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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本报海口2月7日讯（记者梁振君
邵长春 通讯员姚洁斯）尽管经济下行压
力加大，但去年海南港口经济稳步增
长。数据显示，2014年，我省主要港口
货物吞吐量累计完成1.184亿吨，同比
增长 7.5%。其中海口港完成 5940万
吨，增长9.5%，货物吞吐量占据全省半
壁江山以上，已成为环北部湾集装箱吞
吐量最大的港口。

海南主要港口去年
货物吞吐量超亿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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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海口 2月 7日讯 （记者陈怡
通讯员周炜）记者今天从海南航空获悉，
随着春节临近，我国民航运输业已进入
春运高峰期，为降低旅客乘坐飞机的成
本，海南航空5日起暂停收取国内航线
10元的燃油附加费。

据悉，海航国内燃油附加费暂停征
收将以原始出票日期为准，原始出票日
期在2月5日（含）之后的国内客票将免
收燃油附加费。

海航暂停收取
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

本报海口2月 7日讯 （记者罗
霞）春节临近，为满足春节市场消费
需求，我省相关部门积极指导、动员
商家组织适销对路的商品。

据省商务厅不完全统计，我省商
贸企业组织了约54.6亿元商品供应

今年春节市场，同比增长3%，共17
个大类、5万余个品种。其中，海口主
要商家备货近23.5亿元，三亚主要商
家备货近20亿元，尤其是三亚海棠
湾免税购物中心备货近8亿元。

为稳定节日期间的菜价，海口南

北蔬菜批发市场、秀英区公益性批发
市场等从2月1日至28日，每天比平
时多调运230吨蔬菜进岛。同时，我
省积极推进“产地菜”农超对接活动。

针对节日期间安全问题易发多
发的特点，我省各级商务部门动员当

地大中型商贸企业对库存商品，尤其
是食品进行清仓查库；要求企业完善
购销台账制度，实行不合格食品的退
市、召回、销毁、公布制度；开展节前
商贸流通领域安全生产巡查工作，保
障节日期间消费安全。

55亿元商品琳琅满目投市场
我省商贸领域安全生产、食品安全等工作同步部署

开栏的话 骏马开新纪，吉羊拓
锦途。在春节即将到来之际，本报开
辟“欢欢喜喜迎羊年”专栏，派出多路
记者深入基层，聚焦百姓喜气洋洋迎
大年的精彩瞬间，感受琼州大地的
新气象、新变化、新风貌，敬请关注。

本报海口2月7日讯（记者邵长
春 通讯员谢曦 程叶华）记者从省住
房和城乡建设厅了解到，我省今年将
深入开展城市“洁净工程”和农村“清
洁家园”行动，集中整治城镇“六乱”现
象，完善各项市政基础设施。到2015
年底全省城市污水处理率达80%，城
市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达95%以
上，全省70%的乡村建立稳定的环卫

保洁机制。
据了解，2015年城乡环境卫生综

合整治工作分为全面整治、深入推进
和巩固提高三个阶段进行。

其中1月至3月为全面整治阶段，
在2月春节前全省组织开展“迎新春城
乡环境卫生大清扫”活动，全面整治

“六乱”及农村脏乱差问题；4月至9月
为深入推进阶段，各市县、各部门对前

一阶段整治工作的重点、难点问题进
行深入推进，建立管理规章制度，推行
长效化管理；10月至12月为巩固提高
阶段，省环境整治工作领导小组办公
室将对各市县、各部门进行检查、评比、
表彰，建立长效机制，巩固整治成果。

整治行动特别强调，各市县、部门
主要领导是环境卫生综合整治工作的
第一责任人，分管领导是直接责任人。

我省今年深入开展城市“洁净工程”和农村“清洁家园”行动

城市污水处理率年底前达80%

本报嘉积2月7日电（记者杨春虹）
千年渔港、丝路古镇琼海潭门，今天以另
一种方式见证南海丝路——今天上午，
2015丝绸之路旅游年海南启动仪式在
这里举办，我省同时发布了南海丝路·海
南南洋文化之旅、南海丝路·海南老商埠
行踪之旅等南海丝路7条主题旅游线路。

在今年丝绸之路主题旅游年大背
景下，我省紧紧抓住“一带一路”机遇，
深入挖掘、梳理和整理海南深厚的丝路

文化和历史，按照不同主题首批推出南
海丝路7条主题旅游线路，即海南南洋
文化之旅、海南老商埠行踪之旅、三沙
邮轮之旅、海南岛西海岸探秘之旅、海
南美食品尝之旅、海南寻宝之旅、潭门
丝路古镇体验之旅等。这些主题线路
将从文化、建筑、港口、美食、更路簿、海
捞瓷等向广大游客展现立体、多样、丰
富和深厚的海南南海丝路历史和魅力。

启动仪式上，省旅游委同时开启了

平面杂志、网络杂志、微信杂志“三媒合
一”的《海岛旅游》旅游创新营销平台。

“在国家‘一带一路’建设大背景
下，海南将不断推出海南南海丝路主题
旅游线路。”省长助理、省旅游委主任陆
志远在接受海南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将努力推动海南成为国际旅游集散地，
逐步将南海区域发展成为像地中海、加
勒比海一样著名而重要的海洋旅游目
的地。

2015丝绸之路旅游年海南启动仪式举行

南海丝路7条主题游线路有得玩

■ 本报记者 赵优 特约记者 林先锋

“村里的楼一栋接一栋地盖，车也
是一辆接一辆地买。”走在定安县黄竹
镇河头村的宽敞村道上，河头村党支部
书记、村委会主任张杨毫不掩饰喜悦之
情，“咱们农民的日子越过越好。”

这喜悦，来自日益鼓起的钱袋子。
近年来，定安县紧紧围绕“农业增效、

农民增收”目标，着力在“新、特、深”三字
上下功夫，有力推进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
转型升级，全县涌现出一批具有地方特色

的农业品牌，加快农民致富步伐。2014
年，全县农业总产值47.45亿元，农业增
加值27亿元，农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
收入 9339 元，分别同比增长 16.2%、
5.3%、13%，增速排名居全省前列。

让农民观念活起来

“土地有租金，干工有工资，关键能
学技术！”翰林镇大寨洋200余亩的黄
秋葵长势喜人，村民陈垂莲在地里忙碌
着，“今年准备自己种，一年挣几万块不

成问题！”黄秋葵在当地进行包装后直
接空运至北京、青岛、宁波等地，供不应
求。目前，共有40多名工人在定安翰
林瑞港生态种养专业合作社务工，从种
植、管理、包装、物流学起，这些村民将
成为扩大黄秋葵种植的技术力量。

“农业人口占全县人口的72%，农村
的发展牵动着全县的发展，关系到能否
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怎样发
展农村经济，如何促进农民增收是三农
工作的重中之重。”定安县委书记陈军告
诉记者，为此，定安县先后出台一系列文

件，确立了县四套领导班子及机关单位
促进农民增收工作乡镇联系点制度，同
时，把农民增收工作作为重要考核，纳入
各镇、各单位全年综合目标责任考核。

有了科学谋划，各地发挥当地优
势，积极发展新兴优势产业。

龙湖镇与海南师范大学合作发展
蘑菇产业。目前，该镇蘑菇种植基地占
地30亩，已建设14个大棚，培养蘑菇
22万袋。据龙湖镇南科食用菌有限公
司负责人介绍，2015年将发展蘑菇种
植20万袋每批，每年种植4批次，年产

值2000万元，经济效益十分可观。
几年来，定安县热作及冬季瓜菜生

产发展稳定，定安黑猪及禽畜养殖规模
不断扩大，如今又涌现出小黄牛、黑山
羊、蘑菇、山柚、麻竹等经济效益好的产
业。蓬勃发展的新产业不仅打开了农民
的思路，也实现了农民收入的多元化。

让农业品牌优起来

在翰林镇新乙肚田洋上，刚播种的
水稻翠绿清新， 下转A04版▶

定安引进新品种、扶持特产业、发展深加工，大力助农增收——

老乡富关键是有好思路

本报海口2月7日讯（记者金昌波 通讯员符总）
今天上午，省政协六届十一次主席会议在海口召开。

省政协主席于迅主持会议，副主席陈成、林方略、
赵莉莎、史贻云、陈莉、王宇田、王应际、丁尚清，秘书长
李言静出席会议。

会议有三项议程：审议通过省政协六届十次常委
会议议程（草案）和日程，审议通过省政协六届三次会
议议程（草案）和日程（草案），审议通过省政协六届委
员会委员增补名单（草案）。

会议同意将以上文件（草案）提交省政协六届十次
常委会议审议。

省政协六届十一次
主席会议召开
于迅主持

本报海口2月7日讯（记者金昌波 通讯员符总）
今天上午，省政协六届十次常委会议在海口召开。记
者从会上获悉，省政协六届三次会议将于2月8日至
12日在海口召开，会期四天半。

省政协主席于迅主持会议，副主席陈成、林方略、
赵莉莎、史贻云、陈莉、王宇田、王应际、丁尚清，秘书长
李言静出席会议。

政协海南省第六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应
到会67人，实际到会58人，符合规定人数。今天的会
议主要内容是审议通过政协海南省第六届委员会第三
次会议议程（草案）和日程，审议通过政协海南省第六
届委员会委员增补名单(增补名单见A02版)。

会议建议省政协六届三次会议议程有7项：听取
和审议政协海南省第六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报
告；听取和审议政协海南省第六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
关于省政协六届二次会议以来提案工作情况的报告；
列席海南省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听取并
讨论海南省人民政府工作报告及其他有关报告；选举
政协海南省第六届委员会副主席、常务委员；审议通过
政协海南省第六届委员会第三次会议政治决议；审议
通过政协海南省第六届委员会第三次会议关于常务委
员会工作报告的决议；审议通过政协海南省第六届委
员会提案委员会关于省政协六届三次会议提案审查情
况的报告。

省委统战部有关负责人就有关事项作了说明。

省政协六届十次常委会议召开

省政协六届三次
会议今日开幕
于迅主持

本报那大2月7日电（记者
易宗平 特约记者谢振安）儋州

“东坡文化体验之旅”启动仪式今
天在东坡书院举行，吸引了许多
国内外旅客。

据介绍，儋州市为游客们准
备了系列活动：一是背诵3首东坡
诗词者，可免费游览东坡书院。
二是举办东坡诗词背诵大赛。一
等奖奖励30万元。三是举办东
坡诗词书法大赛。四是举办发现

“儋州之美”摄影大赛。
(相关报道见A02版)

儋州东坡文化体验之旅启幕

春节前夕，记者在椰城感受到了浓浓的年味。商场超市里，各类糖果、干货等摆满了年货专区；大街小巷里，红灯笼、中
国结、春联等节庆商品扑面而来，烘托出红红火火的节日氛围。大图：2月7日，海口市红城湖路一大型超市内，年货专区
商品琳琅满目。小图：海口南北蔬菜批发市场内，各类蔬菜源源不断供应海南市场。 本报记者 李英挺 摄

年货丰 年味浓

启动仪式上的精彩表演。 本报记者 苏晓杰 特约记者 吴文生 摄

关注民生福祉
回应百姓期盼
——省政协六届二次会议以来
热点提案扫描

发病人数约占全球五分之一
死亡人数约占全球四分之一

中国肿瘤现状调查

A06版 时事周刊

万宁7旬老人
上演励志传奇
在热门综艺节目《最强大脑》上
展示生命奇迹

A12版 娱乐新闻

海南南洋文化之旅

海南老商埠行踪之旅

三沙邮轮之旅

海南岛西海岸探秘之旅

海南美食品尝之旅

海南寻宝之旅

潭门丝路古镇体验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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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三亚2月7日电（记者黄媛艳）
一购物店连续发生两起诱导强制旅游
购物事件，三亚对此立案调查。今天，
三亚多部门联动，对景阳得润购物店展
开联合检查。目前，因该店涉嫌虚假宣
传、诱导强制消费、消防设施不合格，三
亚消防部门已依法对其进行临时查封。

检查中，工商部门对该购物店涉嫌
虚假宣传、包厢购物等行为进行检查，
现场查封25个营业状态的包厢；物价部
门现场检查发现，该店销售的天然A货
生肖挂件、天然A货翡翠手链等商品的
16个标价签使用“三亚市物价局价格监
督检查分局”印章，而该部门并未有此机
构，判定该店涉嫌伪造、私刻公章；国税
部门对该购物店自成立之日起的账目仔
细核查，获悉该店自2014年12月19日
开始营业后尚未建立财务账簿，未进行
相应的纳税申报，因纳税期限未到，税务
部门以辅导方式为主，督促该店尽快依
法办理纳税申报；综合执法局、消防部门
调查发现该店所租用房屋涉嫌违章建
筑，消防设施缺乏，存在火灾隐患。

三亚多部门联动检查

景阳得润购物店
被临时查封

欢欢喜喜迎羊年欢欢喜喜迎羊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