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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海口12月10日讯（记者况
昌勋）淘宝“特色中国·海南馆”于去年
冬交会开馆，截至11月底，入驻商家
达608家，入驻商品9120多个，销售
额达到3.79亿元，被评为“淘宝特色中
国”栏目首个示范馆。

为引导海南农产品“上线”，去年
以来省农业厅与阿里巴巴集团对接，
通过政府、淘宝、运营商三方合作，打
造淘宝“特色中国·海南馆”，开展农产
品网络电子促销活动，开启了海南农
产品电子商务新时代。截至11月底，

海南馆入驻商家608家，打标店铺204
家，入驻商品 9120 多个，打标商品
2354多个，建立地方地理标识产品数
量156个，销售额达到3.79亿元，2014
年3、4月份海南馆综合数据排名连续
获得全国第一。

为支持农产品电子商务发展，我
省还出台了奖励政策。利用淘宝海南
馆等经省级政府农业部门认定的电子
商务平台，宣传或销售海南农产品的，
按上线单位的数量和销售额给予奖
励，其中每一个上线单位给予奖励2

万元，同时对销售额100万元以上的，
按其销售额给予1%的奖励，最高不超
过50万元。自办农产品网站，年销售
额100万元以上的，按其销售额给予
1.5%的奖励，最高不超过50万元。

省农业厅信息中心主任林春介绍，
为解决制约海南电子商务人才的欠缺
问题，我省积极促进淘宝大学在海南落
户，从各个层面培养商务人才。同时，
通过海南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3G项目
建设，在上线企业建立农产品质量安全
追溯体系，塑造品牌农业建设。

淘宝海南馆获评“淘宝特色中国”首个示范馆

海南农产品“触电”尝到甜头

本报海口12月10日讯（记者邵
长春）“山西品牌中华行（海口站）”活
动新闻发布会今天上午在海南国际会
展中心召开。该活动旨在利用海南省
的区位优势，充分发挥冬交会的平台
优势，进一步扩大山西品牌在我省的
影响，提升山西品牌的市场占有率。

据了解，本次活动共组织山西省
33家企业、10大类、1000余种商品参
展，与2014年冬交会同时举办。期间
还将举办推介对接会，邀请我省50多
家大型商场、连锁超市、餐饮企业的采

购经理人和一批代理商、供应商与山
西参展企业对接洽谈。

此外，山西还将在冬交会上组织
系列专题活动，包括大同市“主题日”
活动、山西面食文化、山西民歌文化宣
传推介活动，集中宣传推介大同市的
区域性品牌，由山西面食表演队分时
段进行现场演示，由山西民歌手表演
山西民歌、河曲二人抬等节目。

山西省商务厅副厅长李志胜表
示，该活动是近年来山西举办的规
模最大、组织最周密、举办地最多的

一次品牌推介活动，是第一次以“集
团”方式，集中开拓省外市场的一次
有益尝试，“相信该活动将成为冬交
会的一大亮点”。

据介绍，截至目前，“山西品牌中
华行”已在全国14个省会城市和港澳
台地区成功举办了16站，累计共有
120余家品牌企业、上千种商品参加
近400场活动，海口是今年的第9站，
也是2014年的收官之站，届时海南消
费者可在本地品尝到地道的山西汾
酒、老陈醋、红枣、核桃等山西特产。

33家企业携千余种商品参展

三晋客商“抱团”闯荡冬交会

本报三亚12月10日电（记者黄媛
艳）记者今天从三亚市委外宣办获悉，
2014年三亚·财经国际论坛将于12月
12日—14日在三亚海棠湾举行，届时将
有来自亚洲、欧洲及美洲最具影响力的
政界、商界、学界领袖加盟头脑风暴，以
民间智库撬动政经能量，以思想共鸣引
领变革方向。

今年三亚·财经国际论坛主题为“新
经济新平衡”。本次论坛将邀请政界、商
界、学界领袖在推动国际经济技术交流
合作、研讨解决重大问题、促进世界经济
良性发展中分享真知灼见。

本次论坛中，第十届全国政协副主
席徐匡迪、欧盟委员会原主席若泽·曼努
埃尔·杜朗·巴罗佐、中共中央党史研究
室原副主任章百家、环境保护部副部长
潘岳等全球政商学界领袖将参会。

财经国际论坛
明起三亚举行

本报海口12月10日讯（记者况
昌勋）今年冬交会吸引了16个省级供
销社、台湾农会及一些相关企业报名
参展，目前参展单位共45个，参展品
种达2300种，全国供销系统展销区展
位招租已经全部完成。

今年10月以来，海南省供销联社
组成了5个客商邀请组，分赴15个外省
供销社进行客商邀请，截至目前，共有
25个外省供销合作社422人报名参会。

目前，全系统供销合作社已落实
合同订单51宗，数量39.74万吨，花卉
产品850万支，禽类产品20万只，金
额10.53亿元。

25个外省供销社
踊跃参展

本报海口12月10日讯（记者罗孝平）由海南
日报报业集团主办的第二届2015年海南年货展暨
迎春庙会将于明年2月8日至15日，在海口市国兴
大道海航文化广场举行，展会共8天。

2015年年货展将重点打造七大特色平台：海南
“一站式”年货采购的第一平台、海南推广特色产品
品牌的强势平台、打造流通全国的海南年货电商平
台、价格实惠的团购平台、买卖双方互动的平台、稳
固客群、客商关系的新平台、展示海南年俗文化旅游
的特色平台。

据了解，本届展会将划分食品展区、农副产品展
区、烟酒茶展区、年俗品展区、日用品展区、美食展区
及年俗文化展示区。

目前，2015年海南年货展招商启动，正式推
出标准展位、特装展位及小吃（街）展位3种类型
展位。咨询电话 0898-66810557（上班时间：
08：30—17：30），手机13398907577。

海南年货展明年2月8日至15日举行

搭七大购销平台
买年货一站搞定

本报三亚12月 10日电 （记者黄
媛艳 武威 通讯员黎泰）为满足旅客
的出行需求，给旅客带来更加舒适的
飞行体验，记者今天从海南航空获悉，
该公司还将再新增由A330-300执飞
的三亚⇌呼和浩特、三亚⇌郑州两条
直飞航线。

从2015年1月7日至2015年3月
28日，三亚⇌呼和浩特执飞航班，每天
一班，三亚出港航班号HU7229，呼和浩
特出港航班号为HU7230。

从2015年1月7日至2015年3月
28日，三亚⇌郑州执飞航班，每日一班，
三亚出港航班号HU7033，郑州出港航
班号为HU7034。

三亚再增两条
旅游旺季直飞航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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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nxwjb@
163.com。

省委宣传部 省文体厅 省记协
2014年5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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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金昌波

“坚决维护宪法法律权威，确保宪法
法律在海南有效实施。”翻开省委六届七
次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海南省委贯彻
落实<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
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意见》，每每读
到这里，海南大学副校长、法学院院长王
崇敏都觉得振奋人心。接受海南日报记
者专访时，他认为，宪法是党和人民意志
的集中体现，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我们
必须重视宪法，维护宪法权威，确保宪法
有效实施。

王崇敏说，《意见》明确指出，坚持
依法治国首先要坚持依宪治国，坚持依
法执政首先要坚持依宪执政。全面推

进依法治省，首先要坚定不移维护宪法
尊严，坚持不懈抓好宪法实施。

“专门用一个章节的内容来阐述宪
法法律权威，这充分说明了宪法在建设
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和法治中国中的重
要性，也说明了省委对宪法实施的重视
程度。”王崇敏说，宪法是我国的根本大
法，具有最高法律地位和法律效力，一
切法律法规均不得与宪法相抵触，一切
违反宪法的行为都必须予以追究和纠
正。宪法还是人权保障书，人权保障是
宪法的基本原则，也是宪法的终极关
怀。此外，宪法还是政治文明发展的产

物，宪法精神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灵
魂与核心。

《意见》还就如何确保宪法法律在
海南有效实施提出了具体要求。王崇
敏认为，根据省委贯彻意见，全省各级
党政机关、社会团体、企业事业组织和
个人均负有维护宪法尊严、保证宪法
实施的职责。此外，省委贯彻意见还
特别规定了各级党委以及各级人大、
政府、政协、审判机关、检察机关的党
组织确保宪法法律在海南有效实施的
领导、监督的责任和职责。“这是落实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关于‘坚持依法

治国首先要坚持依宪治国，坚持依法
执政首先要坚持依宪执政’基本精神
的具体体现。”

王崇敏还表示，公民是宪法的基
础，宪法是公民的生活方式，公民除了
享有宪法规定的各项权利，还需要履行
宪法规定的义务。要确保宪法法律权
威在海南有效实施，让宪法融入公民日
常生活，就必须使其了解宪法内容，因
而宪法教育显得十分重要。

“正如《意见》所要求的那样，必须
深入开展全民宪法教育。”王崇敏建议，
在这个过程中，海南应扩大宪法教育的
范围，将所有社会主体纳入宪法教育的
范围。

（本报海口12月10日讯）

海南大学副校长王崇敏解读“宪法法律权威”：

确保宪法法律在海南有效实施
学习贯彻省委六届七次全会精神·专家解读②

本报三亚12月10日电（记者梁振
君 通讯员余美君）进入12月份，国产芒
果鲜有上市，但在神泉集团南田农场东
风分场职工陈海金的芒果园里，十多名
工人正在给刚刚采摘下来的芒果打包：
一颗颗大小均匀、品相饱满的芒果整齐
地排列在泡沫箱内，封箱、过称、装车
……第二天这批新鲜的芒果就将空运到
北京，走进千家万户。

陈海金拿起一颗半个手掌大小的
芒果，喜不自禁：“别看这芒果个头不
大，一斤可要卖到10元钱呢。”据他介
绍，正在打包的这批“台农”芒果约有
8000斤，属于早熟种，个头不大，肉质
腻滑，旺产期市场价平均每斤5元，但
现在因为是“早果”，价格比平日里高了
一倍。

南田农场“早果”变“金果”，这主

要得益于该场农业经营体制改革。
经过 20 年的再创业，该场已成为海
南农垦乃至全国农垦改革发展的一
面旗帜。

除却南田，近年来海南农垦持续
推进农业经营体制改革，成绩显著。
截至目前，农垦40个农场在工商部门
注册成立各类职工专业合作社累计达
101家，注册资金2.2975亿元，入社社

员24095人，入社15981户，带动农户
达44426户，入社自营经济面积23万
多亩。专业合作社涉及行业范围不断
扩大，包括种植业、畜牧业、水产业等
诸多领域。

此外，海南农垦还建立起100万亩
的芒果、香蕉、绿橙、荔枝、胡椒、槟榔、
瓜菜、茶叶、菠萝蜜、红毛丹等十大热
带农产品规模化产业基地，建成22个

国家级热作标准化示范园、10个绿色
食品生产基地、47个无公害农产品生
产基地，打造了国家级的白沙绿茶和
省级的东妃荔枝、白马骏红茶叶、五指
山金鼎红茶、神泉芒果、昌农胡椒、乌
石绿橙等知名品牌，并在6个农场开展
了农业规范试点工作，标准化、品牌
化、产业化发展已成为驱动农垦经济
发展的原动力。

推进农业经营体制改革，建立热带农产品规模化产业基地

垦区百万亩热土结“金果”

◀上接A01版
有关方面对迁改也给予鼎力支持。海南电网公

司专门成立迁改工程设计方案评审小组和迁改工程
启动验收工作组，统筹安排停电计划，最大限度减少
错峰限电；对停电造成供电面影响大的迁改点，省工
信厅则严把停电关，将停电对企业生产和群众生活
的影响降到最低；对迁改涉及的征地问题，省国土部
门及沿线市县政府也给予大力配合。海南高速铁路
公司、粤海铁路公司在“三电”迁改办理跨越铁路手
续方面给予大力支持，现场施工配合到位。

为加快推进迁改，省跨海办（铁路办）建立了领
导分工责任制，专门成立了两个突击工作小组，由办
领导带队，驻扎一线现场，边排查、边督促、边协调解
决问题。

“省跨海办在迁改过程中起到了统筹协调的作
用，每周都派人到现场协调解决迁改中遇到的问
题。”中铁二局海南铁路工程指挥部党工委书记兼副
指挥长刘清华说。

争分夺秒 攻坚克难

挖掘机伸长巨臂开挖土方，运载车来往穿梭，施
工现场一派热闹景象。这是西环高铁临高车站施工
现场一景。

“福洛I、II线高压线路10月完成迁改，使西环
高铁临高车站的土石方建设得以顺利推进，目前土
方开挖基本完成。”中铁21局海南西环二标征地拆
迁办主任熊宁说。

可以说，在西环“三电”及管线迁改中，高压电力
迁改是重中之重，也是难“啃”的硬骨头。

“全线35KV以上高压电力迁改共有94处，共
有292个塔基，点多面广。持续高温和雨天，增加了
迁改的难度，两次台风整整影响了1个月的工期。”
刘清华说。

为此，中铁二局勇于担当，精心组织施工，攻坚
克难。今年3月28日，中铁二局接手高压电力线路
迁改任务后，便投入到紧张的前期设计勘察大战。
4月28日，施工队开始进场施工。从今年8月起，该
局增加了人力、设备和资金的投入，人员从400多人
增至900多人，高峰期施工人员达1100多人，迁改
进度明显加快。

然而，电力迁改遇到的困难令人难以想象。“有
的地方吊车无法开进，设备则靠人工抬进去，苦累不
堪。”中铁二局海南铁路工程指挥部安全总监兼副指
挥长宋来说。

宋来介绍说，福洛I、II线迁改的高压线塔基共
有23座，其中4座塔立于临高县博厚镇美所村委会
两个村庄的田洋中，施工难度大，靠人工开挖基础，
材料全靠人力运进去。该迁改工程从7月底施工，
至10月11日完工，耗时两个多月，是迁改难度最
大、历时最长的一个工程。

大局为重 助力迁改

“中海石油管道输气有限公司等相关产权单位
对西环‘三电’及管线迁改十分重视，各方面都很给
力，为西环建设助力加油，体现了大局意识。”郭保红
对此深有感触。

郭保红举例说，中海石油管道输气有限公司在
管线迁改方面带了好头，在迁改费用尚未达成一致
的情况下，他们以大局为重，第一时间启动迁建工程
设计及设备材料采购，先行启动皮波河特大桥油气
管道迁改。

中海石油管道输气有限公司副总林庆光介绍
说，公司投入200多人和50台套设备进行油气管线
迁改，多点并进，加快迁改。从今年6月中旬至11
月1日止，涉及该公司的10处迁改点（总长5.77公
里）已全部完成。

其他各产权单位也积极落实迁改组织方案，配合
中铁二局组织实施迁改。海南省军区通信部门、广州
军区第二通信总站主动统筹协调项目沿线涉及的部
队通信光缆迁改；移动、联通、电信公司和有线电视公
司也主动派人到一线，衔接迁改方案，合理安排线路
驳接，通信光缆和有线电视线路的迁改十分顺利。

正是企业以大局为重，以一刻也不耽误的精神
助力迁改，最终跑赢了一场艰难的迁改“接力赛”。

（本报海口12月10日讯）

政企“快”迁改
西环“早”清障

本报海口12月 10日讯 （记者郭
景水）今天上午，海南省高校“学习习近
平总书记关于弘扬中华传统美德重要
论述，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报告会在海南大学思源学堂大礼堂
举行，省委教育工委、省教育厅邀请中
宣部政研所研究员、副所长戴木才作专
题报告。

在专题报告中，戴木才以全局的视
角、生动的案例，系统梳理了习近平总书
记关于社会主义文化发展繁荣和培育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新思想、新论断、新
思路，深刻阐述了中华传统美德的形成
过程及其主要特点与作用，对培育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中华传统美德提
出了针对性、操作性的对策建议。

对于全省高校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省委教育工委常务副书记，
省教育厅党组书记、厅长曹献坤提出，各
高校党委要将这项工作摆上重要位置，
把握方向，制定政策，营造环境，切实担
负起政治责任和领导责任。高校教务部
门、各院系要将其融入教育教学全过程，
充分发挥课堂教学主阵地作用。

高校领导干部
学习报告会举行

海口⇌成都东
客列运行线路调整
春运期间暂不经海口

本报海口12月10日讯（记者侯小
健 通讯员李兰芳）记者今天从广铁集团
获悉，2015年2月2日—3月13日，成都
东⇌海口K488/5次客列自列车始发站
起改为深圳站终到，运行区段改为成都
东⇌深圳；2015年2月4日—3月15日
海口⇌成都东K486/7次客列自列车始
发站起改为深圳站始发，运行区段改为
深圳⇌成都东。

12月10日，顾客在三亚益龙海景渔村扫描价格标签上的二维码，以查询海鲜信息。
据悉，三亚于今年春节黄金周启用海鲜信息手机短信、微信咨询举报系统。该系统通过手机短信或者微信

获取海鲜品消费信息，解决经营者和消费者之间信息不对称问题。截至目前，三亚登记在册的208家海鲜排档
已全部开通海鲜排档标准信息短信微信咨询举报平台。 本报记者 武威 通讯员 林建喜 摄

扫扫海鲜价格
消费明明白白

制图/石梁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