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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NG（液化天然气）的主要
成分是甲烷，它无色、无味、无毒
且无腐蚀性。液化天然气燃烧后
对空气的污染非常小，而且释放
的热量大。 （梁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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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邵长春 实习生 周川又

今年上半年，我省第三产业投资
达到1142.76亿元，同比增长17.6%，
比一季度提高0.3个百分点，比去年同
期下降9.2个百分点，第三产业投资占
全部投资的81.6%，仍是刺激我省经
济增长的“火车头”。

其中房地产开发投资在上半年
保持了较快增长，为第三产业的增
长作出了巨大贡献，但同时也必须
清醒看到，房地产投资增速正持续
放缓，房屋销售面积下降，房屋新开
工面积有所回落，房地产业在调整
期内困难不小。而进入下半年，我
省旅游业又正逢传统淡季，面临诸
多困难。

要确保实现今年经济目标，作为
我省第三产业的两大主力军，房地产
和旅游这两个行业反映出来的问题都
必须积极应对，需要念好“挖”字诀，采
取多种手段深挖两个行业的潜力，如
通过推动棚户区改造促进投资、拉动
购房需求；加大房地产和旅游的岛外

促销力度，刺激新的消费和旅游热点。

扎实推进棚户区改造

据了解，下半年我省将大力推进
以棚户区改造为重点的保障性安居工
程建设，充分发挥棚改对拉动投资的
重要作用，将棚改项目列为重点项目
加快推进。

同时，我省还将鼓励各市县采取
多元化的补偿方式进行安置，提高货
币补偿比例，适度减少实物安置，拉动
购房需求，妥善安置好群众，特别是要
提高群众就业能力，解决好群众就业
问题，完善规划和设施配套，将改造与
产业、生产、生活结合起来。

大力促销房地产

下半年我省还将积极组织本地
房地产企业参加省内外房地产推介
活动，同时也要进一步创新促销方
式，加大网络宣传力度，做到网络宣
传和实体宣传结合，全方位、多角度、

深层次地促销。
据悉，下半年我省在巩固传统“三

北”（东北、西北、华北）重点区域基础
上，还将开拓新的促销地域，对岛外重
点区域、重点企业的消费群体，实施点
对点的促销。同时将积极配合省里的
统一整体宣传活动，加深岛外群众对
海南的认识和了解，增强对海南房地
产的信心和预期。

据了解，今年下半年省住建厅将
牵头抓好赴华北、东北、西南的3场省
外房地产推介活动，进一步研究探索
推广应用建筑科技，提升住宅品质，促
进房地产销售，同时也积极鼓励各市
县、各类社会团体组织的房地产推介
活动。

旅游推介形式多样

旅游业也继续发力，省旅游委加
大了岛外促销力度，按照巩固一线市
场，开发二线市场的思路，制定了下半
年的工作方案，积极推广我省旅游业
产品，刺激新的消费和旅游热点。

省旅游委国内市场推广处处长谢
秋雄告诉记者，为加大我省的旅游形
象整体宣传，省旅游委在主要客源市
场的中心地段和人流聚集地，如商业
圈、地铁站、机场等地投放大量的广告
和宣传片。特别是针对台湾这个新兴
的客源市场，省旅游委计划投入200
万元，在台湾各大主流媒体上投放旅
游宣传广告。

同时，我省还坚持“请进来，走出
去”的宣传方针。邀请主要客源地的
旅游达人和旅行社来海南踩线，向当
地市民进行推广和销售；并借助国内
各大知名旅游展会这个平台，组织我
省旅游企业参展，积极向外展示海南
旅游形象和产品。

此外，我省还积极利用网络等新
媒体进行旅游宣传营销。

谢秋雄说，我省还针对不同人群，
不同主题制定出不同的旅游项目。如
今年为满足游客的不同需求和喜好，
我省还推出了四个不同主题的旅游产
品，受到游客们的欢迎。

（本报海口8月6日讯）

我省推动棚户区改造，加大房地产、旅游业岛外促销力度

提质增速，念好经济增长“挖”字诀

■ 本报记者 邵长春
通讯员 吴晓姍 实习生 周川又

“在近日对海南旅游要素重要性
排名的调查中，免税购物已超越民俗
文化和传统美食，成为我省仅次于自
然景观和气候环境的第三大重要旅游
资源。”省财政厅厅长刘平治说。

据了解，今年上半年，海南离岛免
税购物政策实施保持平稳有序，政策
效应继续放大。刘平治说，我省还不
断创新离岛免税业务流程，上半年
新增实施了“即购即提、先征后退”

以及“因航班改签、商品质量问题退
换货或旅客忘记提货等特殊情况造
成旅客在离岛前未能提取免税品，
允许相关免税企业采取邮寄方式递
送免税品”等政策，为旅客提供更为
便利的购物体验，受到广泛好评。

刘平治表示，为从根本上提高接
待能力、改善购物环境、引进更多国际
品牌入驻，我省计划下半年将三亚免
税店整体搬迁至海棠湾国际购物中
心，更大程度发挥离岛免税政策效应。

据了解，海棠湾国际购物中心总
建筑面积11.8万平方米，搬迁后的三

亚免税店将成为全球单体面积最大的
免税店，“相信会对我省打造国际购物
中心形象，进一步增强海南旅游吸引
力发挥重要作用。”刘平治说，目前，海
棠湾免税店的装修工作接近尾声，计
划于今年9月1日正式对外营业。

此外，省财政厅还根据国务院调
研意见，制定了《海南离岛免税试点总
结工作方案》，旨在通过认真总结，以
省政府名义向国务院提交离岛免税三
年总结报告，提出切实可行的意见建
议，进一步完善离岛免税政策，不断扩
大政策效应。 （本报海口8月6日讯）

省财政厅厅长刘平治：

进一步放大离岛免税政策效应

表彰奖励

■ 本报记者 梁振君 通讯员 王君
特约记者 朱新彬 实习生 林诗婷

8月6日上午，经过18天的海上运
输，从卡塔尔出发、名曰“莱丝妲”的
LNG（液化天然气）运输船安抵海南
LNG码头，开始将船内装载的9万余吨
LNG 通过码头前端的卸料臂进入储
罐。这个2005年正式启动、历时3年建
设的海南重点能源项目，今日终于建
成，计划本月底开始向全岛供气。

“项目建成投产后将与东方1-1、崖
13-1、乐东气田三大海上天然气气田形
成资源互补，海南能源结构将进一步优
化，将成国家在东南亚的能源储备基地及
能源集散地。”中海油海南天然气有限公
司总经理汤信传说。

将根本解决天然气不足问题

天然气是提升海南经济总量，保障

居民生产生活的重要战略资源。海南现
有天然气市场包括城市燃气用户、汽车
用户、大工业用户、发电用户四大类。近
年来，“气荒”问题时不时困扰海南发展。

“天然气短缺，不仅工业玩不转，公
交车、出租车、民用气等行业也都将出
现问题，天然气供应不足已成我省工业
经济发展的主要障碍之一。”副省长李
国梁曾一针见血指出。

在海口跑了5年出租车的张师傅就
深有体会，他每次到海口南沙路中石油
加气站加气都很憋屈：最快也得排上半
个小时，最慢的话要排4个小时。

除却交通运输业，受气源供应不足
的影响，文昌清澜电厂、三亚南山电厂
等天然气发电厂长期喊“饿”。海南工
业和民用天然气供需矛盾日益突出。

汤信传说，目前海南每年天然气需
求量达56亿立方米左右，而供应量仅为
44亿立方米，每年缺口达12亿立方米，
海南天然气供需矛盾日趋严峻。

如何解决海南长时间存在的“气荒”
问题，中海油海南天然气有限公司副总
经理李琦胸有成竹：“海口每年民用气消
费量约1亿立方米，而今天从卡塔尔运抵
码头的9万多吨LNG，光这一艘船即可
满足海口全年的民用气需求。”

李琦透露，首船LNG卸下后，将首先
供应给洋浦开发区的海南炼化、金光浆纸
厂等工业企业使用，待到海南环岛天然气
管网全部建成后，届时通过管道与三大
海上天然气气田形成资源互补，从根本
上解决海南天然气供应不足的局面。

海南将成为能源集散地

中海油是国内最早涉足LNG领域的
企业。汤信传说，目前中海油已相继在广
东、福建、上海、浙江、珠海和天津建成投
产6个LNG接收站，海南LNG为第七家，
中海油正逐渐串成一条东部沿海的LNG
接收站“珍珠链”，为国家输送清洁能源。

“未来海南LNG不仅将建成仓储转
运中心，海南还将成为能源集散地。”汤
信传说。按照规划，海南LNG项目在

2014年投产时已具备装船外运能力，即
海南LNG不仅能接收、储存LNG，还能
对外反输，届时将成为中海油广西LNG
项目的LNG资源转运站。根据海南地
理条件和社会条件优势，海南LNG还将
在已有的规模基础上继续扩建，建成
LNG仓储转运中心，成为国家在东南亚
的能源储备基地。

环岛管网将与“两广”互通

尽管海南LNG站线项目已建成且
即将投产，但对于海南而言，若想普遍早
日用上清洁优质的LNG，气价问题仍有
待物价部门核准，管线建设亟待加快。

“预计到2017年，总投资16亿、全
长270多公里的东部管线工程（文昌-琼
海-万宁-陵水-三亚）建成后，将与全长
246公里的海南环岛天然气管网西线段
（东方-洋浦-海口天然气管道，途经西部
七市县和洋浦）连成一体，环岛天然气管
道一张网工程将实现合龙。”李琦说。

李琦说，短期来看，海南每年大约
可以消费150万吨LNG，为此，中海油

已于今年1月在海南成立琼粤跨海管线
项目组，即将建设一条跨海管道。

该管线将成为连接海南全省管网
和广东、广西管网的重要纽带，为海南
LNG项目的顺利外输创造便利条件，使
海南成为清洁能源的集散地，同时海南
省环岛管网将与“两广”管网互通，实现
能源互补。

在这个资源为王的时代，以海南
LNG项目建成为契机，天然气将为国际
旅游岛建设提供源源不断的绿色原动
力。在南海之滨，国家能源安全从此又
多了一层保障。（本报洋浦8月6日电）

LNG项目建成将于月底向全岛供气

海南有望破解“气荒”难题
一版延伸·

本报海口 8月 6日讯 （记者罗霞 实习生陈
秋云 吴小璠）由海南日报报业集团主办的海报
集团2014金秋车展，将于9月4日至7日在海南
国际会展中心举行。记者今天从车展组委会获
悉，自车展招商工作启动以来，短短几天时间，
展会现场 40余个汽车展位已被厂商预订，招商
火爆。

对于汽车经销商来说，9月份是车商销售的关
键时期，因此本届金秋车展得到了各大品牌汽车厂
商的积极参与。海南惠通嘉华集团携旗下广汽、广
本、广丰、一丰、别克、玛莎拉蒂、雷克萨斯、宝马等
品牌全线参与；海南福德汽车集团旗下沃尔沃、进
口现代、吉普、斯柯达、上海大众、福特、奇瑞汽车、
华泰汽车、进口双龙、克莱斯勒等品牌将携厂家展
品精彩亮相。海南安骅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别
克、雪佛莱，海南东风南方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东风日产、启辰，海南创亿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东风悦达起亚、进口起亚、荣威、标致等95%的海南
在售品牌全线参展。

本届金秋车展还专门针对汽车装饰、汽车用品
行业设立特展区，面向广大汽车后市场企业招商。
组委会提醒相关企业，由于现场展位有限，请有意参
展的企业尽快致电车展热线 0898-66810290、
0898-66810191、0898-66810750与组委会联系，
以便于协调展位，先订先得。

本届金秋车展由海南日报报业集团广告中心和
海南洋浦共好国际展览有限公司共同承办，是下半
年海南地区唯一的大型车展。

此外，即日起，报名加入海报集团爱车团，
参与海报集团金秋车展爱车团团购，登记有意
购买的车型、配置、颜色等，即可在9月举行的海
报集团金秋车展上，以超值惊喜价购买到爱车。

海报集团爱车团由海南汽车经销商联盟发
起，海南日报报业集团和海南共好会议展览有限
公司共同组织、管理。2014海报集团金秋车展团
购工作组将分别组织不同车型的团购，在金秋车
展现场参与购车团活动的团购贵宾可享受团购
优惠价格，并有机会获得价值 20元的车展门票
一 张 及 精 美 纪 念 品 。 团 购 热 线 ：0898-
68580636。

海报集团金秋车展
下月4日举行
爱车团团购有礼

为进一步规范我省税收秩序，共建和谐
税收，海南省地方税务局欢迎社会各界对税
收违法行为进行检举。我们郑重承诺：严守
保密规定，对重要线索一查到底。检举的税
收违法行为经立案查实处理并依法将税款收
缴入库的，依照相关规定给予奖励，检举奖金
数额最高不超过10万元。

举报电话：66969110；或12366转2号键
举报网址：http：//www.tax.hainan.

gov.cn
举报受理部门地址：海口市城西路18号

地税大厦4楼409房
海南省地方税务局

公 告

本报海口8月6日讯（记者罗霞 实习生陈秋云
吴小璠）省商务厅、省财政厅、省旅游委近日下发省
服务业发展专项资金行业奖励资金的申报通知，为
促进我省服务业企业成长，2014年省服务业发展专
项资金安排部分资金，将以奖励方式表彰在批发、零
售、物流、餐饮和服务外包等五类行业中，在增加地
方税收、扩大就业、改善民生等方面贡献较大的企
业。

批发业奖励标准为：批发业上台阶奖，奖励
2013年度批发销售额在100亿元以上、新增销售
额增长50亿元以上的企业，每增长50亿元为一
级台阶，根据上台阶数量予以奖励；批发业新增
奖，奖励2013年度批发销售额超20亿元的新增
企业；批发业综合奖，奖励2013年度批发销售额
在10亿元以上、综合排名前3名的企业。综合奖
根据企业2013年营业额、营业额增幅、纳税额、纳
税额增幅、就业进行综合排名；国家实行专卖管理
的行业除外。

零售业设零售业新增奖，奖励2013年度零售
销售额超 4亿元的新增企业；零售业综合奖，奖
励2013年度零售销售额在3亿元以上、综合排名
前5名的企业。企业为实行有店铺销售，经营若
干大类商品的购物中心、百货店、超市、家电专卖
场、家居建材商场、汽车销售等零售企业；免税店
除外。

物流业奖励标准为：物流业评级奖，奖励
2013年度获评为国家3A级以上（含3A级）的企
业；物流业综合奖，奖励2013年度纳税额在500
万元以上、综合排名前 5名的企业；物流业中转
箱奖，奖励2013年度集装箱中转箱量增长前3名
的航运物流企业；物流业国际航线奖，奖励开通
以海口港或洋浦港为始发港的国际（含香港航
线）稳定运行1年以上（含1年）且平均每月发班
不少于5个班次的集装箱干线班轮航线的航运物
流企业。

餐饮业设餐饮业综合奖，奖励2013年度营业额
在1500万元以上、纳税额在100万元以上、综合排
名前20名的企业。

服务外包业奖励2013年度实现离岸服务外包
业务收入超过90万美元、业务收入排名前3名的服
务外包骨干企业。

申报行业奖励资金的企业可于8月15日前，将
申报材料分别报送省商务厅、省财政厅、省旅游委。

省服务业行业奖励资金
开始申报

白马井
鱼市旺
8月6日，儋州市

白马井水产码头迎来
南海开捕后的鱼市旺
季，大小船只满载着
各式海产品在市场上
热闹地交易。

据悉，今年上半年
儋州市水产品总产量
165000多吨，同比增
长2.2%。

本报记者 王凯
特约记者 谢振安 摄

今年1-6月共实现免税

销售额22.4亿元，同比增

长25.6%

人均购物3043元，同

比增长1.9%

累计购物人数73.6万

人，同比增长23.3%

上半年离岛免税额

洋浦LNG项目接卸首船液化天然气

◀上接A01版
这项补贴政策是当地农民今年更新设
备、积极扩建新厂的动力之一。

“万宁实行设备化也是市场需求。
环保电烤炉烤出来的白果更加环保，而
用木材烤出来的黑果，上面都附着焦油
和炳酚比。”万宁市槟榔产业局副局长符
之学介绍。

“黑果销路不好，有钱的都做电炉
了！”瞄准这一势头，黄山村的槟榔种植
加工户们都更新了设备，满怀希冀地等
待着槟榔丰收季的来临。

规模升级：小作坊变加工厂
槟榔花飘香，王进才的槟榔园中，大

茂镇袁水村村民蔡少雄正在给槟榔树施
肥，他每天工作8小时，每个月可以领到
近3000元的工资。

而就在去年，蔡少雄还是一个拥有
30口土灶的槟榔加工作坊老板。去年
低迷的槟榔市场，让他老本赔尽，今年便
转行成为打工仔。

槟榔加工小作坊遍地开花式生产方
式不复存在，农民在家三五个炉灶就能
当老板的日子一去不复返。许多像蔡少
雄一样过去自己种植加工槟榔的农民，
开始给一些成规模的槟榔加工厂打工。

“电炉毕竟成本太高，三五户合伙搞
一个30台电炉规模的大厂，成本在200
万左右，但是效益更可观。”孔得清告诉
记者，不少农户抱成团，成立了标准化的
加工厂。

几颗槟榔干果经过6天时间、12道
工序加工之后，身价从1元涨至35元。
农产品加工像变戏法一样的魅力，让长
丰镇的槟榔加工大户陈辉龙倾其所有，
投入9000多万元积蓄，以现代化、高规
格标准建起了一座槟榔加工厂。

“有观光道，让游客参观槟榔怎么生
产。”陈辉龙不仅为工厂规划了现代化深
加工生产线，还超前设计了花园场区，希
望开设特色农业观光旅游。

技术升级：破解技术瓶颈
长丰镇黄山村的王进才，是十里八

乡对槟榔树管理最“上心”的人，仅是管
理槟榔园的固定工人就有8个。

王进才舍得给槟榔树花钱，但从不
给槟榔园除草，让野草疯长，奇怪的是他
的槟榔园结果却特别多。王进才解释，
科学管理的槟榔树，产量要高得多。万
宁全市槟榔平均亩产800多斤，而王进
才槟榔园平均亩产近1200斤。

为了改变过去农民对槟榔的粗放管
理方式，万宁市槟榔产业局正在建设3个
1千亩槟榔单产提高示范基地，对划入基
地的农民的槟榔统一免费增施有机肥，
配备专业技术人才指导农民人工锄草。

已在厂房设备建设上投入全部身
家、资金极度紧张的陈辉龙，决定以年薪
50万元、外加20万元安家费、配车配房、
每销售一批产品给予提成的优厚待遇，
从湖南引进一位人才。

“要请一位师傅，研究我们自己的槟
榔味道。”陈辉龙介绍，选择引进人才而
不是花十来万买回一个配方，是出于长
久发展的考虑，槟榔深加工的核心技术，
就是槟榔芯中的点卤配料。

在万宁，超过5万人直接从事槟榔
产业，年产值超过13亿元。海南盛产槟
榔，却只能沦为湖南槟榔深加工企业的
原料供应地，正是因为技术制约。

“万宁成立槟榔协会，也是希望有实
力的槟榔加工户抱团发展，破解技术瓶
颈。”陈辉龙的另一个身份，是万宁槟榔
协会会长，在他看来，要破解槟榔种植加
工的技术制约，需要不断引进外来先进
技术，并倡导农民抱团学习发展。

无论是生产设备、加工规模还是槟
榔种植加工技术，都是万宁槟榔产业升
级的有益尝试，槟榔果正历经着一次脱
胎换骨的重生。（本报万城8月6日电）

让槟榔果嚼出新味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