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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组部选派来琼挂职干部先进事迹展播
■ 本报记者 傅人意 通讯员 莫翔文

“把挂职当成任职看，把产业当成
事业干，把园区当成家园干。”日前，省
发展改革委专门为挂职任期即将结束
的吕先志举行送别会，送上温馨的祝
福语。

送别会刚结束，吕先志匆匆离开，
他要去参加另一个工作会议。“这段时
间受疫情影响，如何助企纾困成为我
省稳住经济大盘的重要工作。万名干
部下企业行动刚刚启动，我要坚持站
好最后一班岗！”

2020年10月，担任国家遥感中
心副主任的吕先志接受中组部选派来
海南挂职，任省发展改革委党组成员、
副主任，同时担任园区建设组团组长。

园区建设组团由科技部牵头推

动，除了他，还有挂任省发改委产业发
展处（园区发展建设办公室）副处长邱
波、省商务厅投资促进处副处长韩艳
涛、海南国际经济发展局综合业务处
副处长唐晓共4名成员。

初到海南时，园区建设组团为了
迅速熟悉园区建设情况，用脚步丈量
园区，频繁、密集地调研和考察，半年
时间跑遍了海南18个市县、13个重
点园区。

据介绍，园区建设组团成员到任以
来，到各大园区实际调研63次，共牵头
制定32个省政府层面的文件，共33万
多字。牵头建立海南省省级园区发展
建设联席会议制度，先后研究制定《关
于印发海南省重点产业园区规划布局
调整优化方案》《海南省重点产业园区
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意见》《海南省重点

产业园区考核评价办法》等19个引导
园区科学规范发展的基本制度。

海南自贸港建设初期，园区发展
呈现“小、散、弱”的局面，为了破题，发
展“飞地经济”成为实现“弯道超车”的
新路。

9月27日至30日，省发展改革委
和海口国家高新区国际投资咨询有限
公司考察调研武汉东湖高新集团。两
个异地园区此前已经“联姻”，这段缘
分离不开邱波的“牵线”。

此前，园区建设组团积极争取组
团牵头单位科技部支持，邱波和组团
成员积极协调湖北有关单位，推动琼
鄂两地合作共建海南自贸港首个省际

“飞地园区”，武汉东湖高新集团投资
12亿元，建设东湖高新海口生物医药
创新产业园，搭建一站式创新服务平
台。目前，项目已顺利开工。

如何放大自贸港政策虹吸效应，

大力引进和培育龙头企业，提升园区
招商引资能力？唐晓参与了两届消
博会的组织协调，接待推动高鼎资
本、优势资本、苏中药业、空速动漫、
新加坡金航环保等项目与我省多个
园区对接。

“我深刻感受到海南上下十分珍
惜历史黄金机遇期，我也用自己的真
情、真心、真意投入自贸港建设！”挂职
期间，韩艳涛组织11个重点园区奔赴
上海、江苏等地实地考察调研，推进省
内外园区合作。在广州、重庆等地举
办6场海南自贸港全国知名企业专题
招商推介会，累计参会企业超6000多
家，推动中国黄金、国铁集团、紫金矿
业等80余家知名企业落户海南，助力
提升园区产业发展。

“我们是一个热爱生活、追求事
业、团结上进的组团。挂职期间，大家
克服种种困难，见证和参与海南自贸

港建设初期的进步和发展，是特别荣
耀和难得的宝贵经验。”吕先志说，园
区建设组团在科技部的支持和指导
下，为海南自贸港园区快速发展打下
坚实基础，推动园区向“三个转型”发
展，即从政府“输血”转向自我“造血”，
从政策高地转向产业高地，从单一生
产转向“三生融合”。

2021年，自贸港重点园区实现税
收 收 入 585.63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47.73%，以不到全省2%的土地面积
贡献40.1%的税收。

受访的园区建设组团成员表示，
建设海南自贸港是国家战略，也是组
团挂职干部克难攻坚的大堡垒、同台
竞技的大考场和勤学乐思的大学堂。
挂职期间，他们对海南自贸港的未来
充满信心，相信海南自贸港重点园区
会走向高质量发展！

（本报海口10月7日讯）

海口：

节后返岗返校须持
24小时核酸阴性证明

本报海口10月7日讯（记者习霁鸿）10月7
日，海口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指挥部发布通
告，表示国庆节后返岗、返校时，须提供24小时内
核酸阴性证明。外省、外市县来（返）海口人员在
返程途中，请注意规范佩戴口罩，保持安全社交距
离，加强健康监测，向单位、社区进行报备，及时参
加主城区全员核酸检测或落地检。

全市各单位、各行业要加强国庆节后返岗、返
校人员的健康码、行程码和核酸检测记录查验工
作。不遵守疫情防控规定，对疫情造成影响的，将
依法依规追究责任。

另外，10月7日0时～18时，海口新增2例确
诊病例，在隔离管控中发现。10月5日以来，海
口累计报告确诊病例8例。

海南挂职干部园区建设组团：

把产业当事业 把园区当家园

恢复提振经济 助企纾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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昌江警方侦破特大网络赌博案

涉案交易流水超85亿元
本报石碌10月7日电（记者良子 通讯员裴

惠婷）10月7日，海南日报记者从昌江黎族自治
县公安局获悉，历时1年多，昌江警方成功侦破一
起特大网络赌博案，抓获犯罪嫌疑人45名。据初
步统计，涉案交易流水高达85.74亿元。

2021年5月初，省公安厅治安警察总队接到
线索举报称，有人利用赌博网站销售私彩。经查，
这是一个以韩某为核心的犯罪团伙，该犯罪团伙
通过计算机网络设立私彩网站，发展下线并接受
赌客投注。

昌江公安局副局长符应平介绍，2019年初，
犯罪嫌疑人韩某从其上家获得多个赌博平台网址
及管理账号密码后，利用其总监级别的权限开设
多个股东账号，并发给股东。股东又继续发展下
线，吸引赌客到平台下注。

日前，在海南省公安厅组织领导下，昌江警方
出动120余名精干警力，分赴海口、三亚、文昌等市
县，对该团伙进行收网。截至9月28日，共抓获涉
案人员45名。目前，该案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海南马村边检站：

随到随检
企业通关“零等待”

本报讯（记者良子 通讯员万勇）10月2日8
时36分，从印度尼西亚驶来的“阿尔法”轮满载着
6.05万吨动力煤，缓缓停靠在华能电厂码头。随
后，海南马村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执勤三队民警安
全高效地为其办理了出入境边检手续。

“我们公司业务量比较大，经常凌晨通关。令
我们安心的是，即便是在国庆假期，边检机关也是
随到随检，给我们企业提供通关便利。”负责此次
业务的中远船务代理公司有关负责人介绍。

马村边检站值班干部杨方方介绍，为保障国
庆期间重要民生能源安全快速通关，该站在节前
召开了服务对象促进口岸稳定发展交流座谈会，
并推出了灵活调整勤务模式保障便利通关需求、
开通边检“绿色通道”和“紧急通道”、提供“零等
待”应急通关便利等十项措施，提升为货轮办理入
境手续及相关服务的效率。

本报讯 （记者黄媛艳）近日，三
亚市崖州区政务服务中心与三亚市
市场监督管理局崖州分局联动，通过

“容缺受理”方式，在短时间内为上海
世外教育附属三亚市崖州区外国语
幼儿园（以下简称上世外三亚幼儿
园）办理了食堂卫生许可证，确保该
园如期开学。

上世外三亚幼儿园是新办幼儿
园，计划于今年10月开学，但受疫情
影响，幼儿园食堂部分设施材料不全，
无法验收，难以办理食堂卫生许可
证。为如期办证开学，该园于网上向

崖州区政务服务中心申请办理食堂卫
生许可证，相关工作人员则将该办件
提交崖州区南山市场监督管理所开展
现场踏勘核查。

当天接件后，南山市场监督管理
所工作人员来到上世外三亚幼儿园，
确认该园食堂整体符合卫生许可证办
理标准，仅存在部分因疫情导致暂时
无法整改的问题。随后，工作人员启
动“容缺办理”工作流程，第一时间将
办件提交到三亚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以“不见面审批”形式完成审批，于次
日上午办结出证。同时，该所要求幼

儿园负责人在疫情结束后限期完成整
改，以备复查。

连日来，三亚市崖州区行政审批
服务局、区政务服务中心通过多种渠
道提倡以“网上办、掌上办、自助办”等
方式办理业务，办事企业、办事群众可
通过海南省政务服务网、“海易办”
APP、“一鹿快办”小程序等网上非接
触式办理渠道申请。同时，针对学校
等重点民生项目审批，崖州区在确保
整体规范的前提下，采取“容缺办理”
工作流程，做到急事先办、特事优办、
难事快办，全力保障复工复产。

三亚崖州区启用“容缺受理”助企解难题

急事先办 难事快办

本报讯（记者李梦瑶 通讯员林小
丹）“污水处理厂明年6月就可以建成
投产啦！”近日，太极海南医疗养生产业
基地项目一期（以下简称太极医疗养生
项目）施工现场，屯昌县政府投资项目
管理中心主任、企业首席服务专员黄光
帆刚下车，隔着几米远，便迫不及待地
朝项目负责人胡枭喊出这个好消息。

太极医疗养生项目位于屯昌县新
兴镇加乐潭水库旁，是集医疗、康养、
旅游产业为一体的大健康产业项目，
也是该县发展南药大健康产业的重要
一环。目前，该项目已进入主体结构
施工收尾阶段，预计明年6月即可竣工

投入运营。
“项目进展很顺利，但我担心周边

配套跟不上。”不久前，黄光帆到项目现
场走访时，胡枭向他提出了自己的担
忧：加乐潭片区的污水处理厂项目迟迟
没有动工建设，等到太极医疗养生项目
投入运营后，污水排放将是个大问题。

“的确是个大问题。”结束走访后，
黄光帆立即调转车头，奔向县资规局、
县水务事务中心及项目属地政府新兴
镇。项目选址、征地拆迁、规划设计
……经过多部门的沟通协调，最终，这
一污水处理厂项目于9月15日顺利开
工建设。

事情似乎得到圆满解决，但胡枭紧
接着又朝黄光帆抛出了第二个担忧：污
水处理厂项目的建设周期是12个月，
这意味着太极医疗养生项目投入运营
后的前3个月里，仍将面临污水无处可
排的问题。

怎么办？黄光帆再次找到相关部
门，通过倒排施工计划，细化施工流程，
最终将污水处理厂项目的建设周期压
缩到了8个月，实现两个项目竣工时间
的精准对接。

“这下，我们项目的最后一个堵点
也给解决了。”当天，听到黄光帆带来的
这个好消息，胡枭兴奋地说。

屯昌企业首席服务专员为企业保驾护航

下沉一线 疏通堵点

近日，在海口江东新区江东大唐总部项目现场，工人正在安装幕墙。
据了解，该项目位于海口江东新区起步区滨海区域，目前正在进行室内精装修、外幕墙安装、园林绿化等工作，本

月底陆续开展各分项专业的竣工验收，预计在今年年底前具备入驻条件。 本报记者 张茂 摄

总部经济区
开足马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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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见习记者 曹马志

一个电话，陈小芳要回了拖欠3年的工
程款。

“现在工程款都拿到了，一共 70多万
元。”10月7日下午，陈小芳告诉海南日报记
者，几天前，儋州市优化营商环境工作专班办
公室工作人员刚刚打来回访电话。

“你相信吗，营商环境专班工作人员帮我
要回了这么大一笔钱，可我连他们的面都没
见过。”陈小芳说，由于该企业设在外地，所以
和专班工作人员都是线上对接。

2019年8月，陈小芳所在的海南建设安
装工程公司，完成和庆镇镇墟生活污水处理
项目。作为项目负责人的她却迟迟拿不到工
程尾款。

今年4月，陈小芳致电海南营商环境问
题受理平台反映该问题后，该办件被转给儋
州市优化营商环境工作专班办公室，问题解
决进入“快车道”。

“我们第一时间找到当事双方，寻找堵
点。”具体经办的儋州市优化营商环境工作专
班办公室核查督办三组组长阮群彪，第一时
间联系陈小芳了解详细情况，又对接了业主
单位儋州市生态环境局。

经调查，阮群彪了解到，该项目造价为
395.4万元，按进度分期支付。完工后，根据
业主单位要求，该项目需要整改一些工程内
容，但是和在建的其他项目存在施工冲突，
整改时间需要延迟。此外，该项目多次调整
业主单位，衔接不到位，导致尾款一直未及
时支付。

为了尽快破解堵点，该市优化营商环境工
作专班办公室积极联动业主单位，加快解决历
史遗留问题，多次组织双方会商，最终啃下这
块“硬骨头”。9月26日，儋州市生态环境局将
该工程尾款77.6万元支付到该公司账户。

“要不是受疫情影响，这笔尾款8月份就
可以完成支付。”阮群彪说。

事后，陈小芳专门发来感谢信，“多亏了
你们不停跑腿，我们才能及时拿到尾款，真心
为你们点赞。” （本报那大10月7日电）

海南省重点城市空气质量日报
（2022年10月6日12时—10月7日11时）

城市名称

海口市

三亚市

五指山市

空气质量级别

优

优

优

PM2.5浓度
（微克/立方米）

8

5

4

PM10浓度
（微克/立方米）

20

12

11
发布单位：海南省生态环境监测中心

三亚旅文企业
组建核酸采样队
提升核酸检测“自给自足”能力

本报三亚10月7日电（记者李艳玫）10月7
日，海南日报记者从三亚市旅文局获悉，为提升各
旅游企业核酸检测“自给自足”能力，及时开展员
工核酸检测工作，该局积极动员全市酒店、景区、
民宿企业组建核酸采样志愿队伍，筑牢防疫屏障。

据了解，目前三亚市旅文行业采样队已召集
1167名志愿者，其中酒店行业894人，共106家酒
店报名，300间住房以上酒店57家，200至300间
住房酒店49家；景区行业265人，16家景区报名；
民宿行业8人，共4家民宿报名，分为位于马岭社
区、后海社区、西岛社区、博后村4个区域队伍。

为规范全市旅文企业核酸采样队工作内容，
提升工作能力，日前，三亚市旅文局联合市卫健部
门组织召开线上培训会议，对志愿者进行培训，详
细讲解“全员核酸检测信息采集平台”操作方法、
采样员采样操作规范等内容。据悉，目前志愿者
队伍已正式开展员工、游客核酸采样工作，切实提
高国庆假期旅游行业自身疫情防控能力。

“十一”假期，三亚市旅文局还成立了4个巡
查小组，对全市旅文企业开展巡查督导工作，要求
各旅文企业要提高思想认识，落实各项疫情防控
举措，做好重点涉疫区人员落实“三天两检”督促
工作，牢固树立安全生产主体责任意识，坚决遏制
重大事故发生，提升旅游服务品质，营造安心旅游
度假环境，维护三亚旅游形象。

接下来，三亚市旅文局还将与三亚市卫健部
门对接，推进做好旅文行业自行采样，启动49家
旅游酒店（200至300间住房）采样志愿者培训工
作，落实旅文行业重点人群核酸检测工作，筑牢疫
情防控屏障，安全有序推动旅游行业复工复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