

以不干扰企业为原则，结合企业意愿点
对点帮助解决企业复工复产和生产经营
困难

（一）协调防疫工作

（二）推动政策落实

三、服务对象

（一）省级层面

“点对点”重点帮扶和服务800 家

企业和项目、园区（具体包括）

（二）市县层面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83家

全省农业龙头企业 138家

全省大型旅游文体企业 100家

全省服务业类企业 100家

国资国企90家

“专精特新”企业 130家

建筑业企业30家

全省产业园区29个

省重点项目 100个

四、服务内容

促进服务业领域困难行业恢
复发展46条等系列惠企助企政策
措施落地见效

（三）优化企业服务

（四）解决堵点难点

全力推进国家 33 项稳经济一
揽子政策和19项接续政策

我省超常规稳住经济大盘的
47项政策措施

稳经济助企纾困发展特别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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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省“万名干部下企业”服务行动领导小
组，下设10个服务组

■ 本报评论员

鼓角催征急，奋进正当时！在全省上
下抢抓工时、全力推进复工复产之际，我省
召开“万名干部下企业”服务行动工作动员
会，深入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稳住经济
大盘的重大决策部署，动员广大干部深入
一线、深入企业，帮助企业解决突出问题，
迅速推动复工复产。非常之时需要非常之
举。这是我省以超常规的决心和力度，应
对超预期困难的有力举措，对提振企业发
展信心，激发经济社会发展活力，推动实现
全年目标任务具有重要意义。

市场主体是经济发展的“晴雨表”。稳
经济先要稳企业。受本轮疫情冲击，不少
企业面临经营困难，随着形势持续向好，我
省直面企业痛点、堵点，在全省开展“万名

干部下企业”服务行动，可谓正当其时。这
是深入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当前经济工
作重要论述的重要举措，是落实“双统筹”
要求、确保“疫情要防住、经济要稳住、发展
要安全”的具体行动，也是大力优化营商环
境、构建亲清新型政商关系的务实措施，是
发展形势所需、提振信心所需、作风转变所
需。广大党员干部要带着感情热情，深入
一线优服务，及时把信心传递给企业，把温
暖和关怀送达企业。

紧盯目标，拿出过硬行动。动员会强
调，紧紧抓住稳增长稳市场主体这个关键，
突出帮扶各行业重点企业、困难企业、重点
项目，同时明确了行动的组织机构、服务内
容、工作要求等内容，任务清晰、重点突出，
具有很强的指导性、针对性。复工复产，刻
不容缓。各市县各部门要深刻领会、精准

把握，对照各项目标任务，精心细化方案，
全力组织实施，及时选派精兵强将，尽快深
入一线，紧扣服务重点，全力打通政策落实
和服务企业的“最后一米”；同时，抓好统筹
协调，学会“十个手指头弹钢琴”，坚持一手
打伞、一手干活，高效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
社会发展。广大下沉干部要知责尽责、知重
负重，迅速与企业联系，抓紧上门走访，既当
好政策宣传员，又当好困难协调员、工作联
络员，切实做到有需必应、快速响应。

精准服务，锤炼务实作风。走出办公
室，走进企业车间，接地气，察实情，这不仅
是对服务意识的考验，也是对作风和能力
的检验。助企纾困，关键在精准、在实效，
为此要拿出严实作风，多出硬招实招，坚决
杜绝走形式、搞表面文章。下沉干部不仅
要“身入”，更要“心至”，以店小二、服务员

的姿态，走进企业、深入一线，认真梳理研
究发展所需、稳定所忧、企业所盼的突出问
题，对个性问题因企施策、共性问题举一反
三、疑难问题专题协调，确保见事早、反应
快、帮扶准、实效足，做到惠企政策应享尽
享，企业诉求“件件有着落、事事有回音”；
同时，要明确职能，摆正位置，坚决杜绝形
式主义、官僚主义，多一些靠前服务，万不
可越俎代庖，真正让企业感受到服务的诚
心、用心、真心。

上下同欲者胜，同舟共济者赢。放低姿
态、躬身入企，带着感情、带着责任，以更加
精准有效的服务，帮助企业破瓶颈、解难题，
把政策利好及时转化为企业获得感，心往一
处想、劲往一处使，精准帮、同心干，我们定
能提振企业信心，激活发展活力，尽快把损
失补回来，为高质量发展打下坚实基础。

增企业活力 强发展信心
本报海口9月16日讯（记者傅人意）海

南日报记者从9月16日举行的海南省“万名
干部下企业”服务行动工作动员会上获悉，
我省近日出台《海南省“万名干部下企业”服
务行动方案》（以下简称《方案》），旨在确保
全省“四上”企业、“专精特新”企业和重点项
目、重点园区服务覆盖率达到100%，全省停
产停工的重点企业、重点项目帮扶率达到
100%，确保完成全年既定经济目标任务。

《方案》明确，“万名干部下企业”服务行
动目标以服务企业、服务项目、服务基层为
主题，以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
出台的系列政策举措为主线，紧紧抓住稳增
长稳市场主体这个关键，强化行业统筹，突
出帮扶各行业重点企业、困难企业、重点项
目，按照“9月加快推进复工复产，10月至12
月全力冲刺全年目标任务”的部署，指导帮
助企业守住疫情防控和安全生产底线，实现
惠企政策应享尽享，企业诉求“件件有着落、
事事有回音”。

《方案》要求，省级层面成立省“万名干部
下企业”服务行动领导小组，下设综合协调组、
工信和建筑业组、农林牧渔组、旅游和文化体
育组、商贸服务业组等服务组。市县层面，海
口、三亚、儋州要发挥“三极”主力军作用。各
市县要落实服务企业主体责任，迅速建立机
制、制定方案，推动“万名干部下企业”服务行
动全面展开，营造助企纾困的强大声势。

服务对象方面，省级层面，在做好面上
企业服务工作的同时，“点对点”重点帮扶和
服务800家企业和项目、园区。具体包括：规
模以上工业企业83家、全省农业龙头企业
138家、全省大型旅游文体企业100家、全省
服务业类企业100家、国资国企90家、“专精
特新”企业130家、建筑业企业30家、全省产
业园区29个、省重点项目100个。

市县层面，各市县要积极研究市场主体需
求，根据本地区实际情况扩大服务范围，实现
市场主体全覆盖。重点围绕省级未覆盖的“四
上”企业、5000万元以上重点项目和市县园区，
以不干扰企业为原则，结合企业意愿点对点帮
助解决企业复工复产和生产经营困难。

具体服务内容方面，要按照“疫情要防住、
经济要稳住、发展要安全”要求，以“帮助企业
解决突出问题，最大限度减少企业停产减产损
失，提振企业发展信心，确保完成全年经济目
标任务”为攻坚点，重点开展协调防疫工作、推
动政策落实、优化企业服务、解决堵点难点等。

干部选派方面，我省将按照省级抽调、
属地为主、分级选派的原则，省和市县联动
选派政治素质好、担当意识强、能解决问题
的同志深入一线开展企业服务。从省级政
府机构统筹抽调800名干部（包含厅级、处
级、科级三个层次）分配至各服务组，再由各
服务组分配至各企业、项目、园区。市县参
照省级方法选派9200名干部深入企业，成
立相应服务组开展工作。下企业干部原则
上实行“一对一”服务，也可“一对多”，具体
由各服务组根据情况选派。

本次服务行动时间为今年9月16日至
12月31日。

只有真正沉下去
才能了解企业困难
——我省“万名干部下企业”服务行动工作动员会侧记

■ 本报记者 傅人意

“我们将以求真务实的态度沉到一线，深入基层，为企业多办好事，多
办实事。我们将主动作为，发挥桥梁和纽带作用，上下协同，全程跟踪，真
正做到企业有需求，服务在身边！”9月16日，海南省“万名干部下企业”服
务行动工作动员会上，省发展改革委下企业干部代表徐静表示。

当天的动员会以“线上+线下”的形式举行，来自省政府及有关
单位、各市县相关负责人参会。会场上，“企业有需求，服务在身边”
成为高频词。

随着疫情得到控制，企业复工复产加快推进，但企业生产经营仍
然较为困难。企业是经济的细胞，经济要稳住，必须稳住企业。

海南省“万名干部下企业”服务行动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省发
改委主任顾刚介绍，此次行动将以服务企业、服务项目、服务基层为
主题，确保全省“四上”企业、“专精特新”企业和重点项目、重点园区
服务覆盖率达到100%，全省停产停工的重点企业、重点项目帮扶率
达到100%，确保完成年度既定经济目标。

根据日前印发的《海南省“万名干部下企业”服务行动方案》，“万
名干部下企业”服务行动下设综合协调组、工信和建筑业组、农林牧
渔组、旅游和文化体育组、商贸服务业组、国企国资组、项目投资组、
园区服务组、要素保障组、宣传报道组等10个服务组。

“省工信厅作为工信和建筑业组的牵头单位，我们深感责任重
大，使命光荣！我们一定全力以赴，做到企业有需要，服务在身边，努
力完成工业增长既定目标任务。”省工信厅副厅长闫肃作出表态。

据介绍，工信和建筑业组由省工信厅主要负责人负总责，将联合
相关厅局加强协作，明确工作目标。省工信厅将迅速组建精干力量、
工作队伍开展下企业行动，对干部队伍及时开展能力培训，制定“点
对点工作”任务单，梳理稳经济“任务包”，助企纾困“工具箱”。同时
加强统筹协调，严格纪律，不给企业添乱。

此次服务行动还覆盖市县层面，海口、三亚、儋州将发挥“三极”
主力军作用，落实服务企业主体责任，迅速建立机制、制定方案，推动

“万名干部下企业”服务行动全面展开。
海口市市长丁晖表示，海口将坚持做到市区联动，细化目标，建

立企业数据库，做到定人定时定岗，责任压实压细压牢；突出重点，导
向发力，全面梳理重点园区、重点企业、重大项目清单，覆盖一二三产
业各类企业，优化政策落地机制，力争做到让“人找政策”变为“政策
找人”；靶向发力、集中攻关，协助企业将复工进度赶上来；强化考核
督导，加强对驻企干部考核，真正做到助企纾困解难。

“只有真正沉下去，党员干部才能更深入地了解企业的困难，这
也是一次难得的淬炼干部能力的机会。”徐静说，将严于律己，坚决服
从工作管理和安排，严格遵守企业各项规定，坚决做到帮忙不添乱，

“我们相信这次行动一定能完成任务，绝不辜负企业信任，组织期
待！” （本报海口9月16日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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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我省出台《海南省“万名干部下企业”服务行动方案》（以下简称《方案》），
以“一本三基四梁八柱”战略框架为指引，充分发挥各级干部在稳增长稳市场主体中
的积极作用，做到“企业有需要、服务在身边”“帮忙不添乱”，帮助企业解决突出问
题，迅速推动企业复工复产，提振企业发展信心，奋力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

万名干部下企业如何开展工作

一、行动目标

服务企业、服务项目、服务基层

主题

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
出台的系列政策举措

主线

■ 稳增长稳市场主体
■ 突出帮扶各行业重点企业、困难

企业、重点项目
■ 企业诉求“件件有着落、事事有回音”
■ 确保全省“四上”企业、“专精特

新”企业和重点项目、重点园区服务覆盖
率达到100%

■ 全省停产停工的重点企业、重点
项目帮扶率达到100%，确保完成年度经
济目标

目标

二、组织机构
（一）省级层面

各市县要落实服务企业主体责任，迅速
建立机制、制定方案，推动“万名干部下企
业”服务行动全面展开，营造助企纾困的强
大声势

（二）市县层面

综合协调组 工信和建筑业组

商贸服务业组 国资国企组

农林牧渔组 旅游和文化体育组

项目投资组 园区服务组

要素保障组 宣传报道组

“三极”主力军

海口

三亚 儋州

五、干部选派
■ 抽调省级政府机构800 名干部，分

配至各企业、项目、园区

■ 市县选派9200 名干部深入企业，

成立相应服务组开展工作

六、计划安排

（一）集中式服务

10月至12月
下企业干部根据经济形势和企业、园区

情况做好常态化服务，帮助企业实现年度生
产目标

时间为2022年9月16日至12月31日

第一批9月16日
举办“万名干部下企业”启动仪式，省级部门

安排500名干部，各市县对省级未覆盖到的“四

上”企业和项目、园区共安排约3000名干部，进

驻受疫情影响严重的企业和急需帮扶的项目

第二批9月26日

省级部门派出300名干部，各市县对省

级未覆盖到的“四上”企业和项目、园区共派

出约6200名干部服务企业

（二）常态化服务

七、服务机制
线下走访与线上服务相结合

诉求办理机制

分析通报机制

典型宣传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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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名干部下企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