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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11 月 13 日上午，中共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委常委、组织部部长陈明深入长
征镇新寨村牙绿村小组，就该村村民黎某反映的信访情况展开下访调研。陈明认真听
取长征镇和信访局相关负责人就信访事项做化解工作情况汇报，并与黎某亲切交谈，
了解黎某的诉求和困难。陈明要求，长征镇要重视群众所反映的问题，加强对群众的
关心和关怀，
开展详细调研，研究解决方案，为群众的生产生活排忧解难。
（陈欢欢）

琼中行政审批服务制度改革进入新阶段

一枚印章管审批 事项受理
“一窗办”
本报讯 11 月 16 日上午，在琼中黎族苗
族自治县政务服务大厅三楼综合窗口，琼中
振德堂康乐药行相关负责人郑向文完成资
料填写，并接过由副县长吴钟良递上盖有
“琼中行政审批专用章”
的药品经营许可证。
郑向文办理的药品经营许可证成为琼
中推行“一枚印章管审批”新模式后办理的
首个审批业务，标志着琼中在落实相对集中
行政许可权改革迈出了“关键一步”。
“真没想到能这么快就办完手续了，以
前办证要跑好多个部门，盖很多的章，好几
天才能办成，现在只需在行政审批服务局盖
一个印章就可以了，效率和速度提升了不
少。”郑向文说道。
从 11 月 16 日起，琼中开始在全县范围
内正式实施“一枚印章管审批”新模式，企业
和办事群众由原来“多部门跑”变成如今“一
窗办”，真正享受到“一枚印章管审批”的便
利，琼中的行政服务效率将实现质的飞跃，
意味着琼中跨入了审批服务提质增效的新
时代。
“11 月 16 日起，219 项审批事项划转至
县行政审批服务局集中审批，企业和群众办
理这 219 项事项只要到政务大厅综合受理窗
口就可以办理了，由我们行政审批服务局直
接审批发证，无需再跑到其他部门审批，大

大缩减了办理环节和时间。”琼中行政审批
服务局社会事务审批室主任曾亮介绍。
一直以来，琼中不断深化“放管服”改
革，变“严进宽管轻服务”为“宽进严管重服
务”，实施刀刃向内的自我革命，实行“前台
综合受理、后台分类审批、统一窗口出件”的
审批模式，使行政审批从碎片化走向整体
化、集成化，企业和办事群众办理事项由“多
头跑”变为“最多跑一次”，实行“一窗式”受
理、
“ 一条龙”审批、
“ 一站式”办结和帮办代
办服务模式。
琼中行政审批服务局局长符莹莹表示，
实行“一枚印章管审批”是优化营商环境的
一项重要举措，将 19 个部门实施的 219 项审
批事项划转至行政审批服务局集中办理，真
正实现了“一门一窗一章一次办”，效率上有
一个很大的一个提升，另外还提供了帮办代
办服务，审批速度审批温度上双向提升，助
力政府效能的行政职能改变。
下一步琼中将实行三减服务，在事项受
理上“减环节减流程减材料”，从根本意义上
实现“一枚印章管审批”的实际成效，并不断
构建标准化、规范化、信息化、高效化的审批
服务运行机制，打造更加优质和高效的审批
服务环境和营商环境。
（林学健 徐世国）

琼中成立创业培训讲师公益驿站
助力琼中创业者振兴乡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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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海南省
“梦想启航·好家庭好家风”
巡讲活动走进琼中
本报讯“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
……”11 月 12 日下午，由海南省妇女联
合会、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妇女联合会
主办，海南红瑞集团及海南广播电视总
台青少频道承办的 2020 年“梦想起航·好
家庭好家风”巡讲活动走进琼中。省妇
联家庭与儿童工作部部长房丽丽，县人
大常委会副主任林子娥出席活动。
活动开始，播放的《幸福家庭》宣传
片、海南省“最美家庭”综述片让现场观
众为之动容，随后，琼中“最美家庭”曾丽
云、王洁、王涯家庭分别通过真实的案例
和自己亲身经历故事讲叙“我的好家庭
故事”，现场观众被一个个有情怀有温度
的故事传递出优良家风的强大正能量所
感动，
鼓掌点赞。
“听了‘最美家庭’温暖感人的真人
真事宣讲，一个个看似平凡的家庭，却有
着不一般的家国情怀，传播家庭道德正
能量，让人感动。”现场观众纷纷表示，今

版

后要从自己家庭做起，向“最美家庭”学
习，对家人的工作给予支持鼓励和关心，
营 造 好 家 风 氛 围 ，为 和 谐 社 会 增 光 添
彩。
“讲述‘我的好家庭故事’让更多的
家庭感悟优秀和家风的精神力量，效仿
最美家庭和弘扬最美家风，引领广大家
庭共建共享社会主义家庭文明新风尚，
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家庭中根
植。”县妇女联合会副主席胡丽花告诉记
者。
值得一提的是，活动现场为最美抗
疫家庭代表黎扬成荣获 2020 年海南省最
美家庭颁奖，让群众在耳濡目染中感受
到良好家风的魅力，带动更多家庭见贤
思齐、向善向美。
县第三届最美家庭代表、巾帼志愿
者代表、各乡镇及村妇联主席等 150 人现
场聆听琼中的好家庭好故事，感受良好
家风的温暖和魅力。
（尹婉妮 林嘉庆）

琼中举办非遗助力精准扶贫
暨非遗文创产品展览展示活动
本报讯 11 月 15 日，琼中黎族苗族自
治县在县城三月三广场举办主题为“传
承多彩非遗·筑梦美丽琼中”非遗助力精
准扶贫暨非遗文创产品展览展示、展销
活动。
此次活动邀请了黎族传统纺染织绣
技艺、苗族传统刺绣蜡染技艺、黎族、苗
族民歌等多名非遗传承人集中开展非遗
宣传展示和销售黎锦、苗族服装等产品；
活动现场，各项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展
板，山兰酒、山兰米、黎苗服饰等实物展
示台整齐排列，精彩的内容吸引群众和
游客观看购买。
琼中黎族纺染织绣技艺传承人王金

梅向记者展示了她带来的精美制品，有
传统的黎族筒裙、黎族精美服饰，也有现
代的大小背包、鼠标垫等，样样色彩艳
丽，图案精美，充满黎族特色。
“我是非遗
省级传承人，又是‘海南工匠’，我已经织
黎锦 40 多年了，目前我每年都教 300 多
个学生，希望我们黎族的非物质文化遗
产能够不断地传承下去。”
现场购买了不少商品的王女士高兴
地告诉记者，今天来到现场，看到了许多
意想不到的，结合了现代元素的民族文
化，很喜欢自己购买的少数民族包包，既
时尚又百搭。
（陈欢欢 邢伟峰）

长征镇举办 2020 级海南省
万名中专生培养琼中教学班开班仪式

本报讯 11 月 17 日，创业培训讲师公益
驿站（琼中站）成立仪式在琼中黎族苗族自
治县就业创业孵化基地举行，共计 62 位来自
各行业各领域的创业讲师团，将为琼中各类
创业人员提供创业指导、创业咨询、创业帮
扶、创业政策解读、创业大赛辅导、创业品牌
打造、创业风险评估、创业产品营销、企业人
力资源、企业财务核算、企业发展规划等一
系列创业指导、创业咨询、创业帮扶等活动，
全面提升琼中创业者的综合能力和企业竞
争力，努力营造“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良
好氛围。
成立仪式上，揭牌了创业培训讲师公益
驿站（琼中站），颁发了创业培训讲师公益驿
站（琼中站）讲师团聘书。
“请问讲师，在农业
技术方面可以给我们提供哪些指导呢？”
“请
问我们农村创业要注意哪些方面的管理
呢？”……在自贸港农村创业沙龙讲座环节，
到场的创业者纷纷向讲师团提问，讲师们现
场答疑解惑，
交流指导经验。
海南省职业指导行业协会会长杨润告

诉记者，创业培训讲师公益驿站主要是以
SYB 创业培训为体系，以农业农村、乡村振
兴创业为重点，培训对象为农民、退役军人、
失业人员、返乡创业青年等，包含政策解读、
培训教育、项目评审、创业指导、管理营销和
农技培训等培训内容，希望通过培训，提升
创业成功率，以创业带动就业，助力乡村振
兴发展和海南自贸港建设。
“我是做山茶油产业的，目前主要是走
实体销售，客户受地域限制，听了讲师的分
享，我以后还想做线上销售，例如网络直播、
微信销售等，打开销路，让我的产品被更多
人认识。”来自长征镇潮村的自主创业者陈
玲说道，也将就如何扩展销路咨询创业讲
师。
据悉，本次活动是由县人力资源和社会
保障局主办，县就业服务中心承办，琼中县
农民专业合作社联合会、琼中县农村青年致
富带头人协会、海南省职业指导行业协会、
海南和运职业培训学校、琼中就业创业孵化
基地协办。
（陈欢欢）

本报讯 11 月 15 日上午，2020 级海南
省万名中专生培养琼中教学班开班仪式
在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长征镇中心小学
举行。
2020 年万名中专生培养琼中招生工
作由县委组织部牵头，县农业农村局配
合组织，长征镇招生了畜牧兽医专业 58
人。
仪式上，解读了举办万名中专中专
生培养的背景、意义、办学模式、教学方
式等，并对今后学员如何利用好“农广模
式”学习平台及学习方法方式进行引导，
鼓励学员珍惜学习平台，勤学好问，努力

提升自身文化素养和生产技术技能，为
壮大自身人力资本、促进个性发展夯实
基础。同时，对教学班管理工作提出要
求。
开始仪式结束后，省农广校邀请专
家给学员讲授槟榔病虫害防治技术专题
讲座，授课老师针对槟榔病虫害病发的
主要症状，如何做好防范措施等内容展
开培训，提醒农户要重视前期的防控工
作。培训时还发放了栽培管理以及病虫
害防控措施的学习资料，学员们交流分
享自身如何防控病虫害经验。
（陈欢欢）

公益广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