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海口5月12日讯（记者许春
媚 通讯员钟礼元）记者今天从海口市
旅游委获悉，为了打造一个有序的市
场，三年来海口通过常态化、综合化的
治理，共注销 11 家旅行社、335 名导
游，换来了旅游业的繁荣有序，成绩得
到了国家旅游局的肯定。

据介绍，海口在旅游行业的治理上

坚持常态化，从2012年到2015年4月，
旅游主管部门共出动执法人员8619人
次，检查旅游企业2799家次，检查导游人
员2822人次，查处违规旅行社23家，注销
11家旅行社、8家分社、4家服务网点、注
销导游335名，同时，开展各类旅游培训
56期，培训旅游从业人员39876人次。

在坚持常态化的同时，海口在市场

治理中还坚持使用综合化手段。从
2012年以来，海口市以旅游市场综合整
治工作领导小组为平台，组织27家成员
单位，从多个方面集中抓旅游市场综合
治理，出动执法人员40万人次，教育劝
导街头发卡人员320人次，收缴非法旅
游宣传物800万张，检查涉旅企业6799
家，立案办结旅游违法违规案件76宗。

对于专项问题，海口使用专项治理的手
段。三年来，海口共出动旅游安全生产
检查人员2万多人次，开展安全专项检
查180余次，排查安全隐患4000多处，
责令整改企业26家，发放安全宣传资料
5万余份。

对于旅游投诉，海口成立了海口市旅
游行政处罚案审委员会，规范投诉处理和

行政处罚程序。三年来，海口共为游客挽
回了经济损失329万元，同时无一例群体
性上访事件和较大以上旅游投诉发生，所
处结的案件均无行政复议案件发生。

根据中国旅游研究院发布的游客满
意度调查报告，2011年到2015年游客
满意度海口市全省排名第一。而海口的
依法治旅的成效得到了国家层面的肯
定，据海口市旅游委相关负责人介绍，
2014年9月，全国人大旅游法执法检查
组对海口市贯彻《旅游法》开展执法检
查，在听取市政府的汇报后，检查组相关
负责人表示“依法治旅、依法促旅、依法
兴旅是海口市委市政府会用法的表现，
是向依法行政迈出坚实的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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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垦总医院职工集资房项目设计方案变更
规划批前公示启事

海南省农垦总局医院建设的“农垦总医院职工集资房”项目位于
秀英草坡，该项目于2012年5月批建。现建设单位申请对相应的单
体进行变更，将与中央大道平行的裙楼ES8-1#-3#长度加长，建筑面
积增加 286.37平方米，为保证商铺面积与原批建一致，同时取消
ES9#商铺一、二层S-2轴至S-10轴与S-A轴至S-B轴之间、S-35
轴至S-43轴与S-A轴至S-B轴之间部分，ES9#商铺面积相应减少

286.37平方米。经审查，此次调整不涉及规划指标和整体布局调
整。为广泛征求相关权益人与公众的意见和建议，现按程序进行规划
批前公示。1、公示时间：10个工作日（2015年 5月 13日至 5月 26
日）。2、公示地点：海口规划网站（www.hkup.gov.cn）；建设项目现
场。3、公示意见反馈方式：（1）电子邮件请发送到：hkup0898@163.
com。（2）书面意见请邮寄到长滨路第二行政办公区15号楼南楼2047
房海口市规划局规划技术审查二处，邮编570311。（3）意见或建议应
在公示期限内提出，逾期未反馈，将视为无意见。4、咨询电话：
68724378，联系人：陈振涛、邓志敏。

海口市规划局
2015年5月13日

为集中推出反映现阶段海南社会科学研究领先水

平的成果，鼓励广大社科工作者以优良学风打造精品

力作，海南省委宣传部、海南省社科联决定组织实施

“海南社会科学成果文库”，专项资助社会科学学术著

作出版。现向全省公开征集书稿。有关事项如下：

一、“文库”资助对象是已经完成且尚未公开出版

的哲学社会科学学术著作。侧重资助基础理论研究成

果，尤其是党的理论创新研究成果、理论大众化研究

成果、海南人文历史研究成果、海南经济社会发展重

大问题研究成果和学科建设研究成果。国家社会科学

基金项目、海南省社会科学规划课题已结项书稿如符

合条件要求，优先列入“文库”资助出版。

二、申请人（著作者）须为海南省内各社会科学

研究（教学）单位的专业技术人员，一般应具有副高

级以上专业技术职称或博士学位，且为申报成果第一

作者。申请出版资助的著作，必须坚持正确的政治导

向；充分体现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具有

原创性、开拓性、前沿性，对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和学

科建设意义重大；符合学术规范，学风严谨、文风朴

实；达到出版条件要求，著作权不存在争议。字数一

般在20-30万字，最多不超过50万字。

三、采取作者申报、同行专家推荐、单位审核、

学科组评审、公示、编委会审定等程序选定“入库”

书目。

四、列入“文库”的著作，由“文库”编委会办

公室统一设计、统一标识、统一组织出版、统一宣传

推介。出版单位拟选海南出版社、南方出版社等。著

作权归作者，版权归编委会。

五、申请人应填报《海南社会科学成果文库申请

书》（一式4份），连同书稿 （一式3份） 统一送交

“文库”编委会办公室。本次征稿从即日起至2015年

7月13日止，逾期不候。

详情请登录海南社科网 （http://www.hnskl.

net/）查询《海南社会科学成果文库组织实施办法》，

《申请书》也从该网下载。

联系人：岳老师，电话：65365081，地址：海口

市海府路老省委大院第二办公楼311室。

海南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

2015年5月13日

“海南社会科学成果文库”征稿公告

本报海口 5月 12日讯 （记者陈
怡 通讯员刘浏）2014年度海南省互
联网发展状况报告显示，2014年政务
微博在我国的发展已经步入务实运营
阶段，形成了覆盖广泛、功能完善的政
务公众信息服务体系，从而为民众提
供透明务实、高效便民的政务服务。

据统计，2014年，在新浪微博客
平台上开通的海南政务微博数量为
364 个 ，在 全 国 政 务 微 博 中 占 比
0.4%，总粉丝数量为 4131129 个，平
均每个政务微博的粉丝量为 11349
个。2014年海南省政务微博发布微
博信息的数量为98673条，其中原创
微博信息数量为25858条，原创微博

占比26.2%。
在海南省 364 个政务微博机构

中，海南大学微博协会与网民的关注
互动情况最好，无论是评论数量、转发
数量、还是点赞数量均排在第一位，评
论数量为5430条，转发数量为6477
条，点赞数量为8856条。海南省交警
总队在评论数量和点赞数量方面均排
名第二位，海南高院在转发数量方面
排名第二位，具体转发数量为 3507
条。海口市气象台、海南共青团、海南
大学人文传播学院分别在评论数量、
转发数量和点赞数量中排名第三位，
对应的微博数量分别为753条、2326
条和1092条。

我省开通政务微博364个
海南大学与网民互动最好

本报海口5月 12日讯 （记者陈
怡 通讯员刘浏）5月12日上午，海南
省通信管理局发布《2014年度海南省
互联网发展状况报告》：截至2014年
底，海南省网民规模达到421万人，互
联网普及率为47%，较 2013 年底提
升了0.6个百分点。其中，手机网民
达到了 360 万，占全省网民总数的
85.5%，手机网民规模继续保持稳定
增长。

网民群体以学生为主

《报告》指出，网民年龄结构出现年
长化趋势。2014年我省6-39岁年龄
段网民为主要用户群体，比例合计达到
81.7%。20-29岁网民所占比例较上
年有所下降，而30岁及以上年龄段网

民的比重较上年均有不同幅度提升。
具备高等教育程度的互联网用户群

体规模有所增加。海南省网民的文化程
度以初中和高中/中专/技校为主流，所
占比例分别为27.2%和35.5%；大学本
科及以上学历者较2013年提升1.3个百
分点，达到13.7%；而小学及以下文化程
度的网民比例则下降了1.4个百分点。
网民职业结构中，海南省网民依然以学
生为主，占比达到了28%，其次是个体
户/自由职业者和企业/公司一般职员，
占比分别为20.4%和14.4%。海南省网
民职业结构特点与海南省产业结构和网
民城乡结构特征密切相关。

学历越高越依赖互联网

海南省56.3%的网民认为自身依赖

互联网，学历程度越高的网民对互联网
的依赖比例越大。随着网络应用在日
常生活、学习和工作中更加的高效化、
便捷化、益用化，人们对网络的依赖程
度也越来越高。调查显示，海南省
56.3%的网民认为自身依赖互联网，其
中非常依赖的占10.5%，比较依赖的占
45.8%。

学历程度越高的网民对互联网的
依赖比例越大。报告指出，海南省小
学及以下网民中有50.9%的人非常依
赖互联网，大学本科及以上的网民中
这一比例达到61.2%。海南省网民对
互联网依赖的比例基本上随学历增长
而增长，说明互联网这一高效便捷的
工具随着信息化程度的提高将成为人
们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应用。

海南网民规模达421万
“手机党”占85.5%，规模持续增长

■ 本报记者 孙慧 通讯员 李健

5月11日上午，骄阳下，老城经济
开发区内的海口垃圾焚烧发电厂二期项
目工地正在紧锣密鼓地施工中。

“二期项目从去年12月动工到现
在，一直在加速推进，工地现场一直保
持有5台起重机，近600名施工工人，

计划 18个月的工期预计可以压缩到
14个月完成。”项目业主海口中电环
保发电有限公司工程部副经理段翰林
说，预计 6月底就可启动第一条生产
线生产。

今年以来，澄迈与其他市县一样面
临着宏观经济环境变化带来的经济下行
压力，县域经济发展压力倍增。4月中

旬澄迈第一张成绩单出炉，1-3月全县
工业投资同比下降0.59%，这张成绩单
让澄迈县上下感到压力，发展形势不容
乐观。

“为保证项目建设加快推进，我们
由内向外、从上至下连续出了一套组合
拳来力推项目建设，保证经济平稳发
展。”澄迈县委书记杨思涛说，澄迈县
委、县政府深刻认识到，加快省县重点
项目建设进度，提升社会投资信心，才
是破解下行压力困境、保持经济社会平
稳发展的关键点。

为避免因审批不力造成的项目积
压、推诿、扯皮现象，澄迈简化审批程序，
通过投资委员会“多规合一”、跟踪项目
一条龙等举措简化审批程序，用政府权
力的“减法”换取市场活力的“乘法”。

走进老城开发区管委会大楼，映入
眼帘的是门口屏风上醒目的标语：“等不
起的紧迫感，坐不住的责任感，慢不得的
危机感”，三行标语标出了全县上下重视
推进社会发展的紧张氛围。屏风后面，
审批台前各部门工作人员正在忙碌接待
前来办理审批手续的群众。

“为了方便企业前来办事，我们把跟
投资审批有直接业务关系的部门全都搬
迁到一楼办公，这样一来企业办手续就
不必跑上跑下了。”老城开发区管委会工
委书记莫仲敏说。

“企业有什么困难请提出，我们能解
决的一定尽力。”11日上午，在投资项目
座谈会现场，澄迈县县长吉兆民向项目
业主代表诚恳表态。

上半年还剩一个多月，澄迈县上
下感到了任务紧迫的压力，严格要求
干部们给企业提供最好服务，规定所
有跟踪项目不力的干部，组织部门要
诫勉谈话，干部工作督查从行政手段
转向组织手段。同时，澄迈成立 3个
督查小组，将项目督查由每季度改为
每月督查一次。

（本报金江5月12日电）

简化审批程序 追责跟踪不力干部 每月督查项目进展

澄迈组合拳力推项目“快跑”

本报金江5月12日电（记者孙慧 特约记者陈
超）今天下午，海南股权交易中心举办挂牌以来的首
场挂牌企业路演，为海南中小企业融资搭建平台。
海南红衫科创实业有限公司、海南嘉桂实业有限公
司和爱哪哪网为首批路演企业，三家企业均为海南
农业、建材、互联网行业的领跑者，众多省内外投资
机构也参加了路演活动，与企业洽谈融资合作项目。

作为实体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小企业在增
加就业、促进经济增长、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等方面发
挥了显著作用。目前海南约有中微小企业14.5万
家，占企业总数的90%左右，这些中微小企业普遍
面临着融资难、融资贵、融资慢等难题。

为提升企业市场核心竞争力，争取融资渠道，海
南股权交易中心举行挂牌以来的首场路演，三家参
与路演的企业向众多投资机构介绍了公司业绩、产
品、发展历程及发展方向。多家投资机构对路演企
业的经营方向和经营优势表示认同，也有几家投资
机构表示了强烈的投资意向。

股权交易中心负责人表示，此次路演的成功将鼓
励众多海南中微小企业，今后股权中心将协助挂牌企
业每月举办一次路演活动，帮助企业对接资本市场，
而通过资本市场解决企业发展过程中资金缺少问题
所做的大胆尝试，对我省经济发展中具有重要意义。

海南股权交易中心
举办首批挂牌企业路演
为中小企业搭建融资平台

13.3%272

■ 本报记者 陈怡

李小姐是海南一家中学的老师，年
薪6万元左右。今年初，支付宝“个人
年度对账单”的数字让她傻了眼——10
年支出额30万多元。除了网银付款，
她在淘宝的网购消费就约20万元。

李小姐是我省不断增长的网购人
群中的一员，2014年度海南省互联网
发展状况报告显示，截至2014年 12
月，我省网络购物用户较2013年底增
加32万人，用户规模达到272万，年增
长率为13.3%，这表明互联网经济的繁
荣正在推动我省经济的升级转型。

2014年中国网民的人均周上网时
长为26.1小时，海南网民人均周上网时
长略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达26.5小时。

从网民上网的用途来看：2014年
海南省在网上预订过机票、酒店、火车
票或旅行度假产品的网民规模达到
173万人，较2013年底增长43万人，
增 长 率 为 32.8% ，网 民 使 用 率 为
41.1%；海南省购买过互联网理财产品
的网民规模达到 45 万，使用率为
10.6%；海南省团购用户规模达到139
万，使用率为32.9%；网络购物人数达
272万，使用率为64.6%。

《报告》认为，我省应该把“互联

网+”融入到海南生态岛、长寿岛、智慧
岛、众创岛的建设过程中，重点打造

“互联网+旅游”、“互联网+热带农
业”、“互联网+工业”等经济亮点，推动
传统产业与互联网经济相融合，打造
国际旅游岛互联网经济新格局，推动
海南产业升级和经济转型发展。

在推动互联网农业发展时，由于
我省网民结构在地区分布方面仍不平
衡，2014 年我省农村网民普及率为
19.7%，较 2013年下降了 0.3 个百分
点。海南下一步要着力优化农村地区
网络接入环境，推动农村网民规模的
增长。 （本报海口5月12日讯）

用户规模达 万，年增长率

网购人数“狂飙猛进”

打一场重点项目建设 攻坚战

◀上接A01版

育品牌 土产品成了香饽饽

黄竹土壤富含硒元素，农产品具有富硒的先天
优势，无奈长期以来“有名无牌”，始终处于“散兵游
勇”、“单打独斗”状态，导致产品质高价低。

如何使农民得到更多收益？“农业品牌化是必经
之路。”陈勇介绍说，2014年下半年，黄竹镇委、镇政
府筹集资金，邀请专业公司，对特色农产品进行统一
策划、包装，形成黄竹品牌联盟，打出“物以硒为贵”
的口号，经过一番梳妆打扮和网络推介等模式，黄竹
农业品牌的知名度和附加值大大提高。

“订单一个接一个，忙得不可开交。”在黄竹镇
上，杨传娥正在腌制咸鸭蛋。记者在杨传娥家中看
到，一筐筐鸭蛋个头适中，杨传娥用精心调制好的红
泥裹住鸭蛋，然后放入缸内密封腌制，20-30天后，
便形成咸香浓郁的黄竹富硒红泥咸鸭蛋。

这个包装是政府专门请来创意设计公司，统一
设计打造的。不仅造型新颖，更突出了黄竹农产品
的品牌。“包装上档次，品牌有了美誉度，产品价格更
好了。”杨传娥说，以前自家制作的咸鸭蛋虽受欢迎，
但也只能卖出1元左右的价格，现在有了精美的手
提袋，一盒10枚装的黄竹富硒红泥咸鸭蛋卖到了
28元，价格翻了倍，却仍供不应求。

土里土气的农产品变身市场“新贵”，得益于黄
竹镇在品牌打造中，通过农民专业合作社这一平台
推行“五个统一”，即：统一标准，打响品牌；统一包
装，提升形象；统一收购，均衡上市；统一运输，方便
群众；统一销售，助农增收。

扩平台 政府搭台融入“互联网+”

黄竹富硒品牌的创建，使黄竹走出了一条“以品
牌带动产业，以产业支撑品牌”的品牌建设新路子。
2014年，黄竹镇农民人均纯收入达9400元，同比增
长17%。

客商多了，价格上来了。这是黄竹镇种植户们
的普遍感受。

敏锐的电商也嗅到了优质品牌农产品带来的商
机。日前，海南罗牛山旗下电商“食汇到家”还与黄
竹镇签订框架协议，这个曾在两个月内卖出2万箱
绿橙的电商将通过与企业建立合作，实现农产品与
市场无缝对接，通过线上线下同步销售的方式，进一
步扩大农产品销售渠道。

“目前各地农产品竞争激烈，就看谁的产品好，
谁会做品牌。”在“食汇到家”总经理助理张天翼看
来，黄竹土壤硒含量丰富，莲雾甚至咸鸭蛋等农产品
打出富硒品牌，包装精美，市场前景看好。

陈勇告诉记者，下一步，黄竹将继续按照“果园
小镇”的建设目标，扩大柠檬、红柚等热带水果种植
规模，实现农产品迭代更新，与此同时，依托兴隆饭
店、彩虹农场、包蜜园乡村度假公园等乡村旅游点，
发展休闲观光农业，通过农旅融合念好富农经。

（本报定城5月12日电）

定安黄竹：从富硒到富民

预订过机票、酒店、火车票或旅行度假产品的网民规模达到173万人

购买过互联网理财产品的网民规模达到45万人

团购用户规模达到139万人

网络购物人数达272万人

海南网民
上网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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