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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委书记徐斌在海南湾岭农产品加工物流园调研时要求

坚持问题导向 完善规划布局
打造高标准产业园区
本报讯 2020 年 12 月 31 日，中共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
委书记徐斌到海南湾岭农产品加工物流园，通过实地察看
和座谈会的形式就企业生产经营和项目建设情况进行调
研。副县长欧阳华出席座谈会。
进工地、看项目、问进度……徐斌一行前往海南湾岭
农产品加工物流园南区实地调研，与企业相关负责人交
谈，详细了解污水处理工程项目施工进度，询问推进过程
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
并提出针对性的解决措施。

在随后召开的座谈会上，徐斌听取有关部门和企业负责人
汇报园区内项目建设发展情况，并就园区发展、企业项目
建设存在的具体问题提出意见和建议。
徐斌要求，要加强园区平台建设，着力招大引强，吸引
更多大项目、好项目入园发展，新的入园项目要坚持高标
准建设，提速增效，尽早建成投产；希望入园的企业能够发
挥平台优势，通过创新驱动、市场带动，实现增资扩产、不
断升级，
争取走在同行业前列。

徐斌强调，要坚持问题导向，进一步完善规划布局，科
学合理做好园区内的基础设施、项目建设、产业发展等规
划，打造高标准、一流的产业园区；相关部门要积极履行职
责，进一步做好发展规划，加强基础设施建设，优化公共服
务，为入园的企业发展“减负”、为企业发展“造血”；要继续
奋力加压，高水平搭建平台，为企业发展及项目落地创造
更好条件，加快企业项目建设，助推园区经济发展。
（ 林学
健 邢伟峰）

琼中召开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指挥部（扩大）会议
本报讯 1 月 8 日下午，
在省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工
作会议结束后，中共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委书记徐斌第一
时间主持召开了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指挥部（扩大）会
议，
传达省疫情防控工作会议精神，
研究部署我县近期疫情
防控工作。以电视电话的形式进行，主会场设在县四套班
子综合办公楼 6 楼会议室，
分会场设在琼中大礼堂。
县委副书记、县长王琼龙，县政协主席王哲斌，县委副
书记、
政法委书记栗太强等县领导出席主会场会议。
徐斌强调，要深刻理解当前疫情防控形势的复杂严峻

科学做好常态化疫情防控
严把项目建设质量关安全关

县委书记徐斌到黎母山镇调研时要求

本报讯 1月9日下午，
中共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
委书记徐斌到黎母山镇调
研村庄项目建设推进情况
和疫情防控相关工作。副
县长陈海滨陪同。
徐斌一行前往位于黎
母山镇新林村的琼中福汇
来培训交流中心及其产业
项目建设现场，
详细了解该
项目规划设计、
建设进展等
情况，
对项目建设工作进行
了指导，
并对下一步工作提
出了意见和建议。
徐斌指出，
项目建设对
加快乡村振兴步伐具有十
分重要的意义，
施工企业要
严格按照规划要求，
紧盯时
间节点，
高质量、
高标准推进
项目建设；
要严格落实施工
主体责任，
全力以赴把好项
目建设质量关和安全关，
使
项目早投产、
早见效，
助推琼
中经济社会发展。
“一天能接种多少人？
有多少个接种地点？
”
来到阳
江医院，
徐斌走进医院发热
门诊和新冠肺炎疫苗接种
现场向该医院相关负责人
详细了解发热门诊处理、
疫
苗接种流程、
重点接种人群、
接种数量以及接种人员的
后续反应等相关情况。他
指出，
卫健部门和医院医护
人员要充分认识重点人群新冠肺炎疫苗接种工作的紧迫
性和重要性，
严格按照接种流程和技术规范，
根据相关要
求积极稳妥推进新冠肺炎疫苗接种工作，
做好接种人群
的信息登记，
加强对接种人群的跟踪回访，
确保规范有
序、
安全高效完成疫苗接种工作。
就如何做好下一步疫情防控工作，
徐斌要求，
要提高
思想认识，
紧绷常态化疫情防控这根弦，
严格落实责任，
按照标准规范，
执行最严密的疫情管控措施，
科学做好常
态化疫情防控工作。相关部门要进一步夯实监管责任，
积极履行职责，
细化任务分工，
加强各部门协作配合，
形
成疫情防控强大合力，
确保人民群众的健康安全和琼中
的和谐稳定。
（林学健 邢伟峰）

性，
切实绷紧疫情防控这根弦。他要求，
各级各部门要切实
抓好各项疫情防控措施，
加强疫情风险研判和处置能力，
优
化应急预案和各项配套工作方案，进一步完善快速获取信
息、
快速应急响应机制，
做到排查不漏一人；
要坚持
“人物并
防”，做好重点人群和重点场所防控，做到重点人群应检尽
检，在商超、宾馆、景区等重点区域严格落实戴口罩、测温、
消毒等防控措施；
要不断完善应急处置机制，
提前做好物资
储备；
要用好新手段，
按照保障重点、
应接尽接原则，
做好新
冠疫苗接种工作；疫情防控工作指挥部各小组要进入常态

化应急状态，
密切协调配合，
落实好各项防控工作。
会议传达省近期相关文件精神，部署近期疫情防控工
作，
审议《关于调整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新型冠状病毒肺炎
疫情防控工作指挥部成员及工作职责的通知》。
会上，相关职能部门分别汇报我县近期疫情防控工作
开展情况、
分管项目用工及春节期间农民工安排、
困难群众
御寒过冬工作等情况。
（陈欢欢 邢伟峰）

县委常委会 2020 年第 33 次
（扩大）会议召开

传达学习省委经济工作会议精神
本报讯 2020 年 12 月 30 日下午，中共琼中黎族苗族自治
县委常委会 2020 年第 33 次（扩大）会议在县四套班子综合办
公楼六楼会议室召开，传达学习省委经济工作会议、全省村
（社区）
“两委”换届工作会议、省委应对疫情工作领导小组第
17 次（扩大）会议和平安海南建设工作会议等会议精神，并讨
论研究其他事项。
县委书记徐斌，县人大常委会主任王光业，县委副书记、
县长王琼龙，县政协主席王哲斌，县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栗
太强等县领导出席会议。
徐斌要求，
各乡镇要集中精力投入招商引资工作中，
营造
浓厚的招商氛围、
强大的招商声势，
为推动高质量发展提供更
强动力；
要主动与企业沟通对接，
积极服务，
树立服务理念、
增
强服务意识，形成合力，推动一批项目在乡镇落地建设，切实
以招商项目落地推动琼中实现大发展；要建立就业扶贫和劳

务输转工作的服务保障工作机制，
明确工作职责任务，
统筹组
织协调，
有力有序做好做实做细农民就业工作，
确保农民群众
有稳定的经济收入。
会议强调，乡镇、村两级要坚持问题导向，充分认识换届
选举工作所面临的新形势新任务新要求，对照相关要求和规
定，全力推进村“两委”换届选举工作；要提高思想认识，认真
贯彻落实中央、
省委的各项决策部署和工作要求，
时刻绷紧常
态化疫情防控这根弦，
杜绝麻痹、
厌战、
松劲思想，
落实落细常
态化防控各项工作；要严格督促人员密集场所和重点场所落
实落细各项防护措施，加强健康宣传教育，增强公众防护意
识，
针对常态化疫情防控的关键环节和风险点，
全面补齐短板
弱项，
切实把疫情防控各项措施抓实抓细抓到位。
（林学健 邢
伟峰）

多家企业来琼中洽谈沉香文化产业发展
本报讯 2020 年 12 月 31 日下午，天健厚德集团等企业
来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洽谈沉香文化产业发展，在县四套班
子综合办公楼四楼会议室召开座谈会，就“琼中·黎母山镇沉
香文化产业发展”项目进行座谈交流。县委书记徐斌出席座
谈会。
徐斌指出，沉香是乡土珍稀树种，用途广泛、品质优
良。琼中拥有得天独厚的生态环境优势和沉香历史优势，县
委、县政府鼓励并大力支持沉香企业来此投资种植，希望企
业能带来好的沉香品种、成熟的技术，共同推进琼中沉香产

业的发展壮大。同时，企业在项目开发建设过程中，要结合
乡村振兴工作，积极主动带动周边农民，与他们建立紧密的
利益联结机制，
激发内生动力，
带领大家共同致富奔小康。
据了解，
“琼中·黎母山镇沉香文化产业发展”项目是由
大连天健厚德集团有限公司、海口楠脂香叶有限公司、海南
胜意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3 家企业共同参与建设的项目，项目
计划选址在黎母山镇，通过培育种植、产品加工、主题旅游，
打造琼中沉香文化产业先导示范区。
（毛景慧）

琼中召开县委常委会 2021 年第 1 次（扩大）会议
本报讯 1 月 8 日下午，中共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委书记
徐斌主持召开县委常委会 2021 年第 1 次（扩大）会议，领读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第三卷）——持续推动全党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
传达中国共产党党章等精神。
县委副书记、县长王琼龙，县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栗太
强等县委领导出席会议。县人大常委会主任王光业，县政协
主席王哲斌等县四套班子领导、法检“两长”
列席会议。
会议传达学习中国共产党党章、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
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公报、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海南建

省办经济特区 30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抗
击新冠肺炎疫情表彰大会上的讲话、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中
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 70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等精
神。
会议还听取关于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实施乡村振兴战
略下一步工作思路和具体措施的汇报，传达学习了《关于严
格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的纪律检查建议》精神。相关与会
人员讨论研究了《2021 年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人民政府工作
报告》等事宜。
（陈欢欢 邢伟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