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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定任命：
陈健春为海南省国土资源厅厅

长。
根据《海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

员会人事任免规定》第十五条的规定，
海南省国土环境资源厅已更名为海南

省国土资源厅，陈健春原任海南省国土
环境资源厅厅长职务自行终止。

海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决定任命名单
（2015年1月20日海南省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三次会议通过）

2014年11月26日海南省第五届
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一次会
议通过了《海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
员会关于召开海南省第五届人民代表

大会第三次会议的决定》。根据《中华
人民共和国各级人民大会和地方各级
人民政府组织法》第八条有关规定，结
合海南省人民政府省长、海南省第五届

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出
缺需要补选的实际，本次会议拟补选海
南省人民政府省长1名、海南省第五届
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主任1名

和委员1名，现决定：海南省第五届人
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建议议程由六
项增加为七项，即增加“选举”事项，其
他事项不变。

海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增加海南省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
第三次会议建议议程的决定

（2015年1月20日海南省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三次会议通过）

三亚市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
委员会第二十八次会议补选刘赐贵为
海南省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乐
东黎族自治县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一次会议补选李军
为海南省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儋州市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
员会第二十七次会议补选铁刚为海南
省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澄迈县
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
十五次会议补选唐守兵、莫仲敏为海
南省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屯昌

县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第二十五次会议补选田志强为海南省
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琼中黎族
苗族自治县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
务委员会第二十一次会议补选陈大兵
为海南省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海南省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
会第十三次会议同意代表资格审查委
员会的审查报告，确认刘赐贵、李军、
铁刚、唐守兵、莫仲敏、田志强、陈大兵
的代表资格有效。

三亚市选出的海南省第五届人民

代表大会代表蒋定之，海口市选出的海
南省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徐伟华，
因工作需要，调离本省。依照代表法的
有关规定，蒋定之、徐伟华的代表资格
终止。依照组织法和选举法的有关规
定，徐伟华的省五届人大常委会委员职
务相应终止。

海口市人大常委会接受邓小刚
提出辞去海南省第五届人民代表大
会代表职务，三亚市人大常委会接受
王勇提出辞去海南省第五届人民代
表大会代表职务，文昌市人大常委会

接受杨远福、裴成敏提出辞去海南省
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职务，万宁
市人大常委会接受丁式江提出辞去
海南省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职
务。依照代表法的有关规定，邓小
刚、王勇、杨远福、裴成敏、丁式江的
代表资格终止。

现在，海南省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
实有代表385人。

特此公告。
海南省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2015年1月20日

海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
第39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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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面深化改革一年来全面深化改革一年来

■ 本报记者 郭景水 实习生 吴坤梅

“种田种到‘一本’去。”一走进海南
省农业学校2014级植物保护专业本科
班的教室里，镶黄色镜框装裱的书法作
品，甚是显眼。

12名女生、28名男生共计40人组
成的这个“本科班”，是我省2014年实
施中职本科“3+4”分段培养的4个试点
项目班级之一。根据省教育厅的试点
改革设计，他们在三年的中职学习之
后，经过严格考试和考核合格，将升入
海南大学的植物保护本科专业就读。

“第一学期除了语文、数学、英语等
公共课之外，学校开设了礼仪、插花、音
乐等选修课，供同学们选择。”该班学习

委员王佳莉同学说，通过学习插花，自
己还加入了学校花卉协会。

2014年 7月，在父母的生拉硬拽
下，初三学生钟慧柳报考了这个本科
班。钟慧柳中考580分，在海口市区
能选择的高中范围不大。“当时，对于
到省农业学校读书很排斥，认为到了
中职学校将来就和大学无缘了。”如
今担任班级团支书的钟慧柳这样告
诉记者。

将近一个学期的学习生活，改变了
钟慧柳曾经的想法——2014级植物保
护专业本科班已经成了海南省农业学
校的“明星班”：两人次在省级演讲比赛
中获奖，合唱、礼仪操、广播操、军训等
多项活动获得学校一等奖，班里大部分
的同学陆续参加了羽毛球协会、乒乓球
协会、种子质量检测协会等学校学生社
团，多位男生、女生甚至成为全校的“男

神”、“女神”。
相比升入普通高中的不少初中同

学，该班同学王昱权感觉到：在中职学
校读书可以有更多的时间组织和参与
课外活动，“另外最关键的是，通过这些
集体或者个人活动，包括我在内的很多
同学自信心有了明显提高。当然，对于
第二学期即将开始的专业学习，我们也
将投入更多的精力。我们一定会实现

‘种田种到一本去’的目标。”
本科班入学伊始，除了班主任邢

益范老师负责班级的日常管理，海南
省农业学校党委书记陶文芳亲自担任
班级“指导班主任”。“这个班级学生入
校的最低分数达到了520分，高于其
他专业班级的入校学生。”陶文芳说，
将近一个学期以来，本科班成为2014
级学生的榜样班级，进一步带活了校
园气氛。

海南省农业学校校长陈克文介绍，
本科班入学半年来，招生的40人无一
人辍学，并且得到了香港强华建教基金
会有关工作人员的大力支持。“中职本
科学制贯通之后，植物保护专业的中职
生毕业之后有机会进入大学读书，有助
于我省农业职业教育培养体系的完善，
为我省热带高效农业发展提供技术技
能型的人才。”

省教育厅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处
处长林岗介绍，我省在2014年启动的
中职高职本科学制贯通改革试点中，海
南省农业学校、海南省机电工程学校与
海南大学，海南省旅游学校、海口旅游
职业学校分别与海南师范大学，试点招
生中职本科“3+4”分段培养。初步计
划，2015年试点与省外本科院校合作，
招生人数扩大。

（本报海口1月20日讯）

种田种到“一本”去

行进海南

精彩故事

■ 本报记者 蔡倩

莲雾还长在树上就被订光、6斤装
大米卖出200元的价格、牛肉进驻当地
超市成为“新贵”……产自琼海市大路镇
的“五朵金花”特色农产品正陆续走出深
闺，为当地农民聚来财运。

美包装 品牌营销倍增值

“大路米确实好吃，再加上礼品式包
装显得非常精致，送人也觉得有面子。”

今天，在琼海市大路镇特色农产品展销
中心（以下简称展销中心）里，来自海口
市的一位销售商一口气预订了5000份
礼品装大路原生米。

大米、牛肉、莲雾、番石榴、粽子，并
称大路镇特色农产品的“五朵金花”。
2014年6月开始，大路镇委、镇政府筹
集资金70万元，为这“五朵金花”梳妆打
扮一番，冠以了新的品牌，并通过网络推
介、包装设计等提高大路农业品牌的知
名度。

2014年10月底，“五朵金花”以新
的面貌出现在市场上时，却身价倍增！

“这是一份6斤装的礼品装大米，一
般售价在200元左右。”展销中心负责人
李怡向记者展示了一份包装精致的原生
米。她介绍，即使价格较高，但由于内容
实在、富有特色、档次较高，这里展销的

品牌特色农产品也都供不应求。

扩平台 线上线下同销售

“大路镇最有代表性的农产品，在这
里才能找到，可以说这里是一个蔬菜水
果物流基地。”李怡介绍，由农民专业合
作社直供、与省内外各大农业公司合作
建立销售网络，展销中心承担了特色农
产品展览、农产品信息发布、农产品交易
等职能，自2014年10月底启动以来积
聚了很高人气。

“莲雾还长在树上，就已经被展销中
心引来的客人订购光了。”琼海多果莲雾
种植专业合作社理事长苏文林告诉记
者，进驻展销中心的几个月，莲雾根本不
愁销路。

展销中心的影响力不止于此，除实

体销售外还进驻淘宝网，设立了大路镇
特色农产品电商平台，通过线上线下同
步销售的方式，进一步提高了大路特色
农产品的品牌知名度，增加产品附加值。

集约化 金花引来百花放

“打造特色农产品的效益已经出来
了！”大路镇委书记王雄告诉记者一个喜
讯，琼海当地各大超市纷纷前来订购农
产品，大米、莲雾、番石榴的价格比往年
增长不少！

在琼海市金海路一家宝真超市里，
记者看到农产品销售区里设有大路特色
农产品专柜，大路原生米已被抢购一
空。“大路大米一般市场单价是2.5元，
在超市里能卖到3.8元；石榴单价是1.6
元，今年的超市价3.5元；牛肉单价40元

左右，超市价53元……”王雄掰着手指
一一比较，心里乐开了花：他乐的是大路
农民今年能有个好收成了。

“我家种了十几亩水稻，大米收购价
哪怕只涨几毛钱，收入增长都了不得。”
大路镇亭子坡村农户王良雅希望今年村
里也能成立专业合作社，进驻展销中心，
分享金花盛放的芬芳。

据王雄介绍，展销中心已先期吸收
5家规模较大、管理较为规范的农民专
业合作社进驻。目前大路镇委、镇政府
正着力于鼓励有实力的农民群体形成农
民专业合作社，通过“公司+合作社+农
户”的方式进一步促进农村农业集约化
发展，以“五朵金花”引领大路特色农产
品呈“百花齐放”之势，从而带动农业产
业结构调整，让群众增收致富。

（本报嘉积1月20日电）

琼海大路镇壮大品牌农业，大米、牛肉、莲雾、番石榴和粽子身价飙升

“五朵金花”走出深闺变“新贵” 本报三亚1月20日电（记者黄媛艳）记者
昨天从三亚市政务中心获悉，该市已发布区级
行政审批及管理服务事项目录，区级的15个部
门共承接下放行政审批事项117项、管理服务
事项94项。

按照“能放则放”的原则，三亚已下放的117
项区政府行政审批事项行政权力，涉及政府投资
项目建议书、政府投资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非政
府投资项目招投标核准、动物防疫、种子生产经营
许可、娱乐场所经营许可、环境保护、建账登记、特
殊工种提前退休审批、互联网上网服务经营许可、
教育机构筹设、供水单位卫生许可、医师执业注册
许可、社会团体登记、城市垃圾处理、民办非企业
单位登记和变更、城市道路挖掘许可、城市垃圾处
理行政审批、渔业船舶登记、道路运输经营许可及
公办民办文化教育培训机构、初级中学、小学、特
殊学校（班）、幼儿园的筹设、设立、变更、注销审批
等多个领域。

94项区政府管理服务事项则涵盖多项民生
类事项，如企业固定资产投资项目登记备案、政府
投资项目计划、建筑工程竣工验收备案、因公临时
出国（境）初审、结（离）婚登记、农村土地承包经营
证核发、景区内导游员备案、年度用水计划核定、
转休学手续办理、独生子女光荣证发放、农村二孩
生育服务证发放、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事业单
位法人年度报告审查等。

目前，三亚天涯区、吉阳区、海棠区、崖州区等
将承接“放权”事项，主要涵盖的区级部门有发展
改革局、农林局、旅游文体局、环境保护局、财政
局、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教育科技局、卫生和
计生局、民政局、城市管理局、海洋渔业水务局、交
通运输和安全生产监管局、组织部（机构编制委员
会办公室）、区政府办公室（外事办）、住房和城乡
建设局等15个部门。为保证审批权限下放后的
平稳过渡和无缝对接，三亚各区政府将对下放事
项制定相应的管理办法和规范的管理措施，确保
下放事项运行顺畅、监管到位。

三亚211项审批和
服务事项下放区政府

本报讯（记者许春媚）日前，海南广播电视总
台旗下的旅游卫视，在原有落地覆盖基础上增加
了在中星9号卫星平台上的传输，从此超过1亿
的农村和边远地区“村村通”、“户户通”电视观众
都能收看到旅游卫视，这是记者从海南广播电视
总台获悉的。

据了解，长期以来我省的一些村子由于有
线电视信号覆盖不到，当地的村民都收看不到
海南的省级卫星频道旅游卫视。上星和落地是
广播电视实现有效传播的关键所在。省委、省
政府对此高度重视，省委常委、宣传部长许俊亲
自协调沟通，省委宣传部、省文体厅等部门全力
推动，长期困扰旅游卫视发展的问题终于得到
解决。

目前我国卫星电视节目主要通过中星6A、
中星6B以及中星9号三个卫星平台传输。在
此之前，旅游卫视只通过中星6A卫星平台传
输，国内完成了对6.3亿人口的落地覆盖。随着
中星9号卫星传输平台的增加，旅游卫视落地
覆盖新增约1.2亿人口，达到7.5亿人口。旅游
卫视在户户通平台频道号为301，村村通平台
频道号为41，覆盖全国，包括甘肃、青海等我国
地理区位相对偏远的省份。只要用户装有村村
通或户户通接收设备，不用花任何费用就能够
收看到旅游卫视的节目。

新增中星9号卫星传输

旅游卫视可
增加1.2亿观众

本报海口1月20日讯（记者邵长春 通讯员
刘麟鑫）记者从省财政厅债务金融处了解到，为充
分发挥政府财政性资金的引导和杠杆放大作用，
利用市场机制加快推进战略性新兴产业和特色产
业发展，促进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近日我省发出
通知，公开征集2015年省级创业投资引导基金参
股子基金，申报时间截至3月1日。

据悉，去年7月省政府印发了《海南省创业投
资引导基金设立方案和海南省创业投资引导基金
管理办法（试行）》，成立10亿元规模的省级创投
引导母基金，通过设在省财政厅的基金管理委员
会办公室进行规范运作，扶持创业投资企业（子基
金）成长，引导社会资本进入生物新医药等战略性
新兴产业以及科技型农业等海南特色产业，推进
全省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

此次征集的子基金明确要求应投资于电子信
息、生物与新医药、新材料、新能源、新能源汽车等
战略性新兴产业、高新技术产业和现代服务业，或
者科技型农业、旅游、文化创意、海洋等海南特色
产业，重点应投向处于种子期、初创期、早中期的
创业企业。

我省公开征集省级创投
引导基金参股子基金

本报海口1月20日讯（记者罗霞
特约记者邓韶勇）记者今天从省海洋与
渔业厅获悉，去年我省安排资金对约万
亩水产养殖池塘进行标准化改造，经改
造的池塘养殖产量及效益明显增加。自
2012年我省开展水产养殖池塘标准化
改造项目以来，截至目前，全省已有4.6
万亩低产池塘得到改造。

去年完成改造的池塘涉及琼海、万
宁、定安、屯昌、琼中、白沙、保亭等市县，
预计可以新增生产能力2500吨以上，产
值 3200 万元。我省按改造淡水池塘
500元/亩、海水池塘800元/亩的标准
对养殖户进行补贴。

据了解，按照计划，我省将对全省
25万亩低产池塘（其中海水池塘10万
亩、淡水池塘15万亩）进行标准化综合
改造。今年，我省将继续安排资金，支持
养殖户进行池塘改造。

我省改造4.6万亩
低产池塘

1月20日，几位游客在全
球最大的单体免税店——海棠
湾免税购物中心购物。

时下，海棠湾免税购物中
心迎来开业后的首个旅游旺
季。海棠湾免税购物中心提前
从货源、服务、优惠活动上做了
充分准备，许多一线品牌也密
集开业吸引游客消费。

本报记者 李英挺 摄

海棠湾免税店
首迎旅游旺季

本报海口 1月 20日讯（记者侯小
健 特约记者陈涛 通讯员罗利明）“大茅
隧道改造后，不仅亮多了，而且增添的设
施更加便利。”私家车主许先生感慨地
说。许先生的说法得到了印证。记者从
省交通运输厅获悉，G98环岛高速大茅
隧道安保工程改造呈智能化和人性化等
特点，交通安全更有保障。

“此次改造，除改造路面、完善灯光
设施外，还新增了监控系统、紧急电话及
有线广播系统、隧道通风系统、火灾报警
系统等。”承担该隧道安保工程施工的中
咨华科交通建设技术有限公司总助韩子
东说。

司机林先生说，司机可用电话报警
求救，也可通过有线广播系统等“机关”，
与监控室工作人员通话，增强了应急救
援能力。

大茅隧道改造呈智能化等特点

隧道内可触
“机关”报警

本报海口1月 20日讯（记者罗霞
通讯员李娜 华丽）记者今天从海南出入
境检验检疫局获悉，去年，该局在入境旅
客携带物、邮寄物中截获各类禁止进境
物共超5000公斤。为避免疫情疫病传
入，依据《进出境动植物检疫法》及其实
施条例的规定，该局已对截获的禁止进
境物作退回或销毁处理。

去年海南出入境检验检疫局在入境
旅客携带物、邮寄物中截获各类禁止进
境物6408批、5222.7公斤，重量同比增
长15%。截获物包括水果、种苗、鸡蛋、
鱼、肉制品、奶酪、燕窝、蔬菜、动物标本
等，主要来自法国、美国、俄罗斯、哈萨克
斯坦、日本等国家和香港等地区。

海南截获禁止
进境物逾万斤

职教学生搭上
本科“直通车”

本报定城1月 20日电（记者梁振
君 见习记者周晓梦 通讯员俞健）记者
今天从中海油管道输气有限公司（下称

“海南管道公司”）了解到，定安公园家小
区1062户昨天正式通气，海南“琼剧之
乡”从此用上了LNG清洁能源。

一天前，海南管道公司在定安展开
了为期一天的天然气知识宣传活动。该
小区成功通气后，将打开海南管道在定
安的城市燃气业务，用清洁能源为定安
绿色发展提供动力支撑。

“琼剧之乡”用上
LNG清洁能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