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邓立松说袁2020年龙华区着力打
造一流营商环境遥 开展野营商环境优
化年冶活动袁不断擦亮野龙华服务冶品
牌遥 强化要素保障袁不折不扣落实好
省尧市各项扶持政策曰建立政银企季
度定期沟通机制袁多途径支持中小微
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复工复产尧复商复
市遥优化审批服务袁做优野一窗通办冶袁
推进野一业一证冶改革袁实现企业和群
众野进一扇门尧到一个窗尧办所有事冶袁
争取办事时长尧申办材料尧审批环节

减少 50%遥推行野企业大走访+政府联
络员冶制度袁精细服务好辖区总部企
业尧园区等市场主体遥 深化制度集成
创新袁推行野失信人申办事项负面清
单冶袁 构建以信用为核心的新型监管
机制曰 实施监督执法正面清单制度袁
建立轻微违法免罚制度曰进一步完善
提升实时督查平台管理机制袁建立政
务服务野好差评冶制度袁进一步健全绩
效评价体系遥
同时袁 提升招商引资质量效益遥

紧盯完成年度实际利用内资 14 亿
元尧外资 1.5亿美元目标袁围绕数字经
济尧互联网信息尧跨境电商尧总部经济
等领域开展精准招商尧 产业链招商遥
利用园区招商袁建立半月碰头例会制
度袁深度挖掘重点园区在吸引高端资
源要素和人才方面的作用袁吸引推动
一批重大项目尧数字经济头部企业进
驻落地遥落实好人才社保尧子女教育尧
家属就业等各项配套政策袁使人才引
得进尧留得住尧用得好遥

野全面激发消费活力遥 抢抓自贸
港政策红利袁 形成新的消费增长
点遥 冶邓立松说袁争取新增离岛免税
店尧本地居民岛内免税首店落户遥 引
入跨境电商龙头企业袁 增加跨境电
商体验店遥 充分运用互联网数字化
服务体系袁推动友谊阳光城尧上邦百
汇城尧玉沙京华城尧万象城 N次方等
商业综合体串珠成线发展袁 打造龙

华野数字生活智慧商圈冶遥 深入挖掘
文化旅游优势袁 发挥海口湾演艺中
心功能袁推进文艺演出常态化遥 优化
全区汽车 4S店布局袁进一步拉动汽
车等大宗消费遥 挖掘发挥镇域资源
优势袁以提高镇域野流量冶为突破口袁
打响新坡冼夫人文化尧 潭丰洋湿地
等品牌袁带动镇域经济全面发展遥 鼓
励开设 24 小时便利店和 野深夜食

堂冶袁升级打造一批野夜经济冶特色街
区尧夜市示范点遥 促进新兴消费袁利
用 5G发展契机扩大信息消费袁鼓励
发展电子商务尧智能教育尧云服务等
新型信息服务模式袁培育智能零售尧
数字创意尧短视频等创新应用遥 创新
线上线下互动服务模式袁 推动传统
市场向野新批发+新零售冶转型袁推进
高端品牌尧时尚产品集聚首发遥

据邓立松介绍袁2020 年龙华区
以海口湾片区为核心袁 打造现代服
务产业龙华示范带遥 服务保障海口
湾畅通工程三期建设袁 将海口湾龙
华段打造成为宜居乐居的最美城市
客厅遥 巩固片区金融业发展优势袁打
造全市金融集聚示范区遥 落实国际
消费中心的部署袁 加快骑楼改造进
度袁提升骑楼片区业态遥

同时袁 以复兴城互联网创新创

业园为重点袁大力发展数字经济遥 推
动园区实现营收 300亿元尧 税收 30
亿元遥 继续深化扩大与阿里巴巴尧字
节跳动尧爱奇艺等龙头企业合作袁支
持打造数字资产交易平台袁 建设全
省领先的数字经济基地遥 推动电商
直播业态尧演艺经纪平台集聚发展袁
确保抖音电商直播基地投入运营遥
加快互联网医院建设袁 推动企鹅医
生等项目落地见效遥 继续运营好文

化产业园袁推进版权交易业务遥
另外 袁以观澜湖产业园为基点袁

全力推动文旅业提质升级遥 支持申
创 5A级旅游景区遥推动新能源汽车
体验中心建设袁 加快影视产业专业
技术工作室集聚袁 电影公社老北京
街尧侨中观澜湖学校渊二期冤和海南
观澜湖双优实验学校竣工袁 加快省
人民医院分院尧海大观澜湖校区尧美
丽乡村等重点项目建设遥

据介绍袁 今年龙华区着力保障
改善民生遥 落实全民参保计划袁促进
劳动力尤其贫困劳动力实现稳定就
业袁 新增城镇就业 11560人袁 助力
4294名城镇失业人员就业创业袁控
制失业率在 3%以下遥 做好农村留守

儿童尧妇女尧老人关爱工作袁强化生
活困难群众基本保障袁 落实好社会
救助尧退役军人待遇保障政策遥 加快
补齐基层医疗卫生短板袁 启动建设
区二级医院尧 妇幼保健院和新疾控
中心袁加快建成遵谭尧龙桥卫生院综

合门诊楼和滨海社康中心袁打造野15
分钟城市健康服务圈尧30 分钟乡村
健康服务圈冶遥 扩大按人头医保总额
预付的新型医联体改革袁 协调推进
野三医冶联动改革尧医疗信息共享遥 办
好野健康龙华冶急救全民培训遥

邓立松说袁 今年龙华区坚决打
赢脱贫攻坚战遥 严格落实野两不愁三
保障四不摘冶政策袁坚决做到野三不
减三提高三加强冶遥 巩固脱贫攻坚成
果袁 确保 4个建档立卡贫困村持续
健康发展袁 确保 462 户已脱贫户
1981人巩固不返贫袁 无新增贫困人
口遥 开展贫困劳动力零就业家庭清
零专项行动遥 加大产业扶贫力度袁挂
牌督战扶贫项目遥 实施野电商扶贫冶袁

开展消费扶贫野春风大行动冶遥 强化
项目绩效监管袁 确保扶贫资金高效
安全遥 完善农村困难群体预警帮扶
系统袁在全面小康路上袁必须确保不
漏一户尧不落一人遥

同时袁持续壮大农村集体经济遥
因地制宜发展壮大农村集体经济袁
逐步建立乡村振兴三年行动产业项
目库袁 力争实现农村集体经济组织
全覆盖遥 做优特色高效农业袁推动林

下石斛种植尧 水生蔬菜生产等 6个
项目建设遥 做好农产品产销对接袁积
极搭建野线上+线下冶营销平台遥

全面完成全区村庄规划修编工
作袁深度挖掘古村落历史文化袁引入
培育特色产业遥 简化农房报建程序袁
做到逢建必报遥实施新一轮撂荒地复
垦袁建设 9500亩高标准农田遥综合整
治农村水系袁疏通水利野毛细血管冶遥
完成 251个自然村生活污水治理遥

邓立松说袁 今年龙华区继续推
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袁 加快新改扩
建面前坡学校尧 滨海小学尧 城西小
学尧农垦三小等一批中小学袁新建义
务教育学位 8000个曰实施公办中小
学尧幼儿园校园安保一键报警项目曰
启动校内午餐午休尧 课后延时服务
等野暖心工程冶袁为群众分忧解难遥 推

进提升学前教育野两个比例冶工作袁
新建 7所公办幼儿园袁改造尧回收一
批其他性质幼儿园袁 新增公办幼儿
学位 1.2万个袁确保实现野普惠性幼
儿园覆盖率达到 80%袁 公办园就读
幼儿比例达到 50%以上冶目标遥
同时袁提升便民服务水平遥 加快

打造野15分钟便民生活圈冶遥 落细落

实野菜篮子冶责任制袁推进沙坡尧大样
常年蔬菜基地建设袁推广使用野龙华
田园记冶小程序袁进一步完善集采直
供体系袁让群众轻松拎起野菜篮子冶遥
推进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渊所尧站冤
建设袁实现区尧镇渊街冤尧村渊居冤三级
全覆盖遥 实施文化惠民工程袁构建覆
盖全区的文化服务网络遥

助力 4294名城镇失业人员就业创业

新建义务教育学位 8000个

开展贫困劳动力零就业家庭清零行动

海口市龙华区第七届人大六次会议举行

今年新建义务教育学位 8000个
商报全媒体讯(椰网/海拔手机端记者王辉 特约记者 刘伟 摄影报道)在 6月 29日举行的海口市龙华区第七届人民代表大

会第六次会议上袁龙华区委副书记尧代区长邓立松表示袁今年龙华区加快新改扩建面前坡学校尧滨海小学尧城西小学尧农垦三小
等一批中小学袁新建义务教育学位 8000个曰实施公办中小学尧幼儿园校园安保一键报警项目曰启动校内午餐午休尧课后延时服
务等野暖心工程冶袁为群众分忧解难遥 推进提升学前教育野两个比例冶工作袁新建 7所公办幼儿园袁改造尧回收一批其他性质幼儿
园袁新增公办幼儿学位 1.2万个袁确保实现野普惠性幼儿园覆盖率达到 80%袁公办园就读幼儿比例达到 50%以上冶目标遥

据邓立松介绍袁 龙华区 2019年全
年完成地区生产总值 765.9亿元袁 增长
7.5%曰 固定资产投资 220.6亿元袁 下降
3.1%曰全口径财政收入 151.1亿元尧地方
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27.3亿元袁提前完成
野十三五冶规划目标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
额 233亿元袁增长 4.8%曰城镇和农村常
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达 40102
元和 15985元袁均增长 8.1%袁高于经济
增速遥 第三产业增加值增长 8.8%袁对
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由 89.6%提升到
94%遥 金融业增加值占全市 72.3%袁银
行尧保险尧证券三大行业注册资本金均
位居全市第一遥海口文化产业园实现税
收近 9亿元尧增长 138.7%遥 复兴城产业
园新引进企业 200家尧增长 34%袁实现

税收 13.2亿元尧同比增长 3倍遥 投资结
构进一步优化遥 完成投资 21.5亿元袁年
度投资完成率全市第一遥非房地产项目
占投资比重从 49.4%调整为 53.2%袁占比
首次超过 50%遥 棚改挂牌出让土地 617
亩袁实现固投 42.7亿元袁全区棚改征收
工作基本收官遥 消费潜能不断释放遥 全
年接待游客 1025.9万人袁 增长 11.3%袁
旅游总收入 115.9亿元袁增长 14.7%遥 营
商环境进一步优化遥 率先启动野一枚印
章管审批冶改革袁162项区级政务事项实
现野一窗受理冶袁高频事项等待时间压缩
75%遥 率先打造政务服务 24小时野不打
烊冶自助区袁164个区级事项自助办理遥
全年新增各类市场主体 3.9万家尧 增长
47.4%袁占全市 40%遥

邓立松说袁2019年龙华区脱贫攻
坚精准有效袁 剩余建档立卡贫困人口
55户 182人全部脱贫退出袁 有效保障
已脱贫 409户 1793人不返贫遥 资助贫
困家庭学生 2456人次遥 贫困人口参合
率尧慢性病签约服务尧大病专项救治均
达 100%遥完成 167户农村危房改造袁超
额完成目标任务遥

同时袁完成 29 个行政村的美丽乡
村建设规划遥 完成 421个村集体经济

组织清产核资工作遥 新增 17个村集体
经济组织袁 成功落地美定村食用菌种
植等 6个村集体产业项目遥 开展野十村
示范尧百村整治冶农村人居环境整治袁
分类尧分步梯度打造 52个村居遥 城乡
环卫一体化全覆盖袁 农村垃圾收集覆
盖率达 100%遥 完成 14个自然村尧启动
20个自然村农村生活污水治理遥 深化
野厕所革命冶袁改厕 1033户袁完成年度改
造任务遥

据介绍袁2019 年龙华区加大 野两
违冶整治力度袁拆违 650宗 12.7万平方
米袁控违 193宗 3.2万平方米袁完成年
度图斑销号任务遥 开展大气污染防治袁
PM2.5年度平均值下降 5.6%遥 纳入国
家考核的 7条水体水质明显提升袁纳
入全省考核的 6个城镇内河湖污染水
体全部达标遥 持续完善城市路网袁三叶
西路等 6条市政道路通车袁滨涯北路尧
白水塘 2号规划路启动建设遥 改造提
升小街小巷 221条遥 开展老旧小区调
查摸底袁6个小区纳入自主改造试点遥

2019年龙华区野一校两园冶建设持
续推进袁改扩建公办中小学尧幼儿园 11
所袁新增学位 5550个袁大班额从 566个
下降到 68个袁超大班额全部消除遥 公
办中小学校教室空调实现全覆盖遥 12
所学校推出课后四点半服务袁 帮助解
决学生接送问题遥 46个基层医疗卫生
机构标准化项目加快建设袁 2个街道
社区健康服务中心相继建成遥 新增城
镇就业 10350人袁推动失业人员再就业
4287 人袁 转移农村富余劳动力 1424
人袁超额完成年度目标任务遥

6个小区纳入自主改造试点

推行“企业大走访 +政府联络员”制度

野落实市委尧市政府野谋划一批尧
储备一批尧开工一批尧投产一批冶的
部署精神和 野五个一冶 目标责任机
制遥 " 邓立松说袁开发上线项目野三
色冶过程管控系统袁扎实推进 140个
计划新开工项目尧124个计划竣工及
续建项目建设袁 确保完成年度固定

资产投资任务遥 加快推进中共琼崖
一大旧址改造提升尧 海口演艺新空
间项目等省市重点项目建设袁 协调
推动五色土酒店等未开工项目尽快
动工遥 狠抓棚改工作袁全面完成坡博
坡巷净地出让袁 探索推进凤翔片区
渊丁村冤等棚户区改造袁争取形成新

的固投增量遥 围绕城市更新工作袁服
务保障南海大道沿线产业提升等工
程袁推动 6个小区自主改造和 32个
老旧小区改造遥 精心做好野十四五冶
规划袁争取野新基建冶尧野城市更新冶等
一批项目列入省市重点项目库袁增
强发展后劲遥

推动 6个小区自主改造和 32个老旧小区改造

争取新增离岛免税店、本地居民岛内免税首店落户

1 打造政务服务24小时“不打烊”自助区

2 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全部脱贫退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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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将海口湾龙华段打造成为宜居乐居的最美城市客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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