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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李豌 通讯员 毛景慧

“镇里反应很迅速，当天安装了安全标
志，20天左右完成道路硬化！”11月16日
上午，定安县龙湖镇香世界·香草田园共享
农庄入口处，面对龙湖镇政府干部黄晶的
回访，该农庄执行总经理符永康对其帮助
解决农庄入园处修路相关问题点赞称道。

符永康提到的是在共享农庄入口处
南侧的一条小路，属于龙湖镇文头岭美丽
乡村工程施工路段，长约50米、宽约5米，
就在一个半月前，还是刚挖完路基的泥土
路，整体低于附近地面，但却并未添加安
全防护、警示措施。

同时，受整体工程安排影响，这条小
路需要等工程所涉道路一起挖完路基后，
才能进行路面硬化，工程推进缓慢，长期
搁置在农庄入口处，既不安全，也不美观。

彼时正值国庆黄金周，是游客到共享

农庄游玩的重要时间，怎么办？
正当符永康对此事发愁时，10月2日

上午9时多，一通来自黄晶的电话解决了
他的燃眉之急：“您好，我是龙湖镇宣传、
统战委员黄晶，也是定安‘百名干部下企
业’服务行动助企服务员，企业有任何需
求，都可以与我联系。”

电话中，符永康立即向黄晶反映了这
一问题。

“企业的事就是我们的事，无论什么
情况，能办的必须马上去办。”了解企业问
题后，正在放假的黄晶立即将问题汇报给
了镇委书记王少芳。随后，王少芳立即联
系龙湖镇分管乡村振兴工作的副镇长孙
仁炳。

当天上午11时许，孙仁炳带领施工方
负责人周庆旺到共享农庄与符永康当面
沟通。沟通后，周庆旺立即安排施工队员
购买相关安全标志。

当天下午5时许，在这条未完成施工
的道路两端，分别竖起了蓝色的“前方施
工 注意安全”警示牌、设置红色安全警示
柱，拉起红色警戒线，同时增设夜间安全
灯。“没想到一天内就解决了安全标志的问
题！”回忆起当天的情形，符永康感慨说道。

同时，经过龙湖镇政府与企业和项目
业主方积极沟通，10月25日，香草田园入
园处的施工路段先行完成硬化，有效解决
了游客和附近居民的出行问题。“那段时
间经常下雨，影响施工进度，但镇里还是
尽快完成了路面硬化！”符永康说。

“下一步，我们将及时与县旅文局等
有关部门沟通协作，加大对该景区的宣传
力度，策划更多旅游产品，提高景区知名
度，吸引更多游客前来游玩，提振企业发
展信心。”黄晶说。

（本报定城11月16日电）

■ 本报记者 余小艳

“免税城开业前后，入驻食品商户多，
能否开个绿色通道，帮助快速办理食品经
营许可证，实现快速营业？”近日，在我省
开展“万名干部下企业”服务行动中，海口
国际免税城招商运营部总监助理潘向阳
向海口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秀英分局干部
反映该商城开业前后遇到的难处，并寻求
解决办法。

“海口国际免税城集购物、美食、文
化、娱乐于一体，我们起初已引进30多家
食品经营商户入驻。在开业前，每家商
户都需要办理食品经营许可证，该怎么
走流程？需要准备哪些材料？大家都有
很多疑问，若是一趟趟去办事窗口问，效
率太低。”潘向阳说，如何在短时间内帮
助这些入驻商户尽快营业，成为他心头的
一桩难事。

很快，海口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秀英分
局审批办主任雷艳霞的到来，让潘向阳松
了一口气。9月以来，我省开展“万名干部

下企业”服务行动。作为其中一员，雷艳
霞落实早对接、早跟踪、早服务的“三早”
政策，主动靠前服务，上门走访辖区重点
项目和企业，实地了解市场主体经营情
况，帮助企业切实解决面临的难题。

“我们能在现场处理的问题，尽量现
场办理；需要向上级反馈协助办理的，会
及时反馈，保证企业能够顺利营业。”雷艳
霞的一番话，让潘向阳吃下“定心丸”。

很快，海口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秀英分
局为海口国际免税城入驻的食品经营商
户开辟绿色通道，优化食品经营许可证审
批程序，采取“承诺制”，商户递交材料后，
1个工作日发证。

“问题很快得到了解决，办事效率很
高！”潘向阳告诉海南日报记者，海口市场
监督管理局秀英分局工作人员会在周末
加班加点帮助商户办理业务。同时，在免
税城开业前夕，雷艳霞及同事走访时了解
到商城内部分企业地址依然采用临时地
址，未办理变更后，立即现场办公，指导商
户线上操作，进行批量快速变更处理，并
指定专员提供“一对一”服务，实时解决企
业反映的困难和问题。

截至目前，海口国际免税城已有30
多家餐饮商户开业运营。“他们还主动留
下联系方式，方便我们后期咨询业务。”潘
向阳说，出于未来经营考虑，该公司提出，
希望在未来经营过程中市监部门能多宣
传讲授法律法规，指导企业履行主体责
任，做好广告审核、冷链食品安全等工作，
也得到了该部门的肯定答复。

“下一步，我将继续深挖研析企业需
求，提供精准服务，想企业之所想，急企业
之所急，为企业提供高效优质服务。”雷艳
霞说。 （本报海口11月16日讯）

农庄泥土路的20天变形记

免税城里的办证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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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情况：海口国际免税城
入驻食品经营商户多，商户不熟
悉办理食品经营许可证流程，办
理进度慢，影响开业。

解决进展：海口市市场监督
管理局秀英分局审批办为食品
经营商户开辟绿色通道，实施“承
诺制”，商户递交材料后，1个工作
日发证。目前已帮助 61 家食品
经营企业办理食品经营许可证，
其中30余家商户已营业。

项目一线上，
机器轰鸣、焊花四
溅，涌动着发展热
潮；产业园区里，服
务专员上门收集和
处理企业诉求，服
务“满格”助企驶入
“快车道”；生产车
间内，下沉干部聚
焦企业存在的困难
和问题，把政策的
“口袋”通过干部的
“脑袋”变成企业的
“钱袋”……

眼下，我省正
如火如荼地开展
“万名干部下企业”
服务行动。一方
面，为企业送政策，
让“白纸黑字”变为
企业“真金白银”；
另一方面，“点对
点”解难题、“实打
实”优服务，让助
企“落地生根”，着
力打造市场化、法
治化、国际化营商
环境。

本报今日推出
特别报道，关注“万
名干部下企业”服
务行动中各地各
部门涌现出的好
经验好成效。敬
请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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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李梦瑶

11月16日，琼海市塔洋镇红庄村，村
民们将一捆捆黄皮果蔗砍下装车后，没有拉
到市场叫卖零售，而是直接运往了海南鲜友
食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鲜友公司）设在镇
里的收购点。

从田间到车间的“无缝对接”，让果蔗不
仅“身价”翻了番，销路也有了保障。“以后，
我们还能收购更多果蔗，带动更多村民增
收。”鲜友公司总经理陈藤楠的话，并非说说
而已。随着31000吨果蔬深加工项目的进
度条摁下“重启键”，意味着该公司的生产线
今后将“吞”下更多待售果蔬。

为何是重启？事情还要从几年前说起。
鲜友公司是一家具有多年速冻果汁、果

肉专业生产经验的台资企业，自2014年到
琼海投资建厂以来，利用当地丰富的热带水
果资源进行深加工，生产出的产品供不应
求。按理说，市场前景如此好，企业生产规
模也应该像滚雪球一样越做越大，可“巧妇
难为无米之炊”——

起初几年，鲜友公司租赁的5亩地还能
满足生产经营需求，但到了2017年，生产用
地不足、扩大再生产受限的问题开始浮现，
这也让该公司新谋划的31000吨果蔬深加
工项目迟迟未能落地。

“在自行寻求解决办法无果的情况下，
2019年，我们向琼海相关部门提交了项目
用地申请。”陈藤楠说，尽管相关部门一直在
跟踪协调，可受征地拆迁等客观因素影响，
这一问题始终未得到圆满解决。

企业发展不能等，就这么干耗着可不行。
今年3月，陈藤楠抱着试一试的想法，

将问题反映到了海南省营商环境问题受理
平台。省优化营商环境工作专班办公室的
回复，比他想象中来得要快，紧接着，省资规
厅及琼海相关部门的负责人也第一时间与
他进行了对接。

有人牵头跟踪，事情就好办了。很快，
相关部门为鲜友公司在琼海大路镇另择了
一块50.04亩的建设用地，征地、拆迁等工
作也在不断提速。

“这一过程中，相关部门安排专人与我
们全程保持密切沟通，及时收集并解决相关
诉求，无论是服务意识还是服务能力，都让
人为之点赞。”陈藤楠直言，事实上，这并不
是他第一次感受到海南营商环境的“温度”。

从政府部门协调解决生产原料不足的
烦恼，到供电部门量身定制降损节能方案，
再到享受多项税收优惠政策，今年以来，随
着企业首席服务专员制度、“万名干部下企
业”服务行动的扎实推进，鲜友公司明显感
觉到，越来越多党员干部正主动下沉企业，
尽心尽力帮助企业排忧解难。

“用地问题的解决，便是又一个生动案
例。”陈藤楠介绍，在多部门的协同作战下，
最终，该公司旗下的项目公司于9月29日通
过公开招拍挂正式取得这一宗50.04亩建设
用地的使用权，并于10月12日与琼海市资
规局签订了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

没了用地掣肘，压在陈藤楠心头多年的
石头一下子就消失了。眼下，鲜友公司正抓
紧完善项目设计方案，预计年底即可开工建
设。等到新的果蔬深加工项目正式投产，该
公司总体产能将从年产8万吨提升至年产
16万吨。 （本报嘉积11月16日电）

服务专员解了我们“无米之炊”

■ 本报记者 曹马志

11月16日下午，儋州市北门江，天角
潭水利枢纽工程施工现场热火朝天，横跨江
流的主坝已“长高”至60米，建筑主体结构
初露“真容”。

“用地问题得到解决，项目才能一往无
前，全力跑出加速度。”正在现场巡查的施工
方中国水电四局项目部副经理司续红告诉
海南日报记者，该工程今年将有望超额完成
投资目标。

走进天角潭水利枢纽工程移民安置指挥
部，简易的集装箱房间中，一张项目征地进展
图引人注目。刚从涉征居民家中回来的儋州
市委政法委驻点干部简国峰，和市房屋征收局
干部、海垦八一总场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等碰
头“看图说话”，对照征地进展图中不同的征收
点位，围绕破解征地的堵点开展头脑风暴。

今年9月，儋州聚焦“万名干部下企业”
服务行动，共选派了1000余名干部点对点

服务企业。儋州市委政法委结合“查堵点、
破难题、促发展”活动要求，干部盯在项目一
线，“一对一”服务保障该工程建设。

“天角潭水利枢纽工程启动施工不久，因
为历史遗留问题，征收进度不理想，影响施工
进度。”天角潭水利枢纽工程西培片区移民安
置指挥部副指挥长、海垦八一总场有限公司
西庆分公司经理符开蒙一度有些着急。

儋州市委政法委维稳指导科科长王毛
伟介绍，接到该公司的反馈后，市委政法委
经过认真研判后，牵头成立由该市司法、房
屋征收等单位组建的服务保障工作组。和
符开蒙联系后，10名干部每天奔赴在征地
一线，耐心细致做好群众思想工作。

在天角潭水利枢纽工程征地中，西庆居
23队土地征收一度停滞。“属于最难啃的一
块‘硬骨头’。”简国峰说，经过实地调查发
现，这和历史遗留问题密切相关。

对此，简国峰带着工作组重点攻坚。该
队涉及400多亩土地征收，在实地走访摸清
群众诉求的基础上，加强法律宣传力度，并和
海垦八一总场有限公司多次沟通对接，最终
商定由该公司发放安置补助费，满足群众合
理诉求，确保分户测量等征收工作顺利进行。

“解决了土地纠纷，施工才能畅通无阻，
加快建设进度。”王毛伟介绍，在儋州市委政
法委工作组的驻点保障下，天角潭水利枢纽
工程土地征收不断提速，目前该项目西庆段
已完成10865亩土地征收，占总征收任务的
97%，为项目建设提供及时的土地要素保障。

在天角潭水利枢纽工程移民安置指挥
部，看着眼前的土地征收攻坚示意图，符开
蒙介绍：“目前，征收进展良好，剩余的项目
用地将于12月底完成征收。”

（本报那大11月16日电）

干部组团助企啃下“硬骨头”

定安

琼海

儋州

编者按

海口市市场监督管
理局秀英分局干部走访
企业。 受访者供图

问题情况：今年 10 月，定安
县龙湖镇香世界·香草田园共享
农庄有关负责人发现农庄入口
处一段文头岭美丽乡村工程施
工路段修路速度缓慢，在没有完
成路面硬化的情况下，没有添加
安全防护，对游客和村民夜间出
行埋下安全隐患。

解决进展：企业对接干部接
到企业反映问题后，当天协调龙
湖镇政府，完成安全标志设置。
后续，经过龙湖镇政府与企业和
项目业主方积极沟通，10 月 25
日，香草田园入园处的施工路段
先行完成硬化。

问题情况：海南鲜友食品有
限公司亟须新建厂房扩大生产，
但土地问题迟迟得不到解决，这
让企业发展陷入瓶颈。。

解决进展：今年以来，随着
企业首席服务专员制度、“万名
干部下企业”服务行动的扎实推
进，相关部门党员干部形成合
力，帮助该公司通过公开招拍挂
方式，顺利解决“用地难”问题。

问题情况：海垦八一总场有
限公司反映，在西庆居辖区开展
天角潭水利枢纽工程土地征收过
程中，阻力较大，征收进展滞后。

解决进展：接到企业反映的
难题后，儋州抽调人员组成专
班，驻点在征收一线，“一对一”
服务海垦八一总场有限公司，协
助推进土地征收。目前，西庆居
段已完成 10865 亩土地征收，占
总征收任务的97%。剩余用地将
于12月底完成征收。

倾力优服务

上门解难题
11月16日，在海

口复兴城互联网信息产业
园区，海口市龙华区科工信
局副局长林密（右一）和明昭动
漫公司的创业青年邓翔（左二）
交流，了解企业发展遇到的困
难。 本报记者 王程龙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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