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0 月全省重点项目累计完成投资 1523.18 亿元，

完成年度投资计划的 89% ，完成投资额比去年同期

（1348.20亿元）增长13%。

一、二、三产业重点项目完成投资分别为 49.11 亿元、

136.07 亿元和 568.27 亿元，完成年度投资计划分别为

79%、73%和90%。

●建立重建户工作台账
●倒排工期
●抓紧验收并拨付资金
●解决建筑材料供应紧张问题
●加大培训农民工匠力度

重
建
举
措

●重建材料短缺
●施工队伍短缺
●部分受灾群众筹措资金缺口较大
●重建资金拨付缓慢
●农村建房传统习俗根深蒂固

重
建
难
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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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海口11月28日讯（记者梁振
君）今天上午，省地税局与省农垦总局共
同召开垦区项目建设涉税工作协商会，
双方明确将建立税务服务协调联系人制
度，进一步加强沟通，增进共识，共同推
进解决垦区项目涉税问题。

据介绍，国家对享受保障性住房的
税收优惠政策的主体和范围都有相应标
准，垦区职工保障性安居工程量大，涉及
面宽，落实到具体的项目施工模式、实际
建设房屋的形式和面积等是否严格符合
不计征税的要求等方面，不同农场存在
的问题可能不尽相同，实践中多少会存
在一些争议。

据透露，去年以来，省地税局与农垦
总局多次研究，就加快推进解决垦区保
障房的有关问题达成了积极共识。下一
步，双方要有针对性地拿出具体落实措
施，通过加强基层实地调研，进一步厘清
可适用的政策和法律依据，用好用活政
策，共同推动农垦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
健康可持续发展。

省地税局与农垦建立联系人制度

共推垦区职工
保障房建设

■ 本报记者 梁振君
通讯员 许译文 蔡锋

时令已入冬。海南，从西向东，由南
及北，重点项目建设正酣。

11月21日，在洋浦经济开发区，投
资约23.3亿元的中国石化海南原油商
业储备基地工程投入试运行，海南LNG
（液化天然气）站线项目也于昨日迎来第
二艘载有9万多吨LNG的船舶，项目实
现LNG船接卸常态化。

在“国家海岸”三亚海棠湾，希尔顿
逸林、万丽、喜来登等十几家星级酒店及
海棠湾免税购物中心等重点项目已建成
营业，短短四年这里便聚合“吃住行游购
娱”要素，以超常规速度变身新兴高端旅
游度假区。

这是全省上下攻坚克难推进重点项
目建设的真实写照。

“今年以来，我省出台实施了13条
强有力的重点项目保障措施，特别是筛
选出48个重大项目由省领导直接负责
协调推进，由省领导带队进行两轮重点
项目专项检查，9月份又在全省开展重点
项目建设‘集中解决问题月’活动，对存
在的问题逐一进行分解，落实责任单位、
责任人和解决问题时限，有力保障了重点
项目的顺利推进。”省发改委主任林回福说。

成效凸显
前10月完成年度投资近九成

2014年我省安排的395个省重点
项目，是承载投资的重中之重。

今年以来，海南着力扩投资、上项
目，持续开展“项目建设年”活动，重点项
目投资继续保持较快增长，在全省经济
稳增长大局中发挥了关键性作用。

省发改委提供的数据显示，1-10
月全省重点项目累计完成投资1523.18
亿元，完成年度投资计划的89%，完成
投资额比去年同期（1348.20亿元）增
长13%。

从行业结构看，一、二、三产业重点
项目完成投资分别为49.11亿元、136.07
亿元和568.27亿元，完成年度投资计划
分别为79%、73%和90%。城镇化项目
完成投资462.71亿元，完成年度投资计
划的110%；基础设施完成投资307.02
亿元，完成年度投资计划的69%。

找准关键
“六个一”责任模式促发展

省委、省政府连续实施“项目建
设年”两年多，“六个一”责任模式等
经验对促进海南经济社会发展功不

可没。
省发改委相关部门负责人说，在省

委、省政府的安排部署下，从“项目建设
年”实施之初，我省就着力推动“六个一”
项目建设责任模式。目前，这一模式已
推广落实到各级政府、各部门项目建设
的过程中，成为我省成功推进项目建设
的一大法宝。

据介绍，今年以来，全省395个省重
点项目责任全部按照“六个一”模式分
解。各市县、各厅局也对目标任务层层
分解、级级落实，做到每个项目有人负
责、有人协调、有人推进。

林回福认为，重点项目建设是海南
经济发展的关键，各市县、有关部门和单
位要继续贯彻执行“六个一”责任制，坚
决落实13条项目建设保障措施，和整治
庸懒散奢贪“不干事、不担事”突出问题
专项督查结合起来。

多措并举
集中解决问题助推项目建设

针对重点项目推进过程中存在的困
难和问题，我省将在继续实施好“六个
一”责任模式的基础上，进一步健全和完
善服务保障机制、督促检查机制、责任考
核机制、目标奖惩机制，为重点项目建设
保驾护航。

特别是今年8月，省政府办公厅下
发《关于开展重点项目建设“集中解决问
题月”活动的通知》，决定9月在全省深
入开展重点项目建设“集中解决问题月”
活动，以钉钉子精神协调解决重点项目
建设中存在的问题，全力推进重点项目
建设。

省工信厅闻讯而动。9月9日，省工
信厅厅长韩勇带队赴洋浦开发区、澄迈
老城开发区，对华信洋浦石油储备基地
项目一期工程、洋浦石化新材料产业基
地、海南炼化工业尾气综合利用项目等
项目“把脉会诊”，现场协调解决项目生
产和建设存在的困难和问题。

此外，各市县及发改、国土、住建、海
洋、林业等相关厅局负责人也主动上门，

积极为企业排忧解难。
“‘集中问题解决月’活动的开展以

来，重点项目掀起新一轮建设热潮，这也
是前十月省重点项目完成投资额超时序
进度的重要原因。”省发改委相关部门负
责人说。

林回福表示，全省明年中央投资和
重点项目的申报工作早已开始，要尽早
制订明年的中央投资、重点项目计划，及
早谋划好项目，做好项目前期准备工作，
积极争取我省一批重要基础设施项目、
产业项目、民生项目进入国家的投资盘
子。谋划一批在“十三五”时期支撑我省
长远可持续发展的重大项目，积极争取
列入国家“十三五”规划盘子。

（本报海口11月28日讯）

多措并举解决难题，前10月累计完成投资逾1500亿

我省重点项目建设驶入快轨

本报海口11月28日讯（记者邵长
春）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近日对受台风

“威马逊”和“海鸥”影响较严重的海口、
文昌等市县的灾后农房重建工作进行
检查，确保在明年1月底前基本完成倒
塌房屋与D级危房需拆除重建的房屋
重建工作。

我省今年受第9号超强台风“威马
逊”和第15号台风“海鸥”影响，倒塌
房屋与D级危房需拆除重建房屋7692
户，被掀屋顶（C级危房）需要修缮加固
的房屋38064户。据统计，截至11月
15日，文昌等6个受灾市县已基本完
成被掀顶房屋（C级危房）的修缮加固
工作。

检查发现，各市县把灾后农房恢
复重建作为“一把手工程”来抓，市长
县长亲自抓，并制订相关政策措施，使

灾后重建工作有章可循。同时，各市
县政府结合实际，加大财政扶持力度，
制订了不同的灾后损毁房屋补助标
准，特别是对五保户、低保户、贫困户
等没有自建能力的弱势群体加大帮扶
力度，采取“兜底”建设方式，解决建房
资金困难。

此外，为支持灾后重建工作，省住
建厅还部署开展了受台风灾害影响村

庄的规划编制，科学指导村庄重建，做
到有“新房”又有“新村”。并对文昌市
翁田镇内六村、海口市北港村等受灾严
重村庄开展整村推进灾后重建试点，目
前试点村庄房屋建设已经基本完成。

检查中也发现，虽然我省灾后农房重
建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受灾严重地区重
建压力还很大，特别是重建材料短缺，施
工队伍短缺，影响施工进度。

虽然政府采取了多种措施解决重
建资金问题，但由于损毁房屋的大多数
都是贫困农户，居住房屋年代较久，本
来就没有能力改建新房，现在加上建材
和人工成本费用较高，部分受灾群众筹
措资金缺口较大。同时，各地普遍存在
重建资金拨付缓慢问题，一些地区农村
建房传统习俗根深蒂固，难以改变，部
分受灾农户不愿意在省政府规定的时
间节点内动工建设修缮房屋。

对此，省住建厅要求尚未完成重建
任务的市县，要紧盯两个时间节点，建
立重建户工作台账，倒排工期，同时切
实帮助重建困难户解决难题，抓紧验收
并拨付资金，帮助农户解决建筑材料供
应紧张问题，加大培训农民工匠力度，
解决施工队伍投入不足问题，确保按时
完成重建任务。

我省积极开展灾后农房建设

明年1月底前完成倒塌房屋重建

本报海口11月28日讯（记者张谯星 通讯
员周豪 曹晋）海南廉政网今天发布消息，省纪委
日前对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副县长王理进涉嫌严
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立案审查。

经查，王理进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在房地
产开发建设项目等方面为他人谋取利益，收受
巨额贿赂。其行为已构成严重违纪，并涉嫌犯
罪。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等有关
规定，省纪委常委会审议决定，给予王理进开
除党籍、开除公职处分；将其涉嫌犯罪问题及
线索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

借房地产开发等收受巨额贿赂

副县长王理进被双开

本报海口11月28日讯（记者张谯星 通讯
员黄利民 王俊）记者今天从海南廉政网获悉，洋
浦渔政渔港监督管理中心原副主任吴昊翎、原办
证科科长吴华冲因受贿分别被开除党籍和公职。

经查，2006年至2007年，时任洋浦渔政渔监
中心副主任的吴昊翎伙同该中心原主任吴祖教
（已被查处），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在审批发放渔业
用油补贴过程中收受他人贿赂共计人民币36.5
万元。洋浦经济开发区人民法院以受贿罪判处吴
昊翎有期徒刑10年。

2011年至2012年，吴华冲在担任洋浦渔政渔
港监督管理中心办证科科长期间，利用职务便利，
在办理洋浦编外渔船船网工具指标及相关手续过
程中，收受他人贿赂共计人民币114万元。洋浦经
济开发区人民法院一审、海南省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二审均以受贿罪判处吴华冲有期徒刑11年。

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行政机关
公务员处分条例》有关规定，洋浦纪工委会议、监
察局局长办公会研究决定，分别给予吴昊翎、吴华
冲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处分。

利用职务便利受贿

渔政渔港监督管理中心
2干部被双开

本报海口11月28日讯（记者张谯星 通讯
员王明珠）记者今天从海南廉政网获悉，海口市
秀英区纪委日前对东山镇东升村党支部书记、村
委会主任黄举哲，党支部委员、村委会副主任王
发新，村委会委员黄家峰违纪问题，分别进行立
案审查。

经查，2013年，黄举哲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在
认定农村危房改造补贴对象工作中，为他人谋取
利益，收受他人财物共计人民币4000元，其行为
已构成违纪。2014年，王发新利用职务上的便
利，在认定农村危房改造补贴对象工作中，为他人
谋取利益，收受他人财物共计人民币3000元，其
行为已构成违纪。2011年至2014年，黄家峰利
用职务上的便利，在农村危房改造工作中，为他人
谋取利益，并多次收受、索要他人财物共计人民币
6.4万元，其行为已构成违纪，并涉嫌犯罪。

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有关规定，
秀英区纪委常委会研究决定，给予黄举哲、王发新
党内警告处分；给予黄家峰开除党籍处分，将其涉
嫌犯罪问题及线索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

在农村危房改造中谋私利

3名村干部被查处

11 月 28 日 清
早，在儋州市白马井
镇藤根村，渔民们一
大早就起来制作鱼
饵，以供应当天出海
的渔船需要。据渔
民们介绍，时下正是
捕捞旺季，鱼饵的需
求非常大，渔民们天
还没亮就起来做鱼
饵，以便供应给奔赴
远海的大船。

本报记者 陈元才 摄

捕捞季
做饵忙

根据中央统一部署，省委宣传部、省文
体厅、省记协自即日起，受理新闻敲诈和假
新闻的案件线索举报。我们郑重承诺：严守
保密规定，对重要线索一查到底，定期通报
受理查处情况。

举报电话：12318（省文化市场行政执法
总队）、66810531（省记协），举报邮箱：hnx-
wjb@163.com。

省委宣传部 省文体厅 省记协
2014年5月24日

公 告

本报海口11月 28日讯 （记者范
南虹 通讯员王剑）昨天上午，省民政
厅组织召开全省社会救助厅际联席会
议暨海南省申请救助家庭经济状况核
对工作联席会议，我省将建立起社会
救助联席会议制度，并明确涉及社会
救助的26家单位责任分工。同时，年

底前我省所有乡镇政府（街道办事处）
要在政务大厅或办事大厅设立社会救
助申请受理窗口。

为统筹推进全省社会救助体系建
设，经省政府同意，决定在我省建设社会
救助联席会议制度，由省民政厅牵头，成
员由省委宣传部、省编办、省发展改革

委、省物价局、省财政厅等26个部门和
单位组成，共同承担起统筹推进全省社
会救助工作，建立健全社会救助相关政
策、办法；统筹做好最低生活保障与医
疗、教育、住房等其他社会救助政策以及
促进就业、扶贫开发政策的协调发展和
有效衔接；研究解决申请救助家庭经济

状况核对、跨部门信息共享等职能。
年底前我省所有乡镇政府（街道办

事处）要在政务大厅或办事大厅设立社
会救助申请受理窗口，安排专人负责社
会救助受理或转办工作，实现“一门受
理、协同办理”，确保困难群众求助有
门、受助及时。

我省建立社会救助联席会议制度

年底前乡镇设社会救助受理窗口

◀上接A01版
文化产业发展，需要政策和资金助

力。近几年，三亚先后制定了《三亚市
培育促进总部经济发展暂行规定》、《三
亚市文化产业发展资金暂行管理办法》
等文件，在土地供给、市场准入、财税、
投融资等方面出台优惠政策，每年市政
府对文化企业和个人举办大型公共文

化活动，有较大影响力的给予奖励，设
立文化产业发展引导资金，用于扶持各
类公共文化活动、文化产业项目和政府
文化服务采购。

与此同时，三亚优化文化产业发展

的政策环境、市场环境，在市场准入方
面有选择地放宽条件，在项目推进中开
辟“绿色通道”。建立“三会一纪要一通
报”文化项目推进机制，即现场办公会、
项目碰头会、重点项目工作月例会，形

成《会议纪要》和《情况通报》，及时解决
文化项目在推进过程中存在的各种问
题和困难。正是在这样“保姆式服务”
的作用下，《三亚千古情》景区一期从开
工建设到开业演出只花了535天。

蒙绪彦透露，三亚将力争2015年实
现文化产业增加值比今年大幅攀升，使
文化产业真正成为三亚新的支柱产业。

开足文化马力 释放经济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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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海口11月28日讯（记者范南虹 通讯
员陈贻诵）硒是人体必需的微量元素，中国生态地
球化学调查表明，海南富硒土壤面积达９５４５
平方公里，是中国最大面积的富硒土壤。今天上
午，省农科院与卓达集团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决定
依托海南富硒土壤这一优势资源，共同打造海南
富硒产业经济区。

根据协议，双方将以打造“海南硒岛”与“国家级
富硒产业经济区”为战略目标，在富硒农产品初深加
工、技术研发、联合实验室、前瞻性课研究与成果转化
等领域展开深度合作，塑造国内“院企合作”的典范。

项目首期启动屯昌县800平方公里的富硒农
业资源与西达农场400平方公里的富硒农业资源
的规划布局与产业运营工作，将共同建设30万亩
富硒水稻种植基地，具有年产优质香米15万吨、
富硒米粉3万吨的产业规模。

富硒水稻产业区的农业生产，由省农科院提
供优质香稻品种，进行全程技术监控与生产管理，
卓达集团负责投资、品牌打造与终端销售，项目建
成后，卓达集团可实现年销售收入60亿元，带领
6万农户参与富硒香米产业发展，每年可以为农
民合作社及农户带来直接经济收入10亿元。

海南卓达富硒农业开发有限公司总经理张社
生透露，卓达集团将在海南全面启动富硒水稻、富
硒杂粮、富硒果蔬、富硒畜禽、富硒水产等五大产
品体系的投资运营工作，在未年5年内，分期投入
90亿元，重点发展富硒农产品的初加工、中加工
与深加工业务，年产值可达300亿元。

研企联姻
打造富硒经济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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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海口11月28日讯（记者郭景
水）记者昨天从省教育厅获悉，我省将全
面实施高校体育工作年度报告制度。自
2015年起，对全省普通高等学校体育工
作进行专项督查，今后每两年进行一次，
对达不到《基本标准》要求和学生体质健
康水平连续三年下降的高校，在学校办
学中不能评为合格等级，将不批准或停
止其为高水平运动队建设学校。

省教育厅要求，各高等学校一、二年
级本科生必须开设不少于144学时、专
科生不少于108学时的体育课，每周安
排体育课不少于2学时。三年级以上
（包括研究生、博士生）必须开设选修课，
选修课成绩计入各学生学分。同时，要
合理安排体育教学内容，体育项目开设
不少于15门。

省教育厅强调，要采取多种形式，让
学生毕业时能熟练掌握二项运动技能，
使之终生受益。

我省将全面实施高校体育工作
年度报告制度

体育课开设项目
不少于15门

本报海口11月28日讯（记者杜颖
通讯员赵家彪）记者从省民族博物馆了解
到，由海南省民族博物馆和云南民族博物
馆联合举办的“锦绣天成——黎族树皮服
饰展”日前在昆明开展。展览以“历史印
迹”、“南国神韵”、“保护传承”、“弘扬发展”
四个单元，诠释了海南黎族服饰文化的演
变过程，传递了黎族在无纺布时期适应自
然、顽强生存的历史信息，向广大云南观
众展示了黎族久远而独特的文化。

据省民族博物馆有关负责人介绍，
此次联展，共展出文物108件（套），是省
民族博物馆探索社会教育推广的一种新
模式，通过馆际间交流，为弘扬海南民族
传统文化注入了新的活力，为海南少数
民族本土文化走出去发挥积极作用。

“黎族树皮服饰”
赴昆明展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