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问计于民，描绘五年发展蓝图

建设“美好乐东”
等您来建言献策

本报讯（记者 林林）乐东黎族自治县第十四次
党代会拟于 2022 年 1月召开。为系统科学绘就乐
东未来五年发展蓝图，集思广益、问计于民、聚智成
策，乐东黎族自治县县委决定，从11月 2日至11月
30日，开展党代会建言献策活动，广泛征求社会各
界对建设美好新乐东的意见建议，欢迎各界人士踊
跃参与，积极建言献策。

征集具体内容包括：一是完善提升乐东未来五
年发展定位、发展战略、发展路径、发展举措；二是
谋划实施一批支撑乐东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重
大政策、重大项目、重点工程；三是推进改革创新、
乡村振兴、科技创新、新型城镇化、文化繁荣发展、
保障改善民生、优化营商环境、社会治理、党的建设
等方面。广大干群和各界人士可通过信函、电子邮
件、网络问卷等多种方式参与，所提意见和建议应
主题鲜明、重点突出，字数不限。

党史学习教育开展以来，乐东
各级党组织扎实开展调研，面向群
众和服务对象列出“我为群众办实
事”任务事项清单 152 项，其中县
级清单 7 项，推动“我为群众办实
事”活动落地落实见成效。

为民办事有力度
全力吹响“冲锋号”

学习党史不仅在于知，更在于
行。

截至目前，县水务局大力推动
6个镇级污水处理项目建设，今年
二季度约完成整个工程量的70%；

县房管局积极推进296套保障

性安居工程项目，目前已全面进入
装饰阶段；

……
眼下,一个个民生项目建设正

在高质量发展的快车道上“阔步奔
跑”。

“小窗口”服务“大民生”。今

年以来，乐东以政务服务窗口为切

入口，聚焦“群众办事难”这一问

题，疏堵点、治痛点、解难点、消愁

点，不断提升政务服务水平。

县行政审批局牢记为人民服

务的宗旨，设立“老人、残疾人、军

人”窗口和代办员，主动引导老弱

病残困难群体在服务窗口办事，推

行“不见面”审批，目前共有 1500

多项审批事项可在网上直接办理；
县公安局服务窗口推出一站

式集成自助 24 小时服务，提高群
众办事的便利性，推出工程项目审
批改革和涉企告知承诺制，大幅减
少审批环节和需提供的材料，真正
做到简政便民，优化营商环境；

乐东税务局全力打造全天候、
立体式、智慧型办税缴费服务场所
——24小时自助办税服务厅，为纳
税人提供发票代开、多种发票领
用、社保费缴纳等多类型的自助服
务，让“一次不用跑”落到实处。

创新乡村治理模式
夯实乡村振兴发展基础

坚持以“我为群众办实事”为
契机，乐东把美丽乡村建设作为工
作的重中之重，围绕“生产发展、生
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
民主”要求，全面谋划部署，不断夯
实乡村振兴发展基础。

创新乡村治理“积分制”管理
模式。重点围绕乡村振兴转产就
业类、人居环境美化类、乡风文明
建设类三大类 40项基础积分项目
及扣分类 20 项扣分项目，实施每
月积分制度，调动群众参与基层治
理积极性，努力构建共建、共治、共
享的乡村治理新格局。

建设乡村法治服务中心，实现
全县 11 个镇全覆盖，整合人民法
庭和镇综治办、司法所、派出所等

各类平台，调动各村(居)调解员、
网格员、村(居)法律顾问等各种基
层治理力量，打造具有乐东特色的

“一站式受理、多部门对接、一揽子
调处”多元纠纷化解模式。

自乡村法治服务中心成立以
来，共接待群众 410 余人次，受理
纠纷334件，化解纠纷252件，为老
百姓更主动、更快速地提供更优质
的公共法律服务。

保护好绿水青山，是乐东为群
众办的最大实事。近年来，乐东聚
焦生态环境保护，对新增乱占耕地
建房图斑应拆尽拆，188 宗已拆除
175宗，1223宗森林督查违法图斑
完成整改 1043 宗，实施马鞍岭和
九个闭坑矿山治理与修复工程。

学党史、办实事，乐东晒出民生“成绩单”
本报记者 林林 通讯员 邢福特

东方推进农村“厕所革命”
助力乡村振兴

本报讯 (记者 符吉茂 通讯员 高洁冰)小厕所、
大民生。东方把农村改厕工作作为一项民生实事
来抓，坚持将好事办实、实事办好，全市行政村基本
实现全覆盖，有效提升了村民幸福指数，促进了乡
村振兴。

家住大田镇老马村的刘小丽回想过去十几年，
家家都是又臭又脏的旱厕。2019年，大田镇根据市
委市政府要求，把“厕所革命”作为一项政治任务来
抓，斥资鼓励村民进行厕所改造。去年，刘小丽家
已用上了干净的冲水式蹲厕。厕所内，墙面和地板
都贴了瓷砖，热水器等设备一应俱全，干净又整洁，
用起来更舒心。

小厕所连着大民生，在东方各乡镇，还有许多
像刘小丽这样的村民，从改厕工作中收益。

大田镇的改厕工作只是东方“厕所革命”的一
个缩影。东方十个乡镇和华侨经济区都在不断发
力，因地制宜，通过以点带面、串珠成线的建设方
式，使农村群众的生活质量全面提升。截至目前，
全市累计建成农村卫生厕所75000座，覆盖率达到
99.12%，基本实现行政村全覆盖，农民逐步养成良
好卫生习惯，村庄整洁水平明显提升。

本报讯（记者 符吉茂）东方平价
蔬菜零售保险试点工作开展以来，首
批投保试点商户平价菜销售量和销
售额较投保前有所提升，平价蔬菜保
险试点工作取得初步成效。

卢运玲是东方首批平价蔬菜
零售保险的投保人之一，9 月中
旬，在有关部门的倡议下，她购买
了平价蔬菜零售保险。她告诉记
者，一开始都只是抱着试试看的心
态去投保，但没想到参保后，因为
价格相对实惠，所以销量提高了不

少，再加上理赔和奖励补贴的钱，
收入也比以往多了，这让她信心大
增，立即与其他商户一起追加了参
保量。

卢运玲说：“我这个月每把秤
都投保了 600斤，我们一家几姐妹
都要了三把秤。政府办这个是为
百姓好，我现在生意比以前好多
了，销量更大了。”

据了解，平价蔬菜零售保险是
打通平价蔬菜保供惠民“最后一公
里”的重要内容，是民心工程，也是保

障蔬菜零售合法利益的重要措施。
此次平价蔬菜零售保险标的

为“15+N”种基本蔬菜。“15+N”种
基本蔬菜包括茄子、上海青、黄瓜
等 15 种基本品种，在保障 15 个基
本品种基础上，根据东方实际选取
N（不超过 7 个）个品种作为保险
标的。

今年 9 月中旬以来，全市 5 户
参保蔬菜摊位销售平价蔬菜量达
331.2 吨。随着 2.55 万余元的保险
赔款送到 5户蔬菜零售商手中，商

户参保积极性大大提升。
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

公司东方支公司业务科长符欢说：
“拿到赔付款的5户商户，对保险自
信心增强。目前，参保商户已增加
到63户，安装电子秤95台，后续也
在陆续签单。”

作为财政补贴的政策性保险，
平价蔬菜零售保险由省市两级财
政补贴 80%保费，投保人零售者
自缴保费比例仅为 20%，同时实
行按月承保按月理赔，零售商户

只要按照不高于政府倡议的价格
销售，就可以按照每斤不超过 0.5
元的差额得到赔付，零售商户第
二个月即可拿到赔款。值得一提
的是，政府部门为经营商户配置
的电子秤所收集的交易数据可实
时传送至平价菜监测平台，以便
及时掌握销售价格及总量，分析
把握市场消费需求，为产销对接
提供依据，多举措做实、做细“菜
篮子”保供稳价工作，让更多的百
姓享受到实惠。

东方推行平价蔬菜零售保险试点初显成效

打通平价蔬菜保供惠民“最后一公里”

分界洲岛的水下世界

在分界洲岛海域，一条狮子
鱼在海中游动。

分界洲岛位于海南陵水黎
族自治县，其周边海域生态系
统为典型的珊瑚礁生态系统。
分界洲岛开发前，海底珊瑚因
不法人员盗采损毁严重，海底
生态受到严重破坏。为了有效
恢复分界洲岛周边海域海底生
态 ，海 南 分 界 洲 岛 旅 游 区 自
2004 年起联合海南省海洋与渔
业科学院开展珊瑚保育工作，
实施珊瑚移植等海洋生态修复
工程，带动、吸纳周边渔民到景
区就业，降低渔船对海洋生态
造成的危害。经过十多年的保
护，目前分界洲岛旅游区海域
珊瑚覆盖率达 34%，部分浅水区
域珊瑚覆盖率达到 40%-50%，海
洋生物也逐渐多了起来。

新华社记者 杨冠宇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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寄送信函

请寄送至县委办政策研究室（海南省乐东黎
族自治县抱由镇人民路42号三横路2号，邮政编
码：572500），并标注“党代会建言献策”字样。

电子邮件

请 发 送 至 ：ldxwb888@163.com，并 标 注
“党代会建言献策”字样；

填写网络问卷
请在 2021 年 11 月 30 日前填写县委办

发出的“党代会建言献策”网络调查问卷。

电话质询
请致电8552323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