宣布基层政治教导员任职命令大会
琼中召开 2020
年党管武装述职暨

2020 年 11 月 20 日 星期五

本 报 讯 11 月 16
日，琼中黎族苗族自治
县 2020 年党管武装述
职暨宣布基层政治教
导员任职命令大会召
开，会议总结了今年党
管武装工作，全面部署
了明年武装工作任
务。县委书记、县人武
部党委第一书记徐斌，
县委副书记、县长王琼
龙 ，县 委 常 委 、县 人 武
部部长张平仲，副县长
余 岳 珠 ，县 政 协 副 主
席、县交通运输局局长
黄俊东出席会议。
就进一步加强全
县党管武装工作，徐斌
强调，2021 年是落实军
队 建 设 发 展“ 十 四 五 ”
规划的开局之年，是实
现国防和军队建设目
标任务的攻坚之年。
全县各级各部门要统
一 思 想 ，提 高 认 识 ，切
实增强抓武装工作的
责任感和紧迫感；突出
重 点 ，精 准 发 力 ，在 抓
民兵调整改革落实上
下功夫，在推进军民融
合发展上下功夫，在抓
基层打基础上下功夫，
全面落实党管武装工
作的各项重点任务；加
强 领 导 ，凝 聚 合 力 ，确
保党管武装工作落到
实 处 ，强 化 督 查 考 核 ，
健全服务保障。
张平仲作全县年
度党管武装工作报告
时指出，我县武装工作
思想政治引领坚强有
力，遂行任务能力不断
提升，全年组织各类专
项 集 训 共 计 30 天 400
余人次，国防动员建设
稳步推进，今年我县共
征集新兵 46 人，其中大学生士兵 39 人，比例达
85%。下一步将更加注重政治引领、更加聚焦练
兵备战、更加做实主责主业、更加厚植基础底蕴，
以实实在在的工作成绩回报县委县政府的关心
厚爱。
会上，县人武部宣布了基层政治教导员任职
命令；黎母山镇、吊罗山乡、红毛镇、县交通运输
局主要领导分别就今年党管武装工作作了述职
报告。
（陈欢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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琼中 17 个项目集中开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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抓好民生保障工程 推动基础设施建设
本报讯 11 月 13 日上午，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项目（第四
批）集中开工仪式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分会场活动在海南湾
岭农产品加工物流园（北区）次六路末端举行。
县委书记徐斌，县委副书记、县长王琼龙，县委常委、常务
副县长王大周，副县长欧阳华等出席活动；省司法厅副厅长王
雪林，海口海关一级巡视员伍小标，海口海关办公室副主任王
传锋等应邀参加活动。
海南陆侨商贸集团有限公司副总裁林壮森，琼中三永投
资有限公司总经理董杰，海南德洲置业有限公司执行总经理
周新生，海南联合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刘双洋
等项目单位代表分别作了发言。
当天上午，琼中·兆南城、三永凤凰大厦、琼中陆侨国际海
产品产业园一期、槟榔深加工厂、皇爷槟榔深加工与仓储、海
南创科桑基农副产品加工园（一期）、热带果蔬加工中心、县教
育医疗系统安居房、热带水果果醋果酒果类酵素加工、商品混
凝土搅拌站、湖镜天城等 17 个项目集中开工，涵盖基础设施、
重点产业、民生保障等多个领域，总投资达 57.7 亿元，年度投

资额达 3.5 亿元，这是自全省举办集中开工活动以来，琼中项
目最多、投资额最大的一次。
“今年以来，我县把营造良好营商氛围、服务重大项目落
地作为稳增长、调结构、促投资的重要举措，建立了县级领导
干部联系重点企业制度，实行‘三个清单’管理机制，全程‘保
姆式服务’和 2 小时内解决问题，为企业提供优质服务。”琼中
发展改革委员会主任覃海龙介绍，琼中还为企业设立工作专
班，即时审批各项目的有关手续，快速解决项目推进过程中存
在的问题，确保项目顺利开工建设，让企业进得来、留得住、办
得好。
据了解，下一步，琼中将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切实解决企
业在项目建设过程中遇到的各种困难和问题，扎实做好项目
的谋划储备工作，做到项目谋划有质量、项目入库有标准、项
目出库能落地，构建“储备一批、开工一批、建设一批、竣工一
批”项目建设滚动发展格局，确保更多的新开工项目不断落
地。
（林学健 王小霏）

海南湾岭农产品加工物流园法治服务中心
揭牌成立

本报讯 为加快形成法治化、国际化、便利化的营商环境和
公平开放统一高效的市场环境，11 月 13 日，海南湾岭农产品
加工物流园法治服务中心在海南湾岭农产品加工物流园揭牌
成立。
县委书记徐斌，县委副书记、县长王琼龙，副县长欧阳华，
县人民法院院长王之，县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傅剑平等出席揭
牌仪式；省司法厅副厅长、海南国际仲裁院理事长王雪林，海

南第一涉外民商事法庭庭长苏志辉等应邀参加揭
牌。
“海南湾岭农产品加工物流园法治服务中心的
设立，对企业提供一对一的法律服务，构建和完善
多元解纷机制，提供一站式的诉讼服务，极大地节
约当事人的时间成本和诉讼成本。”王之表示，目前
安排专业人员驻点值班服务时间为周一至周五，将
随着企业进驻数量的增多，适时调整为全天候的服
务。
随后，王雪林一行共同为海南国际仲裁院自贸
港中部仲裁中心、海南第一涉外民商事法庭工作联
络点、北京卓海（海南）律师事务所揭牌并参观海南
湾岭农产品加工物流园法治服务中心。
据了解，海南湾岭农产品加工物流园法治服务
中心是集纠纷调处、法治教育宣传、提供涉外诉讼、
仲裁服务、社会综合治理等职能为一体的法治服务
中心，通过法治服务中心平台，为园区企业提供“一
对一”的法律服务，助力企业在琼中尽快落地生根，更好更快
高质量发展，
开创琼中发展新篇章。
下一步，琼中以成立海南湾岭农产品加工物流园法治服
务中心为契机，延伸审判工作职能，共同努力建设平安琼中、
法治琼中，持续优化营商环境，积极探索总结可复制、可推广
的“琼中经验”
，争做自贸港建设的排头兵。
（尹婉妮）

本报讯 11 月 14 日，
中共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委书记
徐斌带队深入到上安乡中兴村什况村小组、吊罗山乡政
府、什运乡政府和什统村番道村小组，调研脱贫攻坚工作
和防台风情况。他强调，各乡镇、村要针对全省乡镇之间
脱贫攻坚大比武交叉检查发现问题清单主动认领、
举一反
三，限期整改到位，确保问题整改不留空白、不留死角，要
进一步夯实各类数据，做好信息核实补正；乡镇的党政一
把手在休息日要轮流值班，坐镇指挥防台风部署工作，确
保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你们在交叉检查中存在哪些问题？扣分项分别是哪
里？”在上安乡中兴村什况村小组，徐斌认真听取上安乡、
中兴村相关负责人及帮扶干部汇报脱贫攻坚工作存在问
题情况。徐斌指出，
要以解决问题为根本，
核对整改、
落实
到人，整改一个销号一个，不留死角。认真开展好贫困户
家庭会、
脱贫攻坚中队会审会，
通过召开
“两个会”
，
政策再
熟悉，
问题再梳理，
整改再巩固，
群众满意度只能提升不能
下降。
在吊罗山乡和什运乡政府办公室里，
徐斌坐在电脑桌
和会议室桌前，
细细查看 2020 年全省乡镇之间脱贫攻坚大
比武交叉检查发现问题清单和整改台账，询问存在问题、
整改情况、
未整改到位原因和解决措施等。根据不同的存

在问题，徐斌都提出了针对性的解决建议和办法。他要
求，
在整改问题时，
脱贫攻坚大队要切实担负起职责，
敢于
揭短亮丑，发现问题紧盯不放，确保整改到位。建立奖惩
机制，
对工作不主动、
不负责、
不落实、
不细不实的，
该问责
的要问责，
进一步压实工作作风，
提升脱贫攻坚工作质量。
调研当日，
雨水不断，
徐斌每到一处，
都会细致询问乡
镇、村提前防范台风准备情况，了解当地易受灾的地区和
预防解决方案。他强调，
要提前落实大风、
大水、
滑坡和泥
石流等灾害防范措施，加强各村的巡查值守，反复宣传暴
雨期间避免外出，做好危险区域人员转移避险准备工作。
同时做好抢险救援各项准备，
最大限度保障人员安全和减
少灾害损失。
调研时，
徐斌还前往什运乡什统村番道村小组探望了
非物质文化遗产省级传承人王金梅和她的弟子，
查看了她
们制作的黎锦工艺和作品，叮嘱相关负责人要想尽办法，
助推我县具有民族特色的黎锦打出品牌、走向市场，带给
村民实实在在的经济利益。
县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栗太强，县人大常委会副主
任王翔，
副县长高旋，
县人民法院院长王之，
县人民检察院
检察长傅剑平，
县政协副主席黄俊东分别陪同调研。
（陈欢
欢）

超前谋划 统筹安排
构建产业融合发展新格局

加强问题整改 提前防范台风
确保群众满意度只能提升不能下降

本报讯 11 月 18 日上午，中共琼
中黎族苗族自治县委书记徐斌带队
到位于和平镇的琼中飞水岭世界南
药园指挥中心开展调研。县委常委、
常务副县长王大周，县政协副主席、
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局长王芳敏等
陪同调研。
“南药园项目建设计划占地多少
亩？”
“现在存在什么问题？”在琼中飞
水岭世界南药园指挥中心，徐斌向相
关负责人询问世界南药园项目的相
关规划、建设用地等情况，现场听取
汇报，详细了解各项工作推进情况以
及存在的问题。
徐斌指出，南药园项目建设要超
前谋划、统筹安排，做大做强南药产
业链，加强休闲农业和康养产业的发
展，着力构建产业融合发展新格局，
为琼中经济发展提供新动力。
徐斌要求，有关部门要切实履职
尽责，进一步明确工作责任，加强沟
通对接，采取有效措施，协调解决南
药园项目建设用地等问题，合力推进
南药园建设；相关职能部门要联合企
业攻坚克难，进一步明确时间节点，
在确保项目质量和安全的基础上，全
力推进，坚定不移推动南药园项目各
项建设任务。
（林学健 王小霏）

县委书记徐斌深入和平镇调研南药园项目建设时指出

县委书记徐斌深入调研脱贫攻坚和防台风工作情况时强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