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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昌举办
消费助农大集市

本报讯（记者刘梦晓 通讯员李明静）近日，
文昌市举行2022年第二场消费助农大集市活动，
集中展销来自各镇的新鲜特色农副产品，通过消
费帮扶来增加农民收入，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助力
乡村全面振兴。

本次活动由文昌市供销联社、市农业农村局、
市乡村振兴局主办，现场共设置了40个摊位，展
销有节仔米、花生油、土蜂蜜、特色小吃、活禽及时
令生鲜瓜果蔬菜等绿色农特产品。集市展销的农
产品多种多样，琳琅满目，吸引了不少市民群众来
到现场选购。大家通过“以买代帮”“以购代捐”的
形式助力农民增收，当天销售额超20万元。

文昌市纪委监委
开展岗位大练兵活动
提升纪检监察干部办案能力

本报文城9月28日电（记者刘梦晓 通讯员
黄云平）海南日报记者9月28日从文昌市纪委监
委获悉，今年来，该委始终围绕“政治过硬、本领高
强”的要求，通过建立“三个例会”制度、实施全员
培训计划和开展岗位大练兵活动，不断为纪检监
察干部“加油补钙”，提能力强素质。

据了解，“三个例会”为机关干部工作例会、派
驻组干部工作例会、乡镇纪委干部工作例会，例会
由市纪委副书记负责主持召开，每月至少两次。
例会上，安排工作任务、听取工作汇报、组织集中
学习、开展专题研讨，推动广大纪检监察干部补短
板、强作风。

通过积极组织该市纪检监察干部到中国纪检
监察学院和省纪委进行业务培训，文昌市纪委监
委让每名干部既当教员、又当学员，共同学习、互
促共进，提升业务能力。

在岗位大练兵环节，文昌市纪委监委通过“以
案代训”“以老带新”等方式，不断提高纪检监察干
部实践能力。对派驻工作，该市纪委监委班子成
员包组进行业务指导，切实加大对派驻纪检监察
组转办问题线索力度，采取“机关指导”“镇案异地
交叉审理”等办法，提高乡镇纪委办案能力，在工
作第一线弥补专业短板。

文昌35名新入职
纪检监察干部集中培训

本报讯（记者刘梦晓 通讯员黄云平）为进一
步推动“能力提升建设年”活动走深走实，9月15
日至17日，文昌市纪委监委举办为期3天的新入
职纪检监察干部培训班，提升纪检监察干部依规
依纪依法履职本领，推进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
治化、正规化。

培训面向该市纪委监委2021年以来新进纪检
监察系统干部，包含今年新招录、选调的干部在内共
35人参加培训。此次培训是该市纪委监委开展“能
力提升建设年”活动的一个重要举措，在推动领导干
部和青年岗位能手上台讲课的同时，也能够帮助新
入职干部尽快熟悉业务、提高能力、迅速成长。

“今天的第一课是《知敬畏、存戒惧、守底线》，
听完之后感触很深，作为纪检监察干部，要更加讲
规矩、守底线。”一名新入职的纪检监察干部表示。

据了解，此次培训围绕纪检监察干部纪律、监
督检查、审查调查、线索处置、案件质量、信访举报、
保密、巡察等内容，安排主要业务部门负责人围绕
岗位业务和能力专长进行业务辅导，学员在完成3
天的集中授课之后，将结合培训内容开展应知应会
知识测试，随后进行为期一个月的跟班学习。

“希望通过这次培训，能够帮助新入职干部快
速适应纪检监察工作，了解熟悉业务，尽快进入角
色。”文昌市纪委监委相关负责人表示。

文昌市信访局积极落实
企业首席服务专员制度

本报讯（记者刘梦晓）海南日报记者近日从
文昌市信访局获悉，该局作为我省企业首席服务
专员体系中的一员，积极落实企业首席服务专员
制度，快速响应企业诉求。

“我们想升级工厂装备，在申请中遇到了难
题，请你们帮忙解决！”近日，文昌市信访局副局长
许妮媛接到了文昌椰海食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椰
海公司）的一封求助信。作为椰海公司的首席服务
专员，许妮媛通过走访发现，椰海公司近日向文昌
市行政审批服务局咨询办理环评手续。因该公司
的食品加工厂项目用地规划用途已在2021年2
月市政府批复实施的《文昌市航天大道片区控制
性详细规划（修编）》中变为零售商业餐饮混合用
地，与食品加工厂工业用途不符，因此，文昌市行
政审批服务局做出不予批准的决定。

许妮媛又组织市行政审批服务局、市资规局、
市生态环境局、市市场监管局等部门研究解决企
业难题。随后他们发现，根据《海南省不纳入环境
影响评价管理建设项目名录（2020年版）》有关规
定，现有锅炉升级改造为同等及以下规模的天然
气锅炉，不纳入环境影响评价管理。

“也就是说，公司将现有锅炉升级改造为同等
及以下规模的天然气锅炉，并按照原环评批复内
容生产产品，无需再重新办理环评手续，你们可以
直接建设生产。”听到许妮媛的明确答复后，椰海
公司的经营者也就吃了一颗定心丸。

“我们将持续落实企业首席服务专员工作制
度，继续充分发挥协调作用，明确信访件责任单
位，以责任落实推动群众信访事项件件有着落、事
事有回音。”文昌市信访局负责人说。

多年来，驻地部队把文昌当作第二故
乡，在出色完成战备、训练等各项任务的
同时，牢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
旨，围绕地方所需、群众所盼与部队所能
积极参与和支援文昌经济社会建设。

在文昌市发展航天旅游工作过程中，
相关驻军单位领导主动参与、积极协调，
促使航天科普旅游接待中心、航天科普馆
等项目顺利建成并投入运营。特别是在
上级军事单位和驻军部队的支持帮助下，
文昌国际航天城建设各项工作顺利推进，
相关规划不断编制完善，依托文昌航天发
射场，牵引运载火箭总体及配套单位落
地，打造覆盖研发设计、总装测试、试验验
证、发射服务等领域的火箭产业链，带动
形成卫星研制、地面设备制造、卫星运维
等卫星链，进而推动数据链产业落地，打
造航天产业集群。

在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工作中，省
军区支持文教镇加美村建设村民文化设
施、发展种养业等，助力加美村乡村振兴
发展，驻地部队官兵也经常深入农村，为
村民脱贫致富出谋划策。

在火箭发射任务期间，文昌全市驻军
部队积极参与转移群众，配合做好群众临
时安置工作，为火箭发射提供强有力的保
障，有效巩固和维护军政军民良好关系。

此外，文昌驻军部队还积极发扬特别
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特别能奉献的精神，
累计动员800多名官兵无偿献血近18万
毫升，在地方抢险救灾工作中勇挑重担、
冲锋在前，出色完成了多次抢险处突任
务，为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作出
积极贡献，为地方经济社会跨越发展保
驾护航。

（本报文城9月28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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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刘梦晓 特约记者 黄良策

巍巍铜鼓岭，悠悠文昌河，不仅见证了文昌光荣的革命历程，也承载着军
爱民、民拥军的鱼水深情。

“双拥模范城”是文昌市的一张靓丽名片，历届文昌市委、市政府对此十
分重视。近年来，文昌市各级党政军组织始终把双拥工作作为一项重大政治
任务来抓，统筹抓好发展和安全，进一步深化双拥共建，巩固发展军政军民团
结的良好局面，在全市形成了领导高度重视、部门积极配合、军民广泛参与的
双拥工作格局，全市双拥模范城创建工作取得良好成效。

广泛开展宣传教育
营造良好双拥氛围A

临近国庆节，坐落在文城镇的张云逸
将军纪念馆里，又有不少市民自发献花表
达追思之情。

近年来，文昌红色旅游不断升温，越
来越多的红色景点成为人们重温激情岁
月、感怀时代变迁的体验地，成为人们聆
听红色故事、致敬英雄模范的“打卡地”。

在此基础上，文昌市坚持双拥宣传和
国防教育常抓不懈的原则，充分利用本土
红色资源优势，实施“整合红色资源、打造
双拥文化、增强教育功能、彰显特色优势”
的创建方法，形成了阵地教育、媒体宣传、
全民教育的“三位一体”国防教育模式。

近年来，文昌市已建成1个国家级、2
个省级和7个市级爱国主义教育和国防
教育基地，充分利用媒体渠道开辟双拥工
作专版专栏，大力宣扬双拥工作先进典
型。在车站、公园、旅游景区和城乡交通

要道等公共场所，设置永久性双拥工作宣
传栏、LED显示屏、大型宣传牌，多渠道、
多形式开展双拥宣传活动，形成全社会关
心双拥、支持双拥、参与双拥的浓厚氛围。

“双拥工作是一项事关全局的战略任
务和重大政治任务，文昌市委、市政府始
终坚持把双拥工作作为‘一把手’工程来
抓，不仅纳入经济社会发展和部队全面
建设总体规划，还列入党政军领导班子
和领导干部工作实绩考核内容。”文昌市
双拥办主要负责人介绍，同时，文昌还将
国防教育纳入了全民教育体系，邀请军
事专家开展国防知识讲座，增强党政军
领导干部的国防意识。每年清明节、烈
士纪念日，均组织市四套领导班子成员
和驻军领导开展纪念活动；每年“八一”期
间，还组织市四套领导班子成员参加“军
事日”活动。

开展“双拥杯”男子篮球邀请赛、对烈
士纪念设施进行整修、走访慰问文昌籍现
役军人家庭……文昌市将双拥工作经费
列入年度预算，全力支持双拥工作。
2018年以来，该市安排各类双拥经费约
4.05亿元，有力地保障了双拥工作正常、
有序、有效开展。

文昌市双拥办办公室负责人介绍，该
办以推动各项优抚安置政策落实为重点，
以办实事、解难题为目标，优质高效抓实
抓好优抚安置各项工作。

自2018年以来，已累计向优抚对象
发放抚恤金1.07亿元，发放医疗补助金
370.95万元，补助对象1872人次。建立
完善优抚对象医疗救助制度，每年组织优
抚对象进行免费健康检查。持续开展“爱
心献功臣”“双拥在基层”“情系边海防官
兵”活动，帮助全市1939名优抚对象解决

“三难”问题。累计投入341.62万元，完成
烈士纪念设施和散葬烈士墓的整修工作。

为加快推进退役军人服务保障体系

建设，文昌还成立了市退役军人事务局、
市退役军人服务中心，镇村退役军人服务
站等服务机构289个。

此外，文昌努力为驻地部队官兵解决
家属就业和子女入学问题，2018年以来，
为14名驻军部队随军家属安排在编工作
岗位，向随军未就业家属发放生活补助金
1181人次共703.08万元，帮助解决448
名部队军人子女上学问题。

在支持驻军部队建设方面，2018年以
来，文昌累计拨款8800多万元，用于改善驻
地部队办公场所、军事基础设施、供电、道路
设施、购置设备等实际问题。除此之外，文
昌还大力推进社会化拥军工作，共发动60
多家企业加入海南省社会化拥军平台，为广
大现役军人和退役军人提供商品优惠和服
务优待，定期或不定期为部队官兵、军烈属
家庭和优抚对象提供志愿服务，并通过举办

“中国航天日”、拥军文艺汇演、“相约鹊桥”军
地青年联谊等形式多样的文体活动，丰富官
兵文化生活，促进军民和谐共建。

本报文城9月28日电（记者刘梦
晓）“我们接到信访来件后，立即开展调
查核实，很快就解决了市民的困扰。”9
月28日，文昌市信访局相关工作人员
介绍，该局近日接到群众信访来件，反
映在文昌市文城镇新风路，一个“野生”
的客车停靠点在等客时不仅产生噪音，
还造成了人行道拥堵。

对于这件信访来件，文昌市信访
局高度重视，指派专人立即进行调查
核实。经查，这个路段并没有设立公
交站点，途经此路段的车辆分别为文
城至铺前镇、文城至冯坡镇、文城至翁
田镇和文城至公坡镇的4条农村客运
班线，每间隔20分钟发班一趟，经过
此地农客车辆每天约62趟次。前往
铺前镇、锦山镇、冯坡镇、翁田镇和抱
罗镇的群众自发在此地候车，存在客

运车辆在此上下客的现象，并一定程
度上产生噪音扰民和堵塞交通的问
题，信访人的诉求事实清楚。

“一方面群众确实有出行需求，另
一方面‘野生’的公交站点对附近居民
带来了困扰。在解决问题时我们考虑
了双方需求。”该工作人员说，结合“我
为群众办实事”活动，文昌市信访局按
照《信访工作条例》的相关规定做出整
改措施，在督促有关客运企业加强对该
站点监管的同时，在附近设立公交站
牌。并加强司乘人员文明驾驶意识的
教育，杜绝急刹车、鸣喇叭和占道停车
等行为产生噪音扰民和堵塞交通。

目前，群众举报的问题得到了有
效解决，上下站点划线、站牌设立已完
成，途经的客运车辆均在划线区域停
靠上下客。

本报文城9月28日电（记者刘
梦晓）海南日报记者9月28日从文昌
市信访局获悉，该市文城镇以“最多访
一次”为目标，建立完善基层社会矛盾
纠纷多元预防、调处、化解综合机制，
一体推进“四中心合一”调解阵地建
设，积极探索新时代“枫桥经验”。

文城镇坚持首问受理，联合办公，
专兼职结合，依托便民服务中心，搭建
信访服务中心、社会综治中心和人民
调解委员会，一体推进“四中心合一”
调解阵地建设。指导政法办、信访办、
行政服务审批办等多部门联合入驻，
内设首问导引区、窗口服务区、法治宣
传区、法律及信访服务区、调解室、办
公室等六个功能区。同时打造多个开
放式接访窗口，实行志愿者队伍引导
接访和镇领导定期坐班接访，确保信
访问题“一站式接待、一条龙办理、一
揽子解决”。

文昌市信访局相关工作人员介

绍，文城镇在原办事处基础上设立7
个片区及党总支部，依托镇党委、片区
党总支、村（社区）党支部三级党建网
络，划分54个网格点，变镇政法办统
一接访为片区、村（社区）一线接访，推
动片区联系点镇领导定期下访，由一
名片区副主任专职负责信访调解，形
成群众家门口的纠纷调解点与“20分
钟调解圈”，“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
镇，矛盾不上交”的成效初步彰显。

同时，文城镇发挥干部本土优势，
吸纳更多服务能力强、群众基础好的本
土人才进入班子，参与群众调解，确保
农村社会稳定有序。今年来，文城镇办
结网上信访系统转办件68件，成功调
处矛盾纠纷189宗，完成“12345”市民
服务热线转办件1670件，未有超时和
逾期信件。总体群众满意度由68%提
升到96%以上，实现重要指标“一升一
降”。2020年至2021年连续两年获评

“文昌市信访先进单位”称号。

文昌市文城镇一体推进信访工作“四中心合一”

积极探索新时代“枫桥经验”

文昌市信访局实地调查解民忧

新风路新增公交站点

2016年荣获第十届“全国双拥模范城”荣誉称号

2020年荣获第十一届“全国双拥模范城”荣誉称号

1999年、2003年、2006年、2010年、2014年、2019年荣获“海南省双拥模范城”荣誉称号

主动作为夯实基础
为军人办实事解难题B

驻地部队挑起重担
保驾护航地方发展C

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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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昌驻地部队开展学雷锋活动，为当地村民义诊。 （文昌市双拥办供图）

⬇9月15日，在文昌国际航天城卫星总装测试厂房项目施工现场。
本组图片均由本报记者 袁琛 摄

⬆9月15日，在文昌国际航天城卫星总装测试厂房项目施工现场，工
人在作业。目前，文昌国际航天城卫星总装测试厂房项目处于主体结构
施工阶段，该项目抢抓生产、狠抓安全、质量、疫情防控工作，保证施工不
停工。

文昌国际航天城卫星总装测试厂房加快建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