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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日前! 儋州市那大镇作出决定!除
了全镇各单位"村#居$委会订阅 !"# 多
份 %海南日报 &外 !还要为农村每个党
员户'社区困难党员户订阅一份(海南
日报&)

那大镇是儋州市核心区! 全镇有人口
!$万人!有 !%个村委会及 %#个居委会!其

中!农村党员人数 "##多人*该镇党委日前
核定全镇农村党员和居委会困难党员人数
后!拨出资金增订 &!#份(海南日报&赠送
给这部分党员*

那大镇委书记李世敏告诉记者*将(海
南日报&赠送给农村党员!是为了提高他们
的学习能力+理论水平!更加有力地开展农
村工作*

$%&'()*+ ,-./$01234

!!!!!

!!!!!

!!!!!

A2!"#$

0

$!

5

%

6 789

:;<=

&

>?@ <A

&

BCD EA

&

FGH

!IJK

时 政

!!"1234567891:;

!"# !'(,-. !"#/01"

省四届人大四次会议期间及闭会后! 省人
大常委会办公厅交由省政府系统办理的人
大代表建议共计 !!&件!目前!这些建议已
逐件办理并书面答复了代表*对此!人大代
表表示满意和基本满意*

今年是实施 ,十二五- 规划的开局之
年!也是国际旅游岛建设关键之年*我省人
大代表围绕促使海南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
展' 加快海南国际旅游岛建设和现阶段人
民群众最关心' 最直接' 最现实的利益问
题!提出了很多有价值的意见与建议*

据悉!!!&件代表建议涵盖了我省经济
社会发展和政府工作的方方面面! 交由 '!

个省直厅局和 '个市县政府办理*其中!被
采纳' 所提问题已经解决或基本解决的有

$!件!占总件数的 '&(')!同比解决率下降
了 '(!).代表建议被采纳+所提问题正在
解决或列入计划逐步解决的有 %!%件!占
总件数的 *'(*)!同比解决率上升了 !(&).

代表所提建议因目前条件限制或其他原因
留作今后参考的有 !' 件! 占总件数的
%#(!)!同比解决率上升了 #(&))

对人大代表建议! 省政府办公厅认真
落实省政府领导牵头督办重点建议制度!

今年共有 +件人大建议确定为重点督办建
议件) 省政府领导把督办重点建议纳入议
事日程!认真协调!深入调研!做到了件件
有着落+事事有结果)在省政府领导重点督
办机制的带动下! 各承办单位确定建议办
理工作的重点!认真部署!保证了建议办理
工作扎实有效的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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冲刺，西部勇当“火车头”
本报记者 234 567 )8 9: ;<=

,要努力成为全省经济发展的 /火车
头0-!在 %#月 !"日省政府召开的西部七市
县1区$经济形势分析座谈会上!省委副书
记+代省长蒋定之对西部市县提出了这样的
期待)

连日来!海南日报记者赴澄迈县+东方
市和乐东黎族自治县等西部市县采访!了解
到这些市县以干部作风建设为保障!抓产业
发展+抓项目建设+抓基础设施配套!奋力争
取全年经济发展的优异成绩!为确保完成全
省经济发展目标勇挑重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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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初确定 !#)的经济增长目标时!不
少人有顾虑!因为去年澄迈以 !*(&)的 ,-.

增速名列全省第一!基数太高了)现在看来!

完成全年目标完全有把握2 -澄迈县委书记
杨思涛对记者说)

统计数据印证了杨思涛的自信)今年前
三季度!澄迈县 ,-.增速达 !#(")!名列全
省第二) 进入 %#月份!速度仍在加快!%/%#

月全县 ,-.累计增长 !%(%)! 比前三季度
又快了 #(0个百分点)

澄迈是西部市县的一个缩影)省统计局
的数据表明!西部地区的儋州1含洋浦$+东
方+澄迈+临高+乐东+昌江 &市县前三季度
,-.增速达 %*(%)!比全省平均增速 %#(&)

快了 0(*个百分点) 其中东方+澄迈+昌江分
别以 !%($)+!#(")+%0(&)的增速!位居全省
前三甲)

除生产总值外! 地方一般预算收入+固
定资产投资等多个主要经济指标!西部地区
也遥遥领先) 西部 &市县中 ,-.增速稍缓
的乐东!%1%#月固定资产投资以 $"(*)的增
速位居西部市县第二位!高强度的投入将为
这个传统农业大县未来几年的调整结构快
速发展打下坚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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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部地区工业规模占全省三分之二!洋
浦+昌江+金牌+老城+东方五大工业园区均
分布在西部地区!这些园区近年来培育了一
批大型工业企业! 一批支柱产业初步形成!

一批战略性新兴产业正在崛起)

老城经济开发区是澄迈经济增长的主
力军! 开发区内年产值超过 %#亿元的工业
企业就有海南生态软件园+ 华能海口电厂+

华盛水泥+华塑石化+中航特玻等)开发区管
委会副主任王春天告诉记者!开发区增加值
占全县 ,-.的比重达 &*(")! 其中工业增
加值占全县工业增加值的 $$(")) 开发区今
年前 %#月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高达*'(%)!

对全县经济增长位居全省前茅功不可没)

前三季度增速位居全省第一的东方!同
样得益于工业的强劲增长!在 $#万吨甲醇+

华能东方电厂等大型工业项目的拉动下!该
市前三季度工业增加值增长 0"(')!成为拉

动经济增长的主导力量)

在位于老城开发区的中航特玻!我们看
到一期 '号生产线+0号生产线设备安装工
作已基本就绪! 正进入紧张的设备调试阶
段! 预计明年三四月份!'号生产线+0号生
产线将先后点火投产!中航特玻将再添拳头
产品) 而在华能东方电厂!装机容量分别达
'*万千瓦的 '号+0号机组正在紧张安装!

预计明年 '月+%%月将分别投入商业运行)

这些建设中的大型项目!将为这两个市县经
济增长注入新的动力)

在列数东方市今后两年将竣工投产的大
型项目后!东方市市长吉明江充满信心地对记
者说3,明后两年东方不仅经济总量会有大规
模扩张!财政收入也会有大幅度的增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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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部市县发展速度虽快! 但产业发展不
平衡的问题不容忽视!乐东农业独大!澄迈+

东方二产占了半壁江山! 工业以高耗能高排
放的传统工业为主) 这些市县在冲刺第四季
度+确保完成全年发展目标的同时!也在谋划
产业转型!为长远的可持续发展打下基础)

乐东龙沐湾的海滩上!几年前密布的养
虾池已不见踪影!取而代之的是体量庞大的
建筑群!包括已经封顶的两家五星级酒店温
德姆至尊豪廷酒店+ 凯宾斯基别墅酒店!以

及渔人码头商业街和温泉海景公寓)

总投资预计达 '##亿元的龙沐湾国际
旅游度假区承载着乐东这个农业大县的产
业转型梦想) 这个度假区建成后!乐东旅游
将形成尖峰岭与龙沐湾山海互动的局面!旅
游业的崛起!将改写该县农业增加值占比高
达近六成的产业格局)

工业强县澄迈同样在谋划产业转型)今
年 0月开园的海南生态软件园!产业以文化
创意+服务外包+软件开发+信息产业为主!

目前已有包括惠普+东软+海航信息+益进信
息+天涯在线等 %+'家企业入驻!今年 %1%#

月!该园区已创造产值 !*(!亿元!年底将突
破 '#亿元)杨思涛告诉记者!到 !#%'年!园
区产值可突破 %##亿元)

,在公园中工作!在生活中创造) -环境
幽静+ 上班时间也难见喧闹的生态软件园!

一改老城经济开发区企业在机器轰鸣中生
产的印象!成为绿色发展的典范)

濒临北部湾的东方则发挥区位优势!把
发展与东盟国家的边境贸易作为壮大服务
业的重要途径)规划占地面积 $*#亩的东方
边贸城正在热火朝天地建设之中!这里将打
造成为集边境小额贸易+互市贸易+转口贸
易+物流+仓储+加工为一体的中国1东方$1

东盟海上边贸物流中心)

坚实的产业支撑!使得海南西部地区经
济在今后较长时期仍能保持稳定较快的增
长速度!而不是昙花一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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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CD"记者今天从洋浦经济
开发区管委会获悉! 海航游艇制造项目已
于 %!月 !日在洋浦保税港区开工!此举意
味着洋浦保税港区朝着高端旅游装备制造
业发展方向迈出了重要一步)

记者了解到! 海航游艇制造项目总占
地面积 %$#亩! 总投资 '(%亿元人民币!厂
房总建筑面积 "('万平方米!道路+游艇摆
放区+停车场面积达到 "(!万平方米!绿化
面积 %(% 万平方米! 围墙 %0&% 米! 计划
!#%!年底建成投产!投产后年产各类游艇
0*艘)

洋浦经济开发区管委会有关负责人
介绍! 洋浦作为海南唯一的国家级经济

开发区! 承担着推进海南国际旅游岛建
设的重任) 洋浦在坚持,一港三基地-产
业定位的基础上! 按照国务院关于推进
海南国际旅游岛建设发展的若干意见!

把发展游艇等高端旅游装备制造业!明
确为洋浦推进国际旅游岛建设的重要内
容之一)

该负责人表示! 洋浦保税港区作为海
南对外开放的一个重要平台! 为游艇制造
等出口加工企业提供了开放+ 优惠的政策
支持)海航游艇制造项目开工!是洋浦保税
港区朝着高端旅游装备制造业发展方向迈
出的重要一步!对服务国际旅游岛建设!提
升和拓展洋浦保税港区的出口加工功能具
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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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 我省大中专院校+ 相关研究机构获赠
%##套大型历史文献画册(孙中山&及励志
著作(你的梦想一定能实现&)

(孙中山&画册由完美1中国$有限公司
捐资编撰! 收录了几百幅孙中山先生的珍
贵照片和文字!是一本全面+真实地反映孙
中山先生革命历程的珍贵史料) 通过海南

省学生联合会+海南省宋庆龄+宋耀如研究
会等单位!这批价值近 %#万元的 %##套大
型文献画册(孙中山&将赠送给我省大中专
院校和相关研究机构)

此外! 该公司还通过海南省青少年希
望基金会向我省希望小学赠送了 %##册由
日本著名实业家+ 励志学者稻盛和夫编著
的图书(你的梦想一定能实现&)

FGRSTUVWXYZ[\]

!"gh

$!

5

'

6# !'(GHI

!"#>HJ" 省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今
天发出紧急通知!决定从明天起!各市县+各
有关部门和单位要组织开展为期一个月的道
路客运安全督查!逐一对客运企业+客运车辆
情况进行全面排查!及时治理各类隐患)

当前我省道路交通事故依然高发!事故
起数和死亡人数均占全省各类事故总量的
三分之二以上! 且今年以来发生的重大+较
大事故都是道路交通事故!安全形势严峻)

省安委办要求! 各市县和相关部门及
单位要高度重视道路运输特别是客运安全

生产工作! 全面开展道路客运安全专项督
查!对重大隐患各市县安委会要挂牌督办.

公安+ 交通等部门要加大路面巡逻检查力
度!严查客运车辆超速+超员+疲劳驾驶等
违法行为.交通部门要加强对包租客车+旅
游包车的安全管理. 要加强对客运车辆动
态监控管理! 确保每辆客运车辆安装 ,.2

定位系统和行驶记录仪并正常使用)

省安委办要求各运输企业全面开展自
查!吸取事故教训!及时整改存在问题和隐
患!确保驾驶人员状况+车辆状况+仪器仪
表+维修保养安全可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