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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11月 7日上午举行的三亚
市营商环境观察员聘任仪式暨优
化营商环境工作座谈会上，三亚
首次建立了营商环境观察员制
度，21 名聘用的营商环境观察员
正式“走马上任”准备“挑刺”。这
标志着三亚营商环境满意度从此
有了“晴雨表”。此举将发挥社会
各界力量建言献策、监督评价的

“观察哨”作用，进一步推动三亚
营商环境改革创新。

据了解，此次聘请的 21 名营
商环境观察员，主要从市人大代
表、政协委员、企业家、商会（协
会）负责人、相关领域有着丰富经
验的专家学者、“候鸟”人才、媒体
工作者、法律从业人员中选聘，聘
期 1年。观察员的工作职责包括
对全市各有关单位在服务社会经
济发展工作中，是否有优化营商
环境的先进典型、是否存在破坏
营商环境的行为等进行观察，收
集和反馈社会各界对三亚营商环
境的建议和意见、破坏营商环境
建设的问题线索等，积极参与到
营商环境相关监督工作中。

在工作机制上，市营商环境
服务局对营商环境观察员工作进
行统筹协调，对观察员反映的情
况进行及时的收集登记，建立工
作台账，经筛选后的有效监督信
息将转交至相关责任单位办理，
并要求限期回复办理情况；同时，
市营商环境服务局将适时组织召
开协调会议对问题情况进行分析

“会诊”，集中协调解决反映集中
或有代表性的问题；此外，对于重
大复杂问题，市营商环境服务局
同责任单位提出意见或建议报请
市政府研究决定，为三亚营商环
境建设把脉问诊、调制良药。

21 名营商环境观察员的“就
位”，将为三亚营商环境建设提供
多元化视角，是提升营商环境建
设感受度、满意度的“观察哨”，必
将为推动三亚打造法治化、国际
化、便利化营商环境贡献特殊的
力量。聘任仪式上，营商环境观
察员纷纷围绕如何推进三亚营商
环境优化建设献计献策，提出了
不少切实可行的意见建议。观察
员代表、已退休的上海浦东新区

康桥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原副主任
王志德建议，市营商环境服务局
要进一步细化观察员工作职责和
内容，进一步完善反馈落实评价
机制，通过举行业务培训等举措，
让观察员更好地履职尽责。观察
员代表、北京金杜（三亚）律师事
务所合伙人王垚则表示，观察员
制度除了畅通政企沟通渠道之
外，更重要的是还应该获取更多
的建议和意见，应充分发挥熟悉
企业的中介机构力量，及时收集
企业问题和需求并给出建议，推
动优化营商环境政策措施在三亚
更好地落实落地。

“作为深耕三亚的本土企业，
近年来切实体会到三亚营商环境
的改善，政府部门服务意识、业务
素质和办事效率都在不断提升，
尤其是今年疫情期间，政府出台
了一系列企业复工复产的举措，
让我们备受鼓舞。”聘任仪式上，
观察员代表、三亚环润产业集团
有限公司董事长洪漫宁表示，“将
主动参与全市营商环境建设监督
工作，积极建言献策，履行好营商

环境观察员的职责，尽自己所能
为营商环境优化尽一份绵薄之
力。”

“营商环境观察员是政府和
企业之间的桥梁，也是发动社会
力量，推动营商环境共建共治共
享的一个体现。希望营商环境观
察员，从今天开始充分发挥观察
员作用，既要做好观察员，也要
做好宣传员和联络员，从发现问
题，解决问题角度来做好营商环
境工作，共同推动三亚营商环境
达到新高度。”市发展改革委党
组成员、市投资服务中心主任郭
颖介绍，下一步，将抓紧研究制
定《三亚市优化营商环境办法》，
加紧出台优化营商环境五年行动
计划及工作方案，精准持续发
力，推动三亚营商环境迈上新台
阶。

事实上，创一流营商环境，三
亚一直正以刀刃向内的勇气和魄
力大刀阔斧地进行改革。记者了
解到，近年来，市委、市政府坚决
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
神，全面落实中央部署和省委要

求，将营商环境建设作为一项重
点工作全力推进。成立了高规格

“三亚市优化营商环境工作领导
小组”，在全省率先设立营商环境
服务局，出台了《三亚市优化营商
环境行动计划（2019—2020）》和
各领域专项行动计划，推出 79条
改革举措，并在全省率先启动优
化营商环境专项立法，形成了一
批制度创新成果，构建起优化营
商环境“1+N”制度体系，营商环
境建设成效显著。日前，《中国营
商环境报告 2020》发布，三亚市
优化跨境贸易营商环境相关经验
做法入选“最佳实践篇”。

营商环境好不好，市场主体
说了算。据统计，今年前三季度，
三亚新增商事主体 27748 家，同
比增长 7.27%。其中，新增企业
16166 家，同比增长 107.6%，呈现
了爆发式增长；个体户新增11547
家，农民专业合作社新增 35 家。
尤其是 9 月份，三亚新增商事主
体 4818 家，其中新增企业 3315
家，同比增长 313.34%，市场主体
正不断激发出新活力。

三亚营商环境满意度有了“晴雨表”
本报记者 李少云 许雅慧

本报讯（记者 许雅慧）11 月
7日上午，三亚举行营商环境观察
员聘任仪式暨优化营商环境工作
座谈会，首批 21名营商环境观察
员“走马上任”。市委副书记、代
市长包洪文为观察员颁发聘书并
讲话。包洪文强调，要充分发挥
好营商环境观察员制度优势，为
优化营商环境积极建言献策，大
力营造法治化、国际化、便利化的
营商环境，真正使营商环境成为
三亚的核心竞争力，推动高质量
高标准建设海南自贸港。

为进一步拓宽营商环境问题
监督渠道，创新服务方式，构建规
范透明的政务服务体系，优化全
市营商环境，促进经济高质量发
展，三亚决定建立营商环境观察
员制度。首批 21 名营商环境观
察员从市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企
业家、商会（协会）负责人和相关
领域有着丰富经验的专家学者、

“候鸟”人才、媒体工作者、法律从
业人员中择优选聘，聘期 1年，受
聘期满后自然解聘，可连聘连
任。观察员的工作职责包括：学

习三亚营商环境建设有关政策，
参与营商环境建设相关监督工
作，收集和反馈社会各界对三亚
营商环境的意见和建议、破坏营
商环境建设的问题线索等，为营
商环境优化建言献策。

座谈会上，营商环境观察员
结合各自工作，畅所欲言，就如何
优化营商环境工作积极建言献
策。包洪文边听边记，不时就有
关问题与大家探讨交流。他说，
营商环境是一个地区的重要软实
力，也是一个区域核心竞争力的

重要体现，全面优化提升营商环
境，是三亚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也
是发展生产力、提高竞争力、增强
吸引力的重要举措。

就做好下一步工作，包洪文
要求，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
央和省委、省政府的部署要求上
来，切实增强做好营商环境工作
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扎实推进优
化营商环境各项任务落实。

包洪文强调，此次聘用营商
环境观察员，是三亚推进营商环
境建设的创新举措。观察员要结

合自身实际、充分发挥优势，努力
当好“联络员”“宣传员”“监督
员”，扎实履好职、尽好责，积极提
出合理有效的意见和建议。各级
各部门要树牢责任意识，认真听
取意见建议，积极主动地接受监
督，精准回应企业关心关切，在创
新服务举措上下功夫，把三亚营
商环境工作做实、做好、做出成
效。

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刘钊军
主持会议，各区、市直各部门、企
业等单位有关负责人参加会议。

三亚首批21名营商环境观察员“上岗”
包洪文颁发聘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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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亚首家团代表联络站成立
本报讯（记者 黄世烽）11月 5日下午，三亚

市首家团代表联络站——天涯区团代表联络站
在南海社区党群服务中心正式挂牌成立。团代
表联络站是团代表联系团员青年的“履职平
台”，是对普通团员青年的“联系平台”，是团市
委、团区委、团代表、全市团员青年的联系纽带。

天涯区团代表联络站将通过线上线下双向
联动机制联系团员青年。线上充分利用“天涯
青年”微信公众号等新媒体平台进行宣传和推
送，发布与青年息息相关的活动资讯，号召广大
青年积极参与活动，积极发挥青年的力量；线下
积极利用“青年之家”活动阵地，开展团青交流
会、主题座谈会等多种形式的活动，为团代表直
接联系青年、共同活动提供场地保障，逐步形成
稳定的联系纽带。

团市委有关负责人称，下一步将通过团代
表联络站开展多种形式的活动，与团员青年保
持密切联系，深入了解不同领域、不同行业青年
的成长问题和诉求，充分发挥团代表作用，建立
起团代表联系广大青年的“桥梁”，为海南自贸
港建设贡献青春力量。

星期日 三亚新闻网 www.sanyarb.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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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 者 黄 世
烽）11月 5日，随着三亚市
天涯区党群服务中心以及
马岭大社区、回辉社区、南
海社区、建设街社区、群众
街 社 区 、南 岛 居 等 社 区
（居）党群服务中心的 7家
工会户外劳动者服务站共
同揭牌，标志着三亚一批
工会户外劳动者服务站点
正式启用。

“今年以来，天涯区委
高度重视工会户外劳动者
服务站点建设工作。”天涯
区工会常务副主席陈少敏
告诉记者，党群服务中心
是天涯区委精心打造的党
建阵地，在天涯区委组织
部的大力支持下，天涯区
总工会依托各党群服务中
心阵地，建设了一批工会
户外劳动者服务站点，深
入推进“党建带工建、工建
促党建”的工作格局，实现
了资源有效配置，密切了
党群联系。

“ 这 里 有 空 调 ，有 水
喝，有书读，有医药箱，还
可以热饭，感觉这里就像
自己的家一样，很温馨。”
天涯区环卫工人杨梅是在
天涯区党群服务中心附近
路段工作的受益者，谈到
服务站的设施设备，她赞
不绝口。

记者了解到，天涯区
总工会在市总工会“八个
一”的配备标准基础上，按
照“十个一”：一个室内休
息场所、一套座椅、一个微
波炉、一台饮水机、一个卫
生间、一个应急医药箱、一
个书报架、一套手机充电
站、一个电冰箱、一套雨伞
架”的标准配备便民服务
设施设备，每个服务站约
20 平方米。据悉，天涯区
预计再建设 4 家服务站，
共计 11 家服务站可解决
辖区逾 1400 名环卫绿化
工人、近 20000 名建筑工
人、1400 名综合执法人员
以及辖区交通警察、快递
小哥等户外劳动者工作期
间的饮水、热饭、休息、如
厕等现实问题，为户外劳
动者体面劳动创造良好的
环境。此外各服务站还建
立了站点服务管理工作制
度 ，做 到 专 人 管 理 和 服
务。同时，利用现代科技
手段和互联网，接入服务
站点信息，只要在高德地
图等 APP 上搜索服务站
点，即可导航选择服务站
点。

“当前我区还有 4 家
工会户外劳动者服务站点
正在筹备建设中，将在今
年底前投入运营使用，让

广大的户外劳动者饿了，能吃上一顿热饭；渴
了，能喝上一杯水；累了，能坐下歇一歇；急了，
能就近如厕，感受到工会组织的关怀和‘家’的
温暖。”天涯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区总工会主
席周启统表示，下一步，天涯区总工会将继续
坚持工会户外劳动者服务中心站点建设，加强
统筹规划，建好、用好、管好服务阵地，把工会
组织建设得更坚强有力、更有活力，让工会组
织真正成为职工群众信赖的“娘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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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 4 日，三亚东岸棚改安置区项目工地，塔吊林立，机器轰鸣，工程进度不断加快。
据悉，截至目前，东岸棚改安置区建设项目总进度已完成 83%。项目分布在三个地块上建设，地块一 2 栋楼房整体全部完工；

地块二 6 栋楼房进入园林绿化、地下室水电安装等收尾阶段，预计今年 12 月底具备交付条件；地块三 8 栋楼房正处于主体施工阶
段，部分楼体已经封顶，预计今年 11 月底全面封顶。 本报记者 陈聪聪 摄

扫描下载“大三亚”APP
三亚大事小情尽在掌握

本报讯（记者 吴合庆）脱贫攻坚
结硕果，携手建功自贸港。11 月 7日
晚，“我为加快推进海南自由贸易港建
设作贡献”暨“心连心”决胜脱贫攻坚
文艺演出系列活动收官晚会走进海棠
区，一个个精彩鲜活、寓意丰富、主题
鲜明的节目，以艺术的形式展现脱贫
攻坚一线的感人场景及三亚人民积极
进取、高质量推进海南自贸港建设的
拼搏精神，让人回味而又深受启发。

晚会在开场舞《我们都是追梦人》
中拉开帷幕，以一曲拼搏进取、昂扬向
上的舞蹈，展现全市人民在海南自贸
港建设中敢为人先、勇往直前的饱满

精神风貌。随后，一个个精彩节目陆
续上演，现场欢呼声不断、掌声连连。
海南传统琼剧《三看御妹》选段《手拿
碧桃祷告上苍》为现场观众展现了原
汁原味的本土戏曲精华；《鹿城新篇》
通过朗朗上口、易于传诵的快板表现
形式，让观众重温《海南自由贸易港建
设总体方案》内容；激情高昂的歌舞表
演《我们的中国梦》让人心潮澎湃，对
未来充满向往。

除了歌舞、原创歌曲、快板外，小
品也是本场晚会的一大亮点。《懒汉脱
贫》等节目紧扣主题，生动再现了脱贫
攻坚中贫困群众用双手勤劳致富，主

动脱贫的现实场景，既是对现实的写
照，又是极具教育性的文艺宣传作品，
让观众在笑声中深受启发。

据悉，“我为加快推进海南自由贸
易港建设作贡献”暨“心连心”决胜脱
贫攻坚文艺演出系列活动已陆续在崖
州区、吉阳区、天涯区、育才生态区成
功举行，本场晚会是系列活动的收官
之作。

本次活动由市委宣传部主办，市
扶贫办协办，海棠区委宣传部、三亚传
媒影视集团承办，中国移动海南公司
三亚分公司赞助支持。

>>>更多报道见2版

“我为加快推进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作贡献”暨“心连心”决胜脱贫攻坚文艺演出系列活动圆满收官

脱贫攻坚结硕果 携手建功自贸港

塔吊林立 建设加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