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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以来，国家大力实施“互联网+”战略，昭示着我们进入了互联网发
展的黄金时代。互联网打破空间地域的限制，放大独有的特色和优势，为海
南这样的岛屿经济发展打开了更大的空间。

互联网怎么加上海南？近年来，海南始终在这条道路上不断探索，从建
设“信息智能岛”到生态软件园崛起，从看不见的旅游服务平台到红红火火的
热带农产品电商……当创新创意插上互联网的翅膀，变幻出无限的可能。本
报今起推出“互联网+的海南探索”系列报道，逐一呈现探索“互联网+海南”
道路上的精彩历程，敬请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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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梁振君

海南互联网界新近发生的较为引
人关注的事件，莫过于中国最具影响力
的以论坛为核心应用的综合型网络社
区与大型兴趣社交平台——天涯社区

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天涯社
区”）谋求登陆新三板。

这并非天涯社区首次冲击中国资本
市场，其在2009年就有意登陆创业板，种
种原因遗憾折戟。这一次，天涯社区创始
人、董事长兼总裁邢明信心满满：“很多互

联网公司准备回国上市，基于中国资本市
场的互联网产业黄金时代已经来临。”

这也是海南互联网产业发展的黄
金时代。

自1997年我省提出“信息智能岛”
建设发展战略以来，在省委省政府的大
力推动下，海南互联网产业从无到有、
从小到大，直至渗透大众生活方方面
面。在互联网浪潮的席卷下，天涯社
区、凯迪网络等一批以互联网为主要业
态的商业企业应运而生，海南由此成为
全国知名的“网络大省”。新常态下，海
南正抓住国家实施“互联网+”战略的
契机，做足做好“互联网+”产业发展大
文章，力推“智慧岛”崛起。

信息高速公路加快铺就
家住海口市昌茂花园小区的彭先

生最近感觉上网“冲浪”畅快不少。“网
速从原先的4M免费提速至20M，无论

是在线看足球联赛直播还是下载软件，
简直是飞一般的感觉。”他点赞道。

省会海口上网体验佳，其他市县网
络基础设施建设也快马加鞭。

今年4月14日，琼海市中原镇墟
的全光纤网络开通服务，中原由此成为
海南首个光网全覆盖的城镇。中原镇
墟电信宽带用户全部具备光纤宽带接
入能力，网速最高可提至100M。

“全光网村镇建设是中国电信海南
公司承接国家‘宽带中国’战略、海南

‘光网智能岛’建设落地的重要专项工
作。随着中原首个‘全光网镇’的建成，

‘全光网村’也已遍地开花。”中国电信
海南公司相关负责人说。

省工信厅披露的一组数据，清晰地
勾勒出海南信息高速公路建设成就：建
成“三纵两横”光纤骨干网，4M以上用
户达到75%，3G网络全省覆盖，4G网
络市县城区全覆盖，宽带普及率排全国

第7位。2014年全省网民421万人，互
联网普及率47%，居全国第14位。

2015年，我省力推“光网智能岛”
工程，计划2015—2017年投入 25亿
元，实现全岛城市光网覆盖率100%，
行政村光缆覆盖率达90%以上。

“随着互联网的发展，信息基础设施
越来越重要，必须把它与水、电、路一样
进行规划建设。”省工信厅厅长韩勇的心
情尤为迫切：“要加大财政投入力度，引入
PPP模式，充分调动电信运营商建设信息
基础设施的积极性，形成政府统筹规划、
运营商大力实施、各方力量积极参与的格
局，推动信息基础设施加快建设。”

互联网产业集群异军突起
5月6日，立夏。绿林掩映中，成排

办公楼、公寓在荒地上建起；美仑河畔，
第三时间商业街已落成；园区内的腾讯
创业基地已正式启动， 下转A03版▶

信息基础设施逐步完善，产业集群发展壮大，新业态新产品不断涌现

“互联网+”加速智慧岛崛起

本报海口5月12日讯（记者梁振
君 郭景水）省教育厅、省发改委等有
关部门《关于全面消除中小学（幼儿
园）D级危房校舍的意见》（简称《意
见》）近日获省政府办公厅印发。《意
见》要求，力争2015年年底前全面消除
现有的中小学（幼儿园）D级危房校舍，
D级危房数量较大的市县最迟在2016
年6月底前完成。

2014年底，省教育厅开展了中小
学（幼儿园）校舍安全隐患排查工作。

核查情况表明，截至2014年底，全省
中小学尚存D级危房学校数达475
所，D级危房面积约19.16万平方米，
D级危房在用面积约8.65万平方米。

《意见》要求，对经鉴定为D级的
危房校舍，无论是否在用，都必须无条
件立即停止使用、封闭警戒，并制定拆
除时间表，限期予以拆除。各市县拆
除在用的D级危房校舍前，要根据实
际情况，制定应急解决预案，采取搭建
临时活动板房、分流到其他学校、暂时

加大班额、调整用房等有效措施，保证
教育教学工作和师生生活不受影响。

对于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拆除后
校舍有缺口且需要重建的，要将重建
项目纳入本市县全面改善贫困地区义
务教育薄弱学校基本办学条件建设规
划，优先立项，优先安排资金，确保
2015年内全面开工。

对经鉴定为C、B级危房且需继续
使用的校舍，要加强日常监控，早发现、
早采取措施，避免产生新的D级危房。

我省D级危房校舍年底前全面消除
中小学（幼儿园）拆除后校舍需重建的，须优先安排资金

本报海口5月12日讯（记者杨春
虹）今天上午，省旅游委在海口召开
海南省旅游服务质量社会监督员聘
任仪式暨社会监督员代表座谈会。
会上，30名海南省旅游服务质量社会
监督员正式接受聘任，成为海南省首
批旅游服务质量社会监督员。

今年“3·15”前夕，国家旅游局
正式启动为期两年的“万名社会监
督员”行动，目前在全国范围内共聘
任了旅游服务质量社会监督员
9506名。

省长助理、省旅游委主任陆志远
表示，社会监督员制度的实施，是积
极落实旅游法、正视旅游行业问题、
主动加强约束，接受社会监督的重要
举措。社会监督员通过自身的旅游
体验和切身感受，把问题、意见和建
议提供给各级旅游主管部门，有利于
旅游主管部门更真实地看清旅游市
场情况，有利于旅游企业更好地提升
旅游服务质量和水平，有利于促进整
个旅游产业的规范有序。

我省有了首批旅游
服务质量社会监督员

本报海口5月12日讯（记者邵长春 通讯员江永
华）记者从省住房公积金管理局了解到，该局近日已下
发文件，要求各直属管理局从今年5月11日起执行调
整后的个人住房公积金贷款利率。

据了解，此次下调个人住房公积金存贷款利率，其
中当年归集的个人住房公积金存贷款利率维持0.35%不
变；上年结转的个人住房公积金存款利率由现行的2.1%
下调至1.85%，下调0.25个百分点。同时，5年期（含）以
下的贷款利率由3.50%下调至3.25%；5年期以上的贷款
利率由4%下调至3.75%，均下调0.25个百分点。

据介绍，本次住房公积金存贷款利率的下调，将为
广大住房公积金缴存职工带来更大的政策红利，减轻
缴存职工购房资金压力。

省住房公积金管理局5月12日正式印发通知：即
日起凡在海口、三亚、琼海、陵水购买商品房的职工，夫
妻双方均在我省缴交住房公积金6个月以上的，住房
公积金贷款最高额度由50万元调整至7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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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省下调公积金
存贷款利率
同时上调公积金贷款最高额度

本报海口5月12日讯（记者彭青
林）全国推进简政放权放管结合职能
转变工作电视电话会议今天上午召
开。会议结束后，省长刘赐贵在海南
分会场全省电视电话会议上指出，要
认真学习贯彻国务院本次会议精神，进
一步增强责任意识、大局意识和机遇意
识，结合海南实际，细化工作措施，统筹
推进简政放权、放管结合、转变职能等
各项工作，确保中央各项要求在海南落
到实处。

刘赐贵说，近年来，我省在简政放
权、放管结合、职能转变方面做了大量
工作，在推进行政审批“瘦身”、“提速”、

“网上审批”、便民服务等方面的改革取

得了一定成效，但还存在政企不分、政
社不分、政事不分的现象，以及政府部
门之间职能交叉、权责不清、推诿扯皮、
效率低下等问题。各级各部门要认真
学习领会李克强总理重要讲话精神，进
一步增强责任意识，以更大的改革魄
力、更坚决的改革态度、更有力的改革
措施，以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为重点，努
力提高治理能力和管理水平，把简政放
权、放管结合、转变职能真正落到实处。

刘赐贵指出，海南经济建设和社会
发展的基础还很薄弱，贯彻“四个全面”
要求、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的时
间紧、任务重。各级各部门要有大局意
识，主动作为，自觉进行“自我革命”，切

实打破束缚经济社会发展的各种利益
藩篱，对政府手中的权力真放、真砍。
要在取消行政审批事项、清理规范中介
机构和中介服务、清理各种涉企收费和
前置性行政事业收费等方面，主动接受
党内、人大、政协以及社会多方面监督，
确保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

刘赐贵强调，推进简政放权放管结
合转变职能，尤其要增强机遇意识。当
今已经进入“互联网+”时代，互联网经
济无处不在、无所不包，融入并引导着
经济社会发展各个方面，并以几何级倍
数的速度推动着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和
产业增长，新业态层出不穷。各级政府
机关和领导干部要适应经济社会发展

的新常态，深入了解经济运行的新模
式、新业态，打破原有的条条框框，敢于
创新、勇立经济发展潮头，不断提高服
务发展的效率和水平。要以简政放权
为契机，加快转变作风，以“马上办、不
过夜”的要求，主动深入一线、主动研究
问题、主动做好服务。监察审计部门要
强化监督，对作风不实、揽权不放、推进
项目不力的人和事，切实加大问责力
度，推动简政放权抓出成效。

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毛超峰主持
会议，并就贯彻落实会议精神作出具体
安排。省委常委、副省长陈志荣，副省
长李国梁、王路、何西庆、陆俊华出席会
议。

刘赐贵在全国推进简政放权放管结合职能转变工作电视电话会海南分会场会议上要求

切实增强责任、大局和机遇意识
确保简政放权等各项工作落到实处

■ 本报记者 赵优 郭嘉轩

“莲雾的价格3年涨了一倍，订单
还越来越多，都是品牌带来的效果。”又
是一年莲雾季，定安县黄竹镇的果园
里，一个个火红的莲雾码放整齐，种植
户们喜笑颜开，“这些果子，还在树上时
就被电商平台预售啦！”

从农业种植到培育品牌、从单打独
斗到抱团营销、从坐等收购商到电商平
台预售……定安县黄竹镇盯住“品牌农
业”不放松，莲雾、荔枝、水芹等特色农

产品陆续走出深闺，成为市场新贵。

强产业 一村一品格局初显

地理位置优越，土壤富含硒元素，
多年来受毗邻南海农场影响，农民对农
业产业化接受程度高。这三点，在黄竹
镇委书记陈勇看来，构成了黄竹发展品
牌农业的先天优势。围绕“热带果园
绿乡黄竹”的发展思路，黄竹精心打造

“果园小镇”。
“一株莲雾单产近200斤，按现在

的市场行情估算，一亩地就收益2万多

元。”白塘村奇石村民小组莲雾种植户
陈明吉看着满树的莲雾，给记者算了一
笔账：光奇石村就种植480亩，除去成
本，整村一年就收益200多万元！莲雾
的高效益，带动起了周边村庄的种植热
情，白塘村连片种植莲雾1000余亩，成
了名副其实的“莲雾村”。

因地制宜，一村一品。这是黄竹
镇委班子用泥腿子踏出来的一条产业
发展路子。林地多，放养山鸡，水田
多，种价格高的水芹，土地贫瘠，养山
羊。目前，黄竹镇已形成“白塘莲雾

村、河头阉鸡村、莲堆水芹村、大统荔
枝村、南保青竹村、大坡山羊村”等“一
村一品”格局。

产业选对了，农民干劲十足，农业
生产规模不断扩大。一年来，黄竹镇重
点打造的内洞山鸡、白塘莲雾等农业基
地已初具规模。莲雾从450亩发展到
1500亩，河头阉鸡从年出栏量100万
只增加到200万只，水芹从100亩发展
到400多亩，山羊从年出栏量1.5万只
发展到3万多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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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地制宜打造品牌农业，全产业链推进“一村一品”

定安黄竹：从富硒到富民

本报牙叉5月12日电（记者徐一豪 特约记者陈
志强）白沙黎族自治县元门乡向民村，是赫赫有名的白
沙起义打响第一枪的地方。72年前，从这里刮起的革
命风暴席卷海南多地。

72年后，红色土地向民村处处绿意盎然，呈现出
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在当地党委、政府的带领和帮
扶下，全村6个村民小组中的2个已建成“美丽乡村”，
家家户户住进了新房，其余4个村民小组也正在加紧
建设之中。

除建设新房外，白沙当地政府还对向民村进行产
业扶持，400亩绿茶、400亩生姜等高效农业即将落户
这里，为老区群众增收致富拓宽了道路。

(相关报道见A03版)

红色向民村
争当美丽乡村

■ 饶思锐

省政府办公厅日前印发省教育厅、省发改委
等有关部门《关于全面消除中小学（幼儿园）D级
危房校舍的意见》，要求对经鉴定为D级的危房
校舍，必须无条件立即停用、封闭警戒，并制定拆
除时间表，限期予以拆除。

我省尚存的475所D级危房学校，近半危房
面积仍在使用，严重威胁着广大师生的生命财产
安全。这些危房既是学校不能承受之重，也是我
省教育基础设施建设不能承受之重。

无条件立即停用危房校舍，并限期拆除，是政
府部门以人为本的体现。师生安全是第一位的，
消除安全隐患，就应该一刀切，决不能任由拖延，
等到悲剧发生。而杜绝类似安全隐患，也要求相
关部门在学校新房建设方面优先立项，优先安排
资金。只有千方百计改善办学条件，危房学校才
不会有不能承受之重。

决不能让危房
危及学生安全

随着气温升高，饮料市
场需求加大，椰树集团椰子
汁生产线上，工人们在忙碌
工作。

据悉，今年第一季度海
口工业经济实现稳步开局，
全市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总产
值 112.5 亿元，同比增长
5.2%。

本报记者 张杰 摄

繁忙的
生产线

海南网民规模达421万
手机网民占85.5%

尼泊尔再尼泊尔再发发77..55级地震级地震
千余人伤亡，暂无中国公民伤亡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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