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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整田畴 点土成金
本报记者 !"# $%& 通讯员 '()

广袤沃野!稻穗飘香"

!月 "#日! 万宁市后安镇曙光村委会
冯村村民陈国贵等人请来收割机为几户村
民收割水稻! 数亩水稻仅用个把小时便收
割完毕" #土地整理好处多!不仅排灌设施
全!而且还修了机耕路!收割机$汽车等可
开进田洋来! 农产品运输不用人挑肩扛
了" %陈国贵心里甜滋滋的"

这是我省土地整理的一个缩影" &土地
整理的成效!可说是'点土成金() %有关农
业专家如是说"

省国土环境资源厅统计!近 !年来!我
省共批准实施国家投资和省级投资土地整
理项目 $%个!总投资 &'(#$亿元!建设规模
!()%万公顷!完成投资 %($#亿元!新增耕地
)*"%公顷"

&土地整理是百姓欢迎的惠民工程!新
增了耕地! 提高了地力! 耕作条件大为改
善!实现了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助推了国家
热带现代农业基地建设" %省国土环境资源
厅厅长陈健春说"

另悉! 国土资源部近期将支持海南积
极推进现代农业基地土地整治示范建设!

支持建设海口市南渡江流域土地整治等一
批重大工程" 今年我省土地整理将有&重头
戏%! 省国土厅近日下达 &%个土地整理项
目任务计划! 拟投资 %("亿元整治 &&(+万
亩土地!计划新增耕地面积 %#$"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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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来坑洼狭小的田间泥土路变成了宽
敞的碎石路! 一条条混凝土灌渠替代了土
渠!原来撂荒的坡地变成了耕地!新增耕地
近 %''亩" 这是澄迈县美郎土地整理项目
实施后带来的变化"

&项目区原生产条件较差!田间灌排系
统不完善!路难行!制约了农业生产" %澄迈
县土地储备整理中心主任周招畅介绍说"

"''$年底! 总投资 $%!万元的美郎土
地整理项目正式启动!建设规模 %+!公顷!

整理内容包括土地平整$ 完善田间水利设
施$修建田间道路和配套建筑物等!还从其
他园地及荒废果园中共计整理出新增耕地
&$(!公顷"

当地百姓尝到了土地整理的甜头" 扬坤

村委会美郎村村民陈棣说*&过去田洋排灌不
畅!我们一年只能种一造水稻!单产不过 "'',

%''斤!部分水田都撂荒了) 整理后改善了耕
作条件!一年可以种两造水稻和一造瓜菜!水
稻产量增至 &'''多斤!我们还在新增的耕地
里种香蕉!年收入比过去翻了一番) %

土地整理激发了农民发展农业的热
情! 万宁市后安镇曙光村委会冯村村民林
道九最近在后安土地整理项目区承包了 +'

亩地!准备扩种瓜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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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条条纵横交错+ 笔直宽敞的水泥路在
脚下延伸!田间地头排灌设施配套完善!翠绿
的香蕉$ 蜜瓜$ 菠萝等热带瓜果基地集中连
片!滴翠流金!瓜香蕉绿!丰收在望"这是记者
!月 "+日在乐东黎族自治县尖峰镇万亩土地
整理项目区看到的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

&尖峰项目区通过对水$路$林的综合
整治!形成了颇具规模的现代化农业基地!

实现了规模化经营! 为农业科技产业化发
展奠定了基础" %海南万钟实业有限公司副

总经理陶松伦感慨地说"

目前! 尖峰镇依托省级农业产业化重
点龙头企业$ 我省香蕉协会会长单位,,,

海南万钟实业公司等多家农业企业强劲的
资金$技术$市场$信息$品牌等优势!促进
产业化经营!打造精品型示范基地!带动当
地农民发展集中连片的香蕉$甜瓜$苦瓜等
热带瓜果 "(!万亩!形成了规模优势!产品
远销国内大中城市)

省国土环境资源厅有关负责人称!我
省将土地整理项目与农业结构调整及适度
规模产业化结合起来! 配套建设高等级的
道路$水利设施!将原有零星细碎的地块规
整成片! 促进了公司加农户等模式的适度
规模产业化经营!助力现代农业发展)

JKLMNO,

水稻$玉米$棉花--一个个初具规模
的育种基地集中连片!一望无垠.一条条环
田路+机耕路四通八达.一幢幢科研大楼拔
地而起--这! 就是地处三亚的国家南繁
科研中心南滨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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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随着去年以来我省资本市场的迅
速发展!后备上市资源的深度和厚度也大大
扩展)记者从今天召开的海南省企业上市培
训会议上获悉!我省后备上市公司资源库中
已储备了 *)家公司! 其中!#家进入辅导备
案!%家向证监会报送了 -./申请材料!预
计今年还有 !家公司将报送 -./申请材料!

形成了申报一批+辅导一批+培育一批的&三
个一批%梯队上市格局!推动海南资本市场

发展与国际旅游岛建设的要求相适应)

此次企业上市培训会议由省金融办主
办!金元证券协办)

随着国际旅游岛建设上升为国家战
略! 我省资本市场实现了跨越式发展) 据
悉! 自 "''$年底到目前为止! 我省已有 !

家企业先后获准上市) 后备上市资源方面!

"'&'年以前全省后备上市企业还不足 !'

家!目前已经增长近一倍!达到 *)家)

但从目前来看!我省资本市场发展和国

际旅游岛建设的要求还有不小差距)省金融
办有关负责人表示!省内各方面对资本市场
的认识还有待提高!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对
资本市场的意识还比较淡薄)为适应后备上
市资源的快速增加!我省加大了对企业培训
的力度!今年已先后 )次举办培训活动)

据悉! 目前我省的后备上市企业主要涉
及旅游+高新技术+医药+能源+农业等诸多领
域!且具有一定规模+行业优势及盈利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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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君曹文华于二 '一一年五月二十五日/农历四

月廿三0凌晨在海口溘然长逝)

在文华同志住院治疗+追思送别期间!得到中央

领导+海南省委+省人大+省政府+省政协领导的亲切

关怀和慰问!在此!深表感谢1同时还得到文华同志生

前工作过的省人大+政法公安战线的战友+同事+各界

领导+友人和湖北家乡的领导+乡亲+以及家人的亲朋

好友的关心和慰问!在此!也一并衷心感谢1

遗孀*潘美德 携

家人+亲属叩谢1

二 '一一年五月三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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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中共中央政
治局 !月 %'日下午就培育发展战略性新兴
产业研究进行第二十九次集体学习) 中共中
央总书记胡锦涛在主持学习时强调! 加快培
育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 对实现经济社会全
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对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
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具有重要战略意义)

要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 面向经济社会
发展重大需求! 处理好市场基础性作用和政
府引导推动的关系+ 整体推进和重点突破的
关系+立足当前和着眼长远的关系!发挥企业
主体作用!加大政策扶持力度!深化体制机制
改革!着力营造良好环境!强化科技成果产业

化!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快速健康发展)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薛澜教授+ 国务
院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研究部冯飞研究员
就这个问题进行讲解! 并谈了他们的意见和
建议)

中共中央政治局各位同志认真听取了他
们的讲解!并就有关问题进行了讨论)

胡锦涛在主持学习时发表了讲话) 他指
出! 加快培育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是加快转
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必然要求! 是努力掌握国
际经济竞争主动的必然要求! 是加快建设创
新型国家的必然要求! 关系经济社会发展全
局) 加快培育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有利于我

们充分发挥科技引领作用+ 在更高起点上形
成新的经济增长点+ 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
益! 有利于我们抓住国际产业调整转移和生
产要素优化重组的时机+ 加快形成参与国际
经济合作和竞争新优势! 有利于我们有效吸
引+集聚+整合创新资源!加强经济社会发展
创新驱动) 我们一定要紧紧抓住历史机遇!切
实加大工作力度! 把战略性新兴产业加快培
育成为先导产业和支柱产业)

胡锦涛要求抓好以下重点工作的落实)

第一!着力实现重点领域突破!综合考虑我国
国情和科技+产业基础!根据战略性新兴产业
发展阶段和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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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为期两天的省四届人大常委会
第二十二次会议完成各项议程!于今天下午
在海口闭幕) 会议表决通过了2海南省地方
志工作规定3+2海南省电力建设与保护条
例3+2海南省电信设施建设与保护条例3等
地方性法规!并通过了有关人事任免事项4

应出席本次会议的常委会组成人员 !%

人!今天实到 )%人!符合法定人数)

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符桂花+符兴+毕志
强+康耀红+陈海波!秘书长陈国舜出席会议)

会议由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张力夫主持)

会议期间! 常委会组成人员认真履行宪
法和法律赋予的职责! 对会议的各项议程进
行了认真审议!提出了许多很好的意见)列席
会议的同志也畅所欲言!发表了各自的看法)

会议对2海南省红树林保护规定0修订
草案13+2海南经济特区律师执业条例 0修订
草案23进行初步审议)

关于 2海南省红树林保护规定 0修订草
案23!委员们认为!该规定自 &$$*年颁布实
施以来! 促进了红树林的保护和沿海生态环
境的改善!取得了较好的生态效益+社会效益
和经济效益! 但实施过程中还存在各级政府
在红树林保护+恢复和发展方面投入不足!部
分毁坏红树林的违法行为未得到有效遏制等
问题! 为进一步加强对红树林资源的保护和
管理!有利于促进沿海生态环境的改善!解决
我省红树林保护中出现的新问题及困难!全
面修订本规定十分必要.关于2海南经济特区
律师执业条例0修订草案23!委员们认为!修订
意见可以有效规范律师的执业行为! 保障律
师依法执业!对维护当事人和合法权益!维护
司法公正和社会稳定大有裨益! 但条例的部
分内容与国家新修订的2律师法3等法律法规

的一些规定不一致! 也与我省经济社会发展
和海南国际旅游岛对律师执业活动的新要求
不相适应)因此!以上两项法规草案暂不交付
本次会议表决)会后!由法制委员会根据委员
们的审议意见! 对法规草案作进一步研究修
改!再提请以后的常委会会议审议)

关于 2海南经济特区有限责任公司条
例3和2海南经济特区股份有限公司条例3!

委员们认为! 这两个条例自颁布实施以来!

在规范我省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

促进经济社会发展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但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这两个条例的许多规
定与国家2公司法3等法律法规的规定明显
不一致且不具可操作性!为了维护国家法制
的统一!赞同废止这两个条例)

会议表决通过了2海南省地方志工作规
定3!2海南省电力建设与保护条例3!2海南
省电信设施建设与保护条例3!2海南省劳动
保障监察若干规定3!2海口市城乡规划条
例3!2昌江黎族自治县特定林木保护管理条
例3!2白沙黎族自治县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
条例3!2"'&&年海南省省本级一般预算调整
方案3!2海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
于市县区和乡镇人民代表大会换届选举时间
的决定3!2海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关于市县区新一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名额的
决定3!2海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
于市县区新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组
成人员名额的决定3

副省长李国梁! 省高级人民法院副院长
田湘利!省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黄卫国!省人
大法制委员会和财政经济委员会委员! 省人
大常委会各工作机构负责同志和有关工委委
员!省人大代表!各市+县+自治县人大常委会
负责人!以及有关部门的负责人列席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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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今天召开的全省保障性安居工程
建设工作督导会强调! 各级各部门要抓进
度+抓质量+抓入住率+抓创新+抓基础性建
设!确保我省全年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任务
的圆满完成)

根据国家保障性安居工程协调小组与
省政府签订的 "'&&年住房保障工作目标责
任书! 今年我省保障性安居工程计划任务为
$()+万套/其中实物建房 $("+万套!新增发放
廉租住房补贴 '("万户!不含农村危房改造0)

另外! 我省确定了 %万户农村危房改造和 &

万户大中型水库移民危房改造计划) 围绕今
年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的总体目标和时间要
求!全省各地迅速行动!全面推进!在短时间
内就形成了实物工作量!开局良好)截至 )月
底! 今年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全省已开工
)('$万套+%))(#)万平方米! 占今年计划的
%'(*3)

会议强调!为了确保我省全年保障性安

居工程建设任务的圆满完成!必须抓好五大
事项) 一要抓进度!各地和相关部门要确保
保障性安居工程的计划落实! 尽快开工)

"'&& 年计划新开工的保障性安居工程项
目!+月底前要确保 !'3开工建设!$月底前
要确保 &''3开工建设) 这就必须抓好土地
和资金的落实工作!创造积极的人为因素)

二要抓质量! 把质量第一的原则落实到保
障性安居工程建设的各个环节! 加强对保
障房面积的控制!集约利用土地!加大建筑
节能的工作力度) 三要抓入住率!分配要公
开透明!做到政策公开+审批公开+公示结
果公开+摇号公开!对整个分配过程要加强
监督.加快配租配售进度!防止建而未用)

四要抓创新! 以解决项目建设资金来源过
于单一+保障房可持续建设与管理等问题)

五要抓基础性建设! 做好城镇居民住房和
收入状况调查工作!摸清需求底数!以合理
编制保障房建设规划)

副省长李秀领出席会议并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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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沙滩&黑泥%如何形成5 海岸侵蚀现
状怎样5 地质灾害与人类工程活动有何关
联5 水+土地+海岛+旅游资源能否承载海南
国际旅游岛建设5我省史上最大的地质环境
保障项目,,,海南国际旅游岛地质环境保
障工程将对此作出回答) 日前!项目总体实
施方案通过国土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海
南省国土环境资源厅+中国地质调查局武汉
地质调查中心+海南省地质局联合组织的专
家评审)

据了解!开展此项工作的主要原因是海
南岛海岸带地质环境脆弱!局部环境地质问
题突出等!制约了海南国际旅游岛建设工程
的选址和规划布局!影响了滨海景区旅游项
目的开发和建设.旅游+地下水+地热/温
泉0+海岛资源丰富!但家底不清!制约了地
质资源的开发利用)保障海南国际旅游岛建
设和国家重大建设工程的安全运行!急需开
展地质环境调查评价工作!为重大工程选址
提供科学决策依据)

为查明海南岛区域地壳稳定性+ 海岸侵
蚀后退+沙滩泥质增加/沙滩变黑0+旅游区水
土染污等环境地质问题!以及旅游资源+地热
资源/温泉0+水资源+海岛资源的数量+分布
范围+开发保护情况!项目设置了海南岛活动
断裂与区域地壳稳定性调查评价+ 海南岛海
岸带地质环境调查与监测+ 海口和三亚城市
三维可视化地质模型建设+ 海南岛旅游地质
资源调查评价+ 海南岛周边岛屿及西沙群岛
海岛资源与环境综合调查评价等专题)

项目实施后将初步建立&海岸带地质环
境监测预警预报系统%! 向相关职能部门提
供有关海岸带地质环境问题+地质灾害的实
时预警预报服务.建立&海南国际旅游岛地
质环境信息管理服务系统%! 为政府部门和
相关单位提供地质数据实时查询+地质空间
三维图形浏览等服务!为游艇基地+核电站+

跨海通道+航天城+滨海旅游度假区等大型
工程建设项目的选址和规划提供基础资料)

项目由省政府和国土资源部共同出资
完成!起止时间为 "'&&年至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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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9:GH!两部总长度为 +'分钟的展现
海南风光和民风民俗的电视专题片! 日前
在乌克兰国家电视一台播出) 海南日报记
者今天从省旅游委获悉! 受乌克兰国家电
视一台委托! 中国驻乌克兰使馆近期专门
致电我省! 对省旅游委和省外办对该台记
者来琼拍摄给予的协助表示感谢)

"月 &$至 %月 &日!在省旅游委和省
外办协助下! 乌克兰国家电视一台 %名记
者顺利完成在琼拍摄工作)根据拍摄素材!

乌克兰国家电视一台很快制作出两部总长
度为 +'分钟的电视片! 向乌克兰人民全
面+生动地介绍海南的旅游资源和风土人
情!并分别于 )月 #日和 &)日午间时分播
出) 根据电视台实时调查! 这两部电视片
收视率较高!在乌克兰民众中反响很好!对
扩大海南旅游在乌克兰的影响起到了积极
作用) 中国驻乌克兰使馆和乌克兰国家电
视一台初步商定!将在 +月举办的2中国电
视周3 中将此次拍摄的两部海南宣传片列
入重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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