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农博之 2015年第六届中国海南(屯昌)农民博览会

海口观澜湖今天举行六公里彩色酷跑活动，3000多名跑友参加。
观澜湖六公里彩色酷跑是一项推崇健康、快乐、和谐的跑步活动。与传统跑步竞速相比，海口观澜湖彩色

酷跑融合了跑步、色彩还有音乐，更强调“参与、娱乐和色彩”的重要性，与追求速度不同，彩色酷跑运动使跑步
者得到的是自我旅游休闲式的跑步体验。 文/本报记者 王黎刚 图/本报记者 张杰

彩色酷跑
引爆海口夏日激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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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赐贵会见中电科总经理樊友山

本报屯城5月16日电（记者刘袭
王培琳 通讯员邓积钊 林芳龙）屯昌县
各级干部群众今天放弃休息，走进街
道、广场、公园、车站、生活小区、城乡结
合部、农贸市场等公共场所，清除卫生
死角，迎接2015年第六届中国海南（屯
昌）农民博览会。

记者看到，在文明路、文明西路，县
委书记田志强和县委办25名干部卷起
衣袖，挥着扫把，把纸屑、烟蒂、饮料罐、
塑料袋废弃物、落叶等清扫干净，有的
踮着脚跟清理路边“野广告”。在县城
水口路昌发三路、水泵厂市场、农博城

以及东风路等片区，县委宣传部、县统
计局、团县委等部门机关人员，拿着扫
帚仔细清扫卫生死角。

屯昌有关部门负责人告诉记者，今
天清扫卫生死角的活动，是为期3个月的
环境卫生大整治的一项内容。今后还将
持续对车辆乱停放、工地乱象、“乱扔、乱
倒、乱吐”、户外广告“乱张、乱贴”行为、污
水乱排现象、非法占道经营行为等进行综
合整治。要求各责任单位派员在责任辖
区内轮岗巡查，发现问题及时处理并考核
督导，每周通报各责任单位环卫综合整治
情况，每半月进行一次考核评比通报。

本报屯城5月16日电（记者王培
琳 刘袭 通讯员邓积钊）记者今天从
2015年第六届中国海南（屯昌）农民博
览会组委会获悉，农博会新推出海南农
业创意大赛，这是海南首次举办的农业
创意大赛。初赛于5月10日在海南大
学举行，5月22日将在农博会现场举行
决赛。

大赛以“重实践，抓创新，具备大局
观”为比赛宗旨，以开拓热带农业发展
新思路、发掘海南本土农业新产业、发
现海南本土农业人才为目标。3月28
日向全社会发起征集作品，获得96件

充满农业梦想的农业创意参赛作品。
组委会选出最具创意的10件作品

进入初赛。由海南农业界的资深专家、
商界企业家及大学教授等组成的评委
团，从创意新颖度、可实施性、全局性、
演讲表现方面，对10组参赛选手打分
及现场点评。初赛最终评选前4组优
胜者，分别是：一条站在互联网风口的
有腔调的鲷鱼、海南椰子的品牌打造、
菠萝蜜种子淀粉的市场化应用——婴
幼儿辅食、艳遇海南特色农产品品牌创
意。初赛排名前四的创意小组，将于5
月22日在农博会现场决赛。

省国资委纪委启动
廉政短信提醒系统功能

本报海口5月16日讯（记者梁振君）为增强
全省国资国企广大党员干部廉洁从政（业）的思想
意识，积极营造国资系统风清气正的氛围，省国资
委纪委今年5月启动“倡廉洁，促清风”廉政短信
提醒系统功能，规定每周给国资委机关的每一位
党员干部和省属重点企业的班子成员发送一条廉
政短信和一句良言警记，旨在让国资国企的党员
干部时刻保持清醒头脑，真正做到“诚信做人、廉
洁从业、受人尊重、你我安心”。

省国资委纪委规定，每周一上午10时给委机
关每位党员干部和省属重点企业班子成员发一条
廉政短信，以示预警提示。内容以“学党章，促廉
洁”廉政短信456条为主，每周一发一条。在开展

“三严三实”和整治“四风”活动中，以及重大节假
日，均制定新的内容增加发送。

首届“职业教育活动周”期间

我省中职学子
走出校门秀手艺

本报海口5月16日讯（记者郭景
水）“修剪头发之后，感觉年轻了10岁。”
林雨香阿婆拿过镜子照了照，美美地看
着。之前20分钟的时间里，海南省商业
学校美发专业的同学，为阿婆做了一个
新发型。5月15日上午，海南省商业学
校组织“职业教育进社区”活动，同学们
为海口市秀英区秀中居委会的居民提供
了美发、家电维修、面点制作等服务活
动。

5月 10日至 5月 16日，全国首届
“职业教育活动周”期间，在省教育厅、省
人社厅的统一组织下，我省上万名中职、
技工类学子走出校门、走进社区，向社区
群众拿出职业技能，提供职教专业服
务。据不完全统计，5月15日至16日，
在省歌舞剧院外广场的集中展示与服务
活动现场，两天时间累计有超过10万人
次的各界群众进场观看、体验职业教育
的风采。

活动周期间，我省87所中职、高职
院校面向社会各界开放，7天时间累计
有数十万人次的群众到校参观体验。

省教育厅厅长曹献坤表示，首届“职
业教育活动周”之际，省政府常务会议通
过《海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
业教育的实施意见》，其中提出，到2020
年，我省将构建适应经济社会发展和产
业升级需要，产教深度融合，中等职业教
育和高等职业教育有机衔接、职业教育
与普通教育相互沟通、体现终身教育理
念，具有海南特色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

陵水举办首届诗歌节

听诗陵河畔
本报椰林5月16日电（记者程范

淦 通讯员陈思国）今天，以“美丽中国与
诗意陵水”为主题的首届陵水诗歌节在
美丽的陵水黎族自治县陵河河畔举办，
来自省内外的20多名诗人相聚一起，寄
情山水、以诗言志，并且共同研讨当代诗
歌发展走向，深入挖掘诗意山水等问题。

《诗刊》副主编李少君、《星星》诗刊
副主编龚学敏、《汉诗》主编张执浩、藏族
诗人扎西才让、彝族诗人倮伍拉且以及
我省黎族诗人郑文秀、知名诗人李孟伦
等20多名诗人出席。

首届陵水诗歌节由中国作家协会
《诗刊》社、陵水县委宣传部主办，陵水县
文学协会协办，旨在搭建高端诗歌文化
交流平台，推动陵水诗歌创作繁荣发展，
打造“诗意陵水”文化品牌。

近些年，陵水诗歌创作氛围活跃，涌
现出郑文秀、李玉峰、李其文、周凌风、郑
纪鹏、李仁盛、杨明衍、符胜芳等一大批
诗人，特别是作为黎族诗人的杰出代表
郑文秀，已经先后出版了《水鸟的天空》、
《可贵的迹象》两本诗集。这些诗人用诗
的语言与丰富的意象，勾勒陵河两岸的
自然风物，抒写对陵水大地的深情爱恋，
寄托着他们对陵水山河的美好祝福。

今天午后
全省局地雷阵雨

本报海口5月16日讯（记者刘贡
通讯员袁迎蕾）今天下午，海口地区晴

好的天空突然乌云密布，狂风大作。很
多人质疑是否有台风来袭？海南省气象
台首席预报员陈红解释，此次雷雨大风
是一种强对流天气过程。

据悉，强对流天气包括：飑线、龙卷
风、冰雹、雷雨大风、短时强降水和雷
暴。雷雨大风，指在出现雷、雨天气现象
时，风力达到或超过8级（≥17.2米/秒）
的天气现象。有时也将雷雨大风称作
飑。当雷雨大风发生时，乌云滚滚，电闪
雷鸣，狂风夹伴强降水，有时伴有冰雹，
风速极大。它涉及的范围一般只有几公
里至几十公里。

全国第六届特奥会赛事落幕

海南代表团
获33金13银13铜

本报海口5月16日讯（记者洪宝光 通讯员
蒋小芳）今天下午，为期6天的全国第九届残疾人
运动会暨第六届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特奥项目赛
事在四川省落幕，海南省代表团在本届特奥会中
获得33金13银13铜。

全国第九届残疾人运动会暨第六届特殊奥林
匹克运动会特奥项目于5月11日开赛。全国共
35个代表团1200余名运动员参加本届特奥会，
我省共有38名特奥运动员参加羽毛球、乒乓球、
游泳、举重、田径、篮球六个项目的比拼。经过6
天的奋力拼搏，海南省代表团获得33金13银13
铜共59枚奖牌。

海口举行首届
乐高积木大奖赛

本报海口5月16日讯 （记者刘贡）今天上
午，海口首届乐高积木大奖赛在西海岸天地凤
凰城上演欢乐大比拼。乐高积木是由丹麦的奥
利·柯克·克里斯琴森发明的一种塑料积木，可
以拼插出变化无穷的造型。《财富》曾给乐高冠
以“世纪玩具”称谓，拥有乐高积木的儿童在3
亿以上。

据介绍，乐高积木的搭建方案没有错对之分，
所以不同人的搭建方法可以有很大不同，这样更
可以启发孩子的智慧。“乐高在丹麦语中是‘玩得
快乐’的意思，我们今天上午带着孩子来，除了想
让他放松一下、开发智慧，我们大人也能一睹更多
的珍藏版、限量版的乐高积木。”今天上午，带孩子
前来参与活动的海口市民吴先生说。

DOTA2城市联赛
将在海口举行

本报海口5月16日讯（记者王黎刚）记者从今
天上午在海南省体育总会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了
解到，“星游杯”DOTA2城市联赛将于5月23日到
6月6日在海口激情上演，这是我省首次针对Do-
ta2项目举办的单项赛事，也是目前唯一面向海南
省电竞爱好者的省级专项电子竞技运动赛事。

比赛分为高校赛区和网神网咖赛区，目前已
经开始接受报名。年满18周岁的市民均可报名
参赛。

赛事分为三个阶段进行，5月23日至5月24
日在各个赛区网吧进行选拨赛；5月30日至5月
31日在网神网咖本色网吧淘举行淘汰赛；6月6
日在网神网咖本色网吧淘举行决赛。团体前三名
将分别获得3万元、1万元和5000元的奖金以及
奖品、奖杯；个人奖中的MVP奖项将获得2000
元奖金，最佳辅助和最佳击杀两个奖项将各获得
1000元奖金。

海南举办首届农业创意大赛
初赛评出4组优胜者，5月22日在农博会现场决赛

屯昌各级干部清扫卫生“死角”
各责任单位派员在辖区轮岗巡查环卫状况

■ 本报记者 梁振君

在今天举行的《海南省总体规划》
发展战略规划研讨会上，有一位特殊的
发言嘉宾。籍贯海南文昌的他，曾在海
南省国土资源厅及陵水黎族自治县主
政多年，对海南怀有特殊的感情。

“很高兴回到家乡参加《海南省总体
规划》发展战略规划研讨会。”国土资源
部党组成员、总规划师严之尧这样开场。

对于海南省委省政府在全国率先
探索实施全省范围的“多规合一”，严
之尧禁不住点赞：“在全省范围实施

‘多规合一’，充分体现了海南省委省
政府高度的战略眼光和战略意图，‘多
规合一’将助力海南迈入现代经济发
展的快车道。”

“多规合一”更加凸显海南优势

严之尧认为，有了“多规合一”作为
龙头、作为引领，海南省委省政府的宏
观调控能力将得到显著提升，新的发展
理念、新的制度安排一定能够得到有效

实施。在此基础上，海南的独特优势将
转化为令人艳羡的发展速度和发展质
量。这主要体现在五个方面——

首先，“岛”的比较优势将进一步凸
显，“岛”的界域优越性以及独特的新鲜
感、神秘感、安全感将对商界精英起到
强有力的吸引作用；

其次，热带气候的比较优势将进一
步凸显，清新怡人的氧吧将成为创新、
创意、创业、发明、智造的天堂；

再次，生态环境的比较优势将进一
步凸显，优美的环境将成为国际性的旅
游业和现代服务业的发展乐土；

第四，陆海资源的比较优势将进一
步凸显，“蓝”“绿”兼备的省域将成为我
国新经济发展的重要基地；

第五，环境容量和自净能力的比较
优势将进一步凸显，洋浦等西部地区将
有可能成为精密制造业新基地。

严之尧说，有了“多规合一”为基
础、做蓝图，海南省委省政府可以通过
统一的资源利用规划，实现产业空间布
局和结构的进一步优化；可以通过统一
的资源配置平台，实现土地市场的公

开、公平、公正性，有效杜绝非理性的行
政权力造成土地资源的错配；可以通过
统一的资源市场规则，实现市场配置资
源的决定性作用和充分发挥政府营造
投资环境和服务引导作用，吸引实体经
济遵循比较优势择区择地建设和发展，
有效杜绝市县政府之间的零和博弈、负
和博弈；可以通过统一的土地资源收益
统筹方式，实现土地发展权益的合理有
序转移，让各利益主体公平共享土地的
增值收益；可以通过统一的分类产业土
地价位杠杆机制，建立新的商业模式，
促进以旅游业为龙头的现代服务业做
大做强，有效杜绝房地产一业独大的产
业失衡局面。

国土部将积极支持海南发展

海南在全国率先探索实施全省范
围的“多规合一”，离不开相关部委和专
家学者的支持。对此，严之尧表示，国
土资源部将充分发挥职能优势，积极为
海南经济社会发展做好服务。

譬如，在城镇的用地规划方面，国

土资源部将指导海南省根据每一块土
地的比较优势，将建设用地规模指标以
区块的方式嵌入城镇的发展范围之中，
使城镇发展融进海南美丽的山水园林
里面，形成生产、生活、生态空间的合理
布局。

在规模总量指标和年度计划指标
方面，国土资源部将充分满足海南省精
明增长的有效需求。在国土管理制度
创新和新制度供给方面，将指导海南创
新土地征收制度和开发利用模式，支持
开展“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建设
用地三旧改造”、“耕地占补平衡补改结
合”、支持土地整治、高标准基本农田建
设、设施农业发展等优惠政策的有效利
用，促进海南土地利用效率的提高，存
量和闲置土地的盘活，利用结构和布局
的优化。

严之尧说，海南在全国率先探索实
施全省范围的“多规合一”，这是新常态
下引领海南新一轮加快发展的战略举
措，必将成为海南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
意义的一项重大工作。

（本报海口5月16日讯）

本报海口5月16日讯（记者邓海
宁 特约记者陈安宇）今天上午，海口市
龙华区召开博义盐灶片区棚户区房屋
征收动员大会，发布房屋征收决定，正
式启动房屋征收工作，五种创新安置补
偿方式也同步出台，征收签约将于5月
20日启动。

博义盐灶片区征收改造范围，东至
龙华路，南邻盐灶一横路，西至龙昆北
路，北连滨海大道围合范围内，征收面

积约383亩，涉及征收户2381户；博义
盐灶八灶片区一期项目，投入资金约20
亿元，目前已列为省重点项目，计划将
打造成为以居住、商业、服务为一体，功
能设施齐全的综合片区。

截至目前，改造前期基础性工作已全
面完成，已具备实施征收的条件。为了明
确任务，落实责任，确保征收工作的圆满
完成，龙华区指挥部组织区机关单位、街
道、评估公司和拆迁公司成立了48个工

作组，采取“定人定量定时间节点、包点包
户包完成任务”的办法，动员被征收人按
时签订征收补偿安置协议和搬迁。

房屋征收工作启动后，5月20日开
始签订征收补偿安置协议，被征收人排
队领号，按登记编号顺序确认选房顺序
号，协议签订工作于7月19日前完成。

据了解，此次对被征收人的安置方
式由过去的两种增加到了五种，一是货
币安置；二是就地实物安置；三是异地

实物安置（安置地点选择为南海大道永
秀花园、永和花园）；四是实物安置结合
货币安置；五是以补偿、补助、奖励款
（不含本方案以外所规定的奖励款项）
置换商业用房。

龙华区还将启动“大监督”机制，组
织纪检、检察院、法院等部门成立监督机
构，对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的
行为，坚决从严查处，发现一例处置一
例，确保平安征收、廉洁征收、和谐征收。

海口博义盐灶片区棚户区房屋征收20日开始签约

种补偿安置方式可选

国土资源部党组成员、总规划师严之尧点赞海南在全国又一率先之举

“多规合一”助力海南迈入经济快车道

梦梦

本报海口5月16日讯（记者彭青
林）今天下午，省长刘赐贵在海口会见了
中国电子科技集团总经理樊友山一行。

会见时，刘赐贵指出，在经济新常态
下，海南正积极发挥生态立省、经济特
区、国际旅游岛三大优势，全力推动产业
结构调整转型升级，这为企业来琼投资
兴业创造了良好机遇。比如，当前我省

加快推动“智慧岛、智能岛”建设，着手打
造“互联网+”小镇，把优美的自然人文
环境、一流的通信基础设施和互联网产
业发展充分融合，吸引互联网创业者落
户，帮助他们发展壮大，使之成为海南打
造“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热土的重要
途径。此外，国际旅游岛建设、海洋强
省、建设“一带一路”战略支点等，也都蕴

含了大量的项目和投资机会。
刘赐贵说，中国电子科技集团是科

技实力强、运营质量好、人才资源丰富的
大型国有企业，完全可以发挥自身优势，
在互联网、海洋信息等产业扎扎实实生
成一批项目，在海南产业结构调整和经
济社会发展中有更大作为，发挥更重要
的作用。建议中电科以海洋信息产业园

建设为抓手，不断拓展更多合作领域，推
动更多项目落地，实现互利共赢，推进共
同发展。

樊友山介绍了中国电子科技集团
的发展情况。他说，海南拥有广阔的蓝
色国土和独特的资源禀赋，双方合作空
间非常广阔。目前，中电科正全力推动
在海南成立的海洋信息技术研究院建

设，打造海洋信息产业园，发展“智慧海
洋”产业链，积极参与海南海洋强省建
设，服务海洋强国战略。希望海南在配
套设施、行政服务等方面继续予以支
持，中电科愿与海南省一道，在双方合
作基础上，持续增进人员交流，推进更
多项目。

副省长李国梁参加会见。

今晚到明天白天天气预报：

全岛最高气温：
西部和北部34-36℃
中部和南部33-35℃
东部32-34℃

全岛多云间晴

北部、中部和西部局地
午后将有雷阵雨天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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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A01版
我省从2011年起开始举办海南乡村旅游

文化节，给发展乡村旅游的农户和商家带来了
实实在在的利益，也成为我省旅游节庆活动的一
个品牌。据统计，目前全省乡村旅游资源点共有
440个，涉及全省18个市县。乡村旅游已成为海
南重点发展的旅游新业态，正逐步朝着精品化、品
牌化方向提升。

本届乡村旅游文化节将持续一个多月，今天
的启动仪式同时也是“中国旅游日”海南主会场活
动。启动仪式上，海南乡村旅游联盟正式成立，海
南世外桃源休闲养生区等10家乡村旅游点获得
海南首批乡村旅游示范点授牌，海南乡村休闲旅
游季和骑行海南美丽乡村活动也同时拉开序幕。
海南乡村旅游商品展销会、发现海南乡村之美图
片展等活动也同时举办。

本届乡村旅游文化节还由省旅行社协会组织
多家旅行社设计和开发了以“原美海南，多彩乡村
——带你发现海南乡村之美”为主题的海南乡村
休闲旅游季活动，重点推出了海南乡村美食之旅、
海南乡村华侨文化之旅、海南乡村欢乐亲子游、海
南乡村快乐采摘季、海南乡村黎苗文化之旅等5
条乡村休闲游主题旅游线路，集中组织游客和百
姓体验海南乡村之美，推动海南乡村休闲游快速
发展。

本届乡村旅游文化节由省旅游委、琼海市人
民政府主办，省农业厅、省文化广电出版体育厅、
省商务厅、省农垦总局提供支持。

5条主题线路带你
看海南多彩乡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