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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上午!省农垦工会在罗豆农场举
行了垦区"关爱妇女健康行#系列活动启
动仪式$ 仪式上!来自东昌农场 !"岁的邓
海贞等 #名特困单亲女职工!领取了价值
$%%%元的健康体检卡$ 同时!罗豆农场吴
青燕等 $%名困难单亲女职工! 也获得省
总工会提供的保额 $ 万元的女职工安康
互助保险$

据悉! 省农垦工会的 "关爱妇女健康
行%系列活动!将为垦区在困难职工帮扶中
建档的 $%&'名单亲困难女职工!每人购买
一份安康互助保障$ 同时! 将免费为全部
&(个农场的女职工! 进行妇科普查普治!

还将举办 $)场"关爱妇女健康&预防妇科
疾病%讲座!年内完成 $)个单位的"妇女之
家%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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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客可以骑自行车游群山村千亩大田洋'封浩
洋!欣赏绿色田洋风光!贴近绿色田野!呼吸清新空
气!畅享田园农耕惬意$ 在游客骑自行车游览田园风
光的同时!安排体验农耕乐趣活动'''采摘和品尝富
硒西瓜$ 游玩活动结束后!前往黄坡村农民家中!品尝
富硒定安黑猪排骨汤!富硒农家南瓜花!焖猪蹄等绿
色富硒健康食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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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客可以领略(古色古乡 百里百村#原生态自然
环境!感受(百里百村#绿色休闲的魅力$ 在龙门久温
塘村泡热带火山冷泉!体验被冷泉亲亲鱼足底按摩的
放松)参观独木成林!占地 )*&亩&树龄逾 #%%多年!久
负盛名的(亚洲榕树王#!游览海拔 $)%米的白石岭火
山；最后到翰林镇旧市城村参观古村落、古民宅、石垒
的篱笆&石铺的林道&石筑的堂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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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客到母瑞山革命根据地纪念园参观!缅怀革命
先烈!接受爱国主义思想教育!学习(琼崖革命二十三
年红旗不倒#光辉革命历史$ 参观完纪念园后!开始
重走红军路活动! 徒步前往当年 )名红色娘子军牺
牲地'''马鞍岭!然后徒步前往红军潭!在观赏海南
革命摇篮绿色美景的同时!重温革命历史!重走红军
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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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客可以一边欣赏龙洲河优美的自然风光，一边
在龙河镇西坡村马湾水坝下的沙滩上举行钓鱼比赛，
体验垂钓的乐趣!钓鱼比赛结束后!到龙河镇上品尝
当地著名的美食'''龙河炸牛排$ 这次垂钓乐趣与品
尝美食是完美结合的自驾游之旅$

游

这是一条百里绿色长廊!也是一条绿色
彩带!贯穿定安南部四镇一农场$

这里青山披黛!碧水长流!像一个天然
的大氧吧!闻着能让人沁入心脾!看着能让
人心旷神怡!如果不是亲身感受!不会相信
这里居然有这么美丽的生态天堂$

只要你踏进这一彩带!就舍不得走!这里
不仅空气好&景色迷人!美食多!只要您来到这
块彩带!一切疲劳一扫而光$为充分用好(古色
古乡 百里百村#现有资源!定安县委&县政府
高标准规划!将其打造成具有定安特色的旅游
风景线路!让游客来了不想走!走了还想再来$

'''说起“古色古乡 百里百村#!最迷人的
当属这里的美景!这里不仅浓缩了定安旅游
精华!同时也是定安向世人展示美景的一面
旗帜!更重要的是这里还拥有许多定安乃至
全省许多一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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ª$ 母瑞山现存有革命纪念
园&琼崖特委(四大#会议&红
军潭&琼崖苏维埃政府大礼堂
及红军医院等革命遗址$其中
革命纪念园是母瑞山红色

旅游景区的核心
组成部分 !

为缅怀先烈&启迪后人&纪念琼崖人民坚持
武装斗争 &+年红旗不倒革命精神而建!该
园占地面积 &%亩! 总建筑面积 ,+"-*'平方
米!园中展览馆陈列着许多在新民主主义革
命时期的海南革命斗争史料等等$该纪念园
于 $""'年 )月 $日开始对外营业!&%%$年
'月! 被中宣部定为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
基地!&%%,年被中央确定为全国 $%%个红色
旅游经典景区之一$

 ¡¢«###rs¬tauv$ 定安
久温塘热带火山冷泉是中国继台湾岛苏澳冷
泉&黑龙江五大连池冷泉之后的第三大冷泉!

也是屹今为止发现的中国最大的热带富硒冷
泉$日自涌量达 -万立方米!无色&无味&清澈
透明!常年水温 &+!&,"!夏凉冬暖!清甘可
口$它含硒和锗等多种抗肿瘤防癌元素!既可
提高免疫力&治疗心血管疾病!又可以饮用!

泡浴!促进血液循环!使人心旷神怡!延长寿
命$ 冷泉地带植被保护得非常好!满目青葱!

古榕连片!怪石嶙峋!卵石遍野$ 近百股清泉
源头!从石缝里汩汩流淌!汇集成塘!流归万
泉河!四季陌上花开!小鱼如织!人如在画中!

是清暑纳爽&休闲养生的好去处$

 ¡¢®###wxyz{|}$这棵大
榕树连接地面的大小树干多达 &'&枝$ 从树
的原生树干至最南端边缘长度为 -+米!整个
榕树南北覆盖长度为 (&米! 东西长度为 ()

米!占地 )*&亩$ 站在树底下抬头看!缠绕的
树干树枝织成一张(大网#!形成的(树林#排
列有序!从原生树干向四周呈六纵列延伸$

此外!(古色古乡 百里百村#

还拥有南建州古

迹& 火山岩原生态热带植物等丰富的优质旅
游资源$

'''俗话说定安美食出自(古
色古乡百里百村#!这一点都
不假$因(百里百村#地区是富
硒地! 所出产的美食特别飘
香!同时还是绿色食品!因而
一直深受游客们青睐$

吃一吃富硒美食!口齿留香$不论是美食专
家!还是普通食客!富硒美食的魅力难以抵挡!

其香味难以抑制内心尝试的欲望$难怪到过(古
色古乡百里百村#的游客都说!要想品尝最正宗
的定安美食请到(古色古乡百里百村#来$

获知(古色古乡 百里百村#美食资源丰
富后!按耐不住激动的心情!近日!我们还进
行了一番体验$ 穿梭于 (古色古乡 百里百
村#! 路两旁尽是不同层次的绿掠过眼前!林
下养着黑猪& 槟榔鸡! 田地里种着豆角等蔬
菜$ 几乎都在自然生态良好的环境下进行养
殖!包括定安黑猪&生态鸡等!使这些牲畜能
安全健康地摆上餐桌!并且味美而香气四溢$

难怪每到端午!便有各方外地人前来定
安乡村抢购黑猪肉包粽子!图的是定安的黑
猪肉香!滑嫩!再加上定安的富硒大米!包出
来的粽子远远便能闻出其香味!让人食欲大
增!爱不释口$ 定安黑猪肉粽!粽子所采用的
原材料糯米&粽叶以及黑猪肉大多产自(古
色古乡百里百村#!翰林焖猪脚&槟榔鸡等都
产自(古色古乡百里百村#$

这就是现实中的(古色古乡 百里百村#$

端午节到定安!不仅可以看琼剧!赛龙舟!还
可以吃美食!泡冷泉!养生丽湖)访名居!游
古乡!问道文笔$ 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定安

(古色古乡 百里百村# 休闲游正逐步成
为一个品牌!将引领乡村休闲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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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上午! 为期 &+天的海南省 &%$$年党
外中青年领导干部进修班在省委党校正式
开班!-&名干部参加$

本次进修班由省委统战部和省社会主
义学院举办! 授课内容包括建设海南国际
旅游岛!城镇化道路与国际旅游岛建设!廉
政建设&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加强

和改进新形势下的工商联工作!民主党派的
参政&议政和民主监督!继承和发扬民主党
派的优良传统等!中国的南海问题!建设服
务型政府! 领导干部突发事件应急管理!国
际旅游岛的海南文化元素等内容$

省政协副主席& 省社会主义学院院长
史贻云!省政协副主席&省委统战部部长王
应际出席开班典礼并讲话$

6789:;<=>?@AB?)

45H^

#

8

$"

9³ !è"ë�"琼
台师范高等专科学校今天举行了首届 (金
光奖学金# 颁奖仪式!$$,名优秀学生获得
了 $,万元奖学金$

据了解! 海南金海浆纸业有限公司金
光助学与环保基金会从 &%$%年开始!每年
捐资 $,万元!连续五年共 (,万元人民币!

资助琼台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在籍在读&品
学兼优的师范生$ (琼台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金光助学基金#分为三个等级!一等奖学金
为 &%%%元!二等奖学金为 $,%%元!三等奖
$%%%元$ 获奖等级按学年总成绩 +含选修
课,及综合测评成绩进行排序$

根据该校 "金光奖学金% 管理办法规
定! 获得捐助的优秀师范生将承诺毕业后
到海南各市县农村小学&幼儿园任教$

省政协副主席史贻云出席今天的颁奖
仪式并参观考察校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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îïìðñ"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二次会
议参阅文件'''-海南省人民政府关于海南国
际旅游岛建设发展存在问题处理情况的报告.

+以下简称-报告.,中透露!省旅游委将在今
年内组建(海南省旅游联合会%!充分发挥旅

游行业协会作用!提升旅游管理服务水平$

-报告.透露!我省将加快-海南省旅游
条例.修订工作!将旅游行业管理以法律法
规的形式固定下来!确保海南国际旅游岛建
设科学&有序&规范&健康发展$

旅游业牵涉面广!涉及 &"个经济部门!

近 $$%个行业! 同时旅游行业又是唯一没有
上位法的行业$按照省人大常委会-关于海南国
际旅游岛建设发展专项立法计划.要求!我省今
年将加强立法调研! 组织起草旅游饭店管理&旅
游者权益保护&旅游行业协会管理&潜水管理等
办法!出台相关-实施细则.和配套规范性文件$

-报告.同时明确!在旅行社&导游管理
机制方面! 将旅行社日常管理全部下放到市
县旅游行政管理部门!对旅行社分等定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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îïìðñ"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二次会
议今天听取了省财政厅-关于 &%$$年海南和
省本级一般预算调整方案+草案,.!并对预算
调整方案+草案,进行了审查!&"亿元地方政
府债券资金将纳入本年度政府预算收支计划$

为了进一步贯彻落实积极的财政政策!

增强地方安排配套资金和扩大政府投资能

力!缓解地方财政面临的增支压力!经国务
院批准! 财政部继续代理我省发行 &%$$年
地方政府债券 &"亿元!其中三年期 $-*,亿
元!五年期 $-*,亿元!在比例安排上!三年&

五年期债券各占全年的 ,%.$

结合我省实际! 我省 &%$$年地方政府
债券项目按以下原则安排!一是主要安排保
障性住房&病险水库和污水管网&垃圾处理

设施等项目)二是优先安排教育&医疗卫生
等项目)三是适当向中西部地区倾斜$

按照项目结构划分!保障性住房建设项目
安排 "*(亿元!占 ++*+.)教育卫生文化等社会
事业项目安排 '*-亿元!占 &&*&.)重要基础设
施建设项目安排 '*-亿元!占 &&.)节能减排和
生态建设项目安排 -*%亿元!占 $+*(.)农村&水
利等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安排 &*,亿元!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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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把7大环节 保障食品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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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进一步加强食品添加剂监管!有效解决当
前影响食品安全的突出问题! 省政府决定!

在全省范围内开展严厉打击食品非法添加
和滥用食品添加剂专项行动$专项行动将持
续至今年年底$

,月 &,日! 省食品安全协调委员会办
公室印发-海南省严厉打击食品非法添加和
滥用食品添加剂专项行动方案.+以下简称
-方案.,!对该专项行动进行具体部署$ -方
案. 按照保障食品安全的源头和不同环节!

从 (个方面提出明确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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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部门要进一步强化食用农产品质
量安全的监管! 深入排查并坚决打击在饲
料&饮水及在活畜饲养过程中使用(瘦肉精%

等违禁添加物的行为$加强兽药使用的监督
管理$加强蔬菜&水果&水产品等食用农产品
的监督抽检!提高抽检频率!扩大抽检范围!

严厉打击其种养殖环节违法使用禁用药物
和有毒有害化学物质的行为$坚决取缔无生
产许可证&无产品批准文号&无产品标签的
(三无%饲料生产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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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监部门要严格执行食品添加剂生
产许可制度!从严查处未经许可擅自生产
食品添加剂的违法行为$ 督促企业严格按
照相关法律法规和标准规定的范围组织
生产食品添加剂! 和限量使用食品添加
剂$ 依法查处违法生产食品添加剂行为!

严厉打击在食品生产过程中使用非食用
物质生产复配食品添加剂&非法添加非食
用物质或药物以及超范围&超限量等滥用
食品添加剂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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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商部门要严格食品和食品添加剂经
营主体准入关!监督食品添加剂销售者建立
并严格执行进货查验& 销售台账等管理制
度$ 加大市场日常监管力度!依法规范流通
环节食品添加剂经营行为$重点加大对鲜冻
肉制品&乳及乳制品&水产品&调味品&水果&

蔬菜等重点品种的监管力度$依法查处食品
流通环节中无照经营食品添加剂&销售假冒
伪劣食品添加剂和标签标识不规范的食品
添加剂的违法行为!严厉打击销售含有违法

添加非食用物质的食品以及在销售过程中
非法添加非食用物质或药品的违法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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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要加大对餐饮
服务单位食品添加剂和食品调味料的品种&

进货&贮存&使用的检查力度!督促餐饮服务
单位建立完善并严格执行采购原料&调味品
和食品添加剂进货验收&索证&索票制度!食
品添加剂采购及使用登记制度$重点加强对
提供火锅&现榨果蔬汁&自制饮料&自制调味
料等餐饮服务单位使用食品添加剂的监管!

对上述重点单位实施食品添加剂备案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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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把进出口食品安全关!严格落实进出
口食品检验检疫制度!利用出口企业备案&评
审&基地备案审核&日常监督等方式!健全出
口食品&农产品质量安全示范区建设$组织实
施食品进出口监控计划! 重点加强对进出口
食品中食品添加剂和非食用物质的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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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务部门要集中开展生猪屠宰行业专

项检查! 继续保持打击私屠滥宰等违法行
为的高压态势$ 完善定点屠宰场+厂,升级
改造! 提高生猪屠宰加工行业规模化和现
代化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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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市县&各有关部门对国家公布的食品
中可能违法添加的非食用物质以及禁止在
饲料和动物饮用水中使用的物质+药物,&食
品动物禁用的兽药及其化合物要依法加强
监管!要求企业必须按照国家有关部门的规
定!在产品标签上加印(严禁用于食品和饲
料加工%等警示标识!并建立销售台账!实行
实名购销制度!严禁向食品生产经营单位销
售$ 要加强对化工厂&兽药和药品生产企业
的监督检查! 监督企业依法合规生产经营$

各市县&各部门要始终保持高压态势!严厉
打击食品非法添加行为$对在食品中故意添
加非食用物质的企业和经营者!要实行(一
次性死亡%的办法!让其彻底关门!永远不得
再进入食品行业$

-方案.还要求落实企业主体责任!提高
企业自我管理能力!年内要建立食品安全诚
信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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îïö÷ø" 应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的邀
请!省政协副主席王宇田于 ,月 &,日至 &(

日率团赴澳门考察! 旨在加强与澳门特区
政府各相关部门的沟通与交流! 进一步探
讨琼澳开通直航&发展旅游合作等事宜!此
行达到了预期的目的$

在澳门期间!代表团一行与澳门特区
行政长官办公室&澳门旅游局&民航局以
及贸易促进局等部门负责人举行了会谈$

澳门政府有关部门分别向代表团一行介
绍了澳门旅游业&会展业以及航空业等领
域的概况!并希望与海南加强合作充分发
挥区域经济的优势/取得双赢$代表团一行

向澳门方介绍了海南近年来!特别是海南
建设国际旅游岛上升为国家战略后的发
展情况$ 双方都认为琼澳两地在上述领域
具有广阔的合作空间!并表示将继续努力
实现琼澳开通直航$ 代表团一行还拜访了
澳门海南政协委员!双方就如何充分发挥
澳门琼属乡亲的作用!进一步促进琼澳交
流以及合作进行了热烈的讨论$

此外!代表团还出席了 &0日在澳门举行
的第四届(琼澳杯%高尔夫邀请赛开球仪式$

全国政协副主席何厚铧对代表团的到来表
示热烈欢迎$ (琼澳杯%高尔夫球赛自 &%%0

年举办至今!为琼澳两地各界+特别是企业
界,提供了一个沟通和交流的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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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领巾
心向党% 红色经典故事展
演活动今天上午在省图书
馆举行! 由各市县选送的
,)名小选手参与展演$

最终!-草原英雄小姐
妹 .& -坚贞不屈的刘胡
兰.&-光辉的旗帜.+个作
品分获金&银&铜奖!$%名
小选手获得 (十佳红领巾
故事大王%荣誉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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