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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 告
为加强我区干部

队伍建设，经研究，决

定面向全省公开选调

5名正科（含正科）以

下公务员，报名时间：

2015 年 7 月 6 日-15

日（双 休 日 正 常 报

名）。详情请登陆龙

华之窗网站（网址：

http://www.hklhq.

gov.cn）查询。

海口市龙华区公开

选调领导小组办公室

2015年6月24日

新华社北京6月23日电（记者罗
宇凡）9月3日上午，以中共中央、全国
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
委名义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纪念中
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
胜利70周年大会（包括检阅部队），习
近平总书记出席并作重要讲话。这是
中宣部副部长王世明23日在国务院新

闻办公室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宣布的。
据王世明介绍，纪念大会当日，还

将在北京举行招待会和文艺晚会。纪
念活动当中一项重要内容是，以中共
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名义，为健在
的抗战老战士、老同志，抗战将领或其
遗属颁发“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
周年”纪念章。习近平总书记将亲自

为抗战老战士、老同志代表，抗战将领
或其遗属代表颁发纪念章。

阅兵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总参
作战部副部长曲睿在发布会上表示，
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阅兵目的是彰
显我国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坚
定不移维护世界和平，下转A06版▶

(相关报道见B02版)

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大会
9月3日举行

习近平将出席天安门广场阅兵

本报嘉积6月23日电（记者蔡倩）近日，记者从
博鳌乐城国际医疗旅游先行试验区管委会获悉，目
前该先行区已经正式受理了包括国际生命健康测
调中心、国际新能量医学研究中心等在内的7个项
目，总投资23.8亿元，项目基础设施建设将从今年8
月起动工。

据了解，为了加快先行区开发建设，省政府专门
建立“绿色审批通道”，实行联办、联审、联批，限时办
理，减少或取消审批前置条件，能简化就简化。先行
区管委会则在博鳌设立了“一站式”服务窗口，为进
区企业提供受理、代办等一站式服务，解除企业的后
顾之忧。

“目前博鳌乐城国际医疗旅游先行试验区全面开
发建设的条件都已成熟了，8月份启动基础设施建设
之后，前期引进的多个项目也将陆续上马。”琼海市副
市长郑庆智介绍。先行区一期基础设施项目包括连接
先行区的5条外接道路、先行区规划区内1条次干道
及4#污水处理厂等“六路一厂”（先行区内外的六条道
路及污水处理厂）项目。“现在‘六路一厂’项目已经完
成了项目立项、工程可行性研究、项目选址意见书等工
作，项目地质灾害评估、压覆矿产资源调查、项目用地
报批及环境影响评估等工作正在有序进行。”郑庆智
说，根据海南省委省政府、琼海市委市政府的要求，计
划于今年8月动工建设连接先行区与琼海迎宾大道的

“六路一厂”项目之一的康乐路，今年10月份陆续开工
建设“六路一厂”的其他项目。

博鳌乐城国际医疗旅游
先行区基础建设8月动工
总投资23亿元的7个项目将陆续启动

本报海口6月23日讯（记者郭景水 张婷 通讯
员高春燕）今天18时30分许，我省2015年高考成绩
正式揭晓，海南中学花开两朵，全省文史类、理工类
的最高分均出自该校。文史类最高分为海南中学高
三（20）班的女生孙笑涵（总成绩934分，其中会考分
40分），理工类最高分为海南中学高三（1）班的男生何
声楷（总成绩937分，其中会考分37分）。

省考试局有关负责人介绍，今年省考试局还将继
续为考生提供各学科分项成绩报告单和升学指导测
试结果，让考生更加全面地了解自己各学科的学习能
力和状况，更好地选择高校和专业，规划自己的未来
职业。

今年，全国有1265所本专科学校在我省计划招
生58554人，其中，文史类招生计划21341人，理工
类招生计划 34818 人，体育类 608人，艺术类 1787
人。

据了解，我省随后将陆续公布各批次的录取分数
线，考生网上填报志愿的时间从6月28日起。

(相关报道见A08版)

我省高考成绩揭晓
文、理科最高分均来自海南中学

本报海口6月23日讯（记者单憬
岗）今天，在海口国兴大道上的日月广
场施工现场，塔吊林立、人头攒动、上
千名工人忙碌的身影，加上轰鸣的机
器，一派热火朝天的景象。这是海口
加快重点项目进展的一幕。记者今天
从海口市重点委获悉，今年该市102
个省重点项目1-5月实际完成年度投
资超额18.7亿元；其中5月单月投资
同比去年增长64%。

今天，记者走进海口的多个重点项
目现场，都看到大干快上的红火景象。
走进长影海南“环球100”项目施工现
场，原先的一片片荒地已经变成了红土
地。在西海岸新都区，同样是一派热火
朝天的景象。新都区的33条市政道路
中第一期8条道路将于年底交付，整体
项目预计将于2017年8月全部竣工投
入使用，这里的村民生活环境和生活质
量也将由此逐步改善。

这些只是2015年海口市102个省
重点项目的一个缩影。在70个在建项
目中，一个个项目不断加快推进。海口
东海岸人工岛工程5月单月完成投资1
亿元，1-5月累计完成投资6.42亿元，
超额完成3.42亿元；海口丹娜游艇都
会项目1-5月累计完成投资3.24亿
元，超额完成1.44亿元；五源河文体中
心项目5月单月完成投资9665万元，
1-5月累计完成投资1.47亿元。共有

海口观澜湖项目、海口美安物流项目、
海口丁村现代物流项目、大英山开发项
目、海南大厦、海口演丰示范镇建设项
目等49个项目投资超序时进度。

据海口市重点委负责人介绍，该市
今年重点项目年度计划投资327.6亿
元，1-5月实际完成年度投资139.5亿
元，超额18.7亿元，占年度投资计划的
42.58%。5月单月投资44.6亿元，同比
去年增长64%，环比4月增长10.7%。

前5月完成投资139.5亿元

海口近半省重点项目投资超序时进度

■ 方桂琴

今年第8号台风“鲸鱼”从海南穿
岛而过，这次台风风小、雨大，强降雨
地区与我省旱情严重地区高度重合。
对久旱地区来说，这是实实在在的一
场“好雨”、“喜雨”。

天灾面前，事在人为。今年以
来，我省部分地区旱情严重，旱区广
大干部积极组织群众，采用各种方
式抗旱救灾。在台风期间，各级干
部又冲锋在前，站在了抗风防灾的
一线。在组织防灾减灾的同时，他
们借“鲸鱼”降雨的“东风”之便，马
不停蹄地组织水库、塘坝和田间蓄
水抗旱。在广大干部群众的积极作
为下，在“及时雨”的滋润下，我省旱
情得到了明显缓解，部分地区旱情
基本解除。

一场好雨见证了一股新风。
这股新风就是我省广大党员干部
在灾情面前不畏艰难、敢于担当、
敢于抗争的拼搏进取之风，就是危
难时刻冲锋在前、与百姓患难与共
的亲民务实之风。这种作风，是海
南各级干部践行“三严三实”的生
动体现。有了这样的作风，再大的
困难我们也能克服，再大的难题我
们也能破解。

一场好雨 一股新风

空中鸟瞰开发建设中的乐东县城江北新区。
乐东县委县政府加强和完善县城规划，进行城区扩容，搬迁抱由镇东坊和西坊两个城中村，规划建设乐祥路、沿江路

等一批路网工程，10年里县城区域扩大了三倍多，面积达5.2平方公里。同时开展城乡环境整治大行动，创建省级园林
县城，市容市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新变化。 本报记者 武威 特约记者 孙体雄 摄

本报海口6月23日讯（记者彭青
林）在我省今后要发展的12个产业
中，热带特色高效农业是优先发展的
重点产业之一。今天上午，我省召开
做大做强热带特色高效农业专题座谈
会，广泛听取各方面特别是企业的意
见建议。省委副书记、省长刘赐贵强
调，要充分认识发展热带特色高效农
业对贯彻“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和推动
国际旅游岛建设的重大意义，推动农
业产业转型升级，构建特色鲜明、优势
突出、产出高效、产品安全、资源节约、
环境友好的产业体系，做大做强热带
特色高效农业，全力推进我省全面小
康社会的建设。省委副书记李军出席

座谈会。
40多位来自我省农业战线的代

表参加了座谈会，16家农业企业代表
分别发言，就调整农业产业结构、转变
农业发展方式、推动产业延伸与融合、
推进农业科技创新和技术集成、建立
配套的政策支持与保护体系等方面提
出了意见和建议。刘赐贵认真听取发
言，不时插话交流，与大家共同剖析当
前热带特色高效农业发展中存在的困
难和问题，探讨产业发展方向，凝聚各
方共识。

刘赐贵指出，发挥海南良好的热
带阳光、水、空气、土壤等得天独厚的
自然生态优势，做大做强热带特色高

效农业，是帮助农民脱贫致富、推进城
镇化产业发展的重要抓手，是加快我
省经济社会发展、推进国际旅游岛建
设的重要手段，是落实“四个全面”战
略布局、确保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目标的需要。

就建设特色鲜明、优势突出、产出
高效、产品安全、资源节约、环境友好
的热带特色农业产业体系，做大做强
热带精品农业，刘赐贵要求重点做好5
个方面工作。一是优化结构，向亩产
要效益。深刻领会和贯彻落实省委书
记罗保铭关于“以亩产效益论英雄”理
念的核心要义，算好亩产投资、亩产效
益精细账，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

实现农业经济提质增效。摸清农业产
业结构的底数，分析存在问题，加快种
植业、养殖业、加工业的结构调整，充
分释放农业的发展空间和潜力。二是
提升品质，以科技为引领。加大农业
科技的研发、转化力度，把科技融入

“种养加销保、土肥水种管”的每个环
节，下大力气解决病虫害、标准化等制
约性问题，不断提升海南农产品的品
质。三是产销顺畅，建电商平台。鼓
励农业龙头企业带头搭建电商平台，
邮政、供销等机构发挥各自优势构建
营销渠道，鼓励更多的人加入农产品
电商队伍，构筑和叫响海南农产品的
整体品牌形象。 下转A06版▶

刘赐贵在做大做强热带特色高效农业座谈会上强调

发展热带特色高效农业
推进全面小康社会建设

李军出席

城区扩容
扮靓市容

我省搭建起税银合作平台

诚信纳税企业
最高可获200万信贷

安保法案不得人心

安倍内阁
支持率跌破四成

塔昌从烈火金刚
到美丽村庄
—— 一个红色村庄的脱贫样本

A05版 深读

A08版 海南新闻

《海南居民文明行为调查报告》出炉——

居民最反感：
乱扔垃圾随地吐痰

乐
东

全省干部群众抓住机会蓄水抗旱，水库增容4400万立方米，旱情有所缓解

“鲸鱼”好风好雨 滋润琼州大地
■ 本报记者 刘笑非

4393万立方米！
今年第8号台风“鲸鱼”，带来大范

围的降水，全省水库总蓄水量增加不少。
这是一场滋润海南的及时雨。作

为今年首个登陆我国的台风，“鲸鱼”本
来是个可能给我省带来不利的气象灾
害，却给我省多地送来强降雨，三亚、乐
东、东方、陵水等久旱地区迎来超过
100毫米的平均降雨量，明显缓解了旱
情，部分地区旱情基本解除。

这是一次对干部作风的大考。台
风到来之际，我省各级干部敢于担当，
冲锋在前，积极作为，厉行严实作风，抓
住机会实施人工增雨作业，全力组织水

库、塘坝和田间蓄水抗旱。他们，用实
干进取的作风和奋力拼搏的双手，打赢
了这场抗台风缓旱情之战。

天公作美 琼人奋力
好雨普降 旱情缓解

水库见底，江河断流，农田绝收，百
姓饮水困难……进入5月以来，海南省
10余个市县普遍喊“渴”，个别市县出
现60天以上无有效降雨的严重干旱天
气，知名的热带滨海旅游城市三亚更是
遭遇史上最旱的一年。除了三亚，海南
除北部以外的地区今年以来均遭遇了不
同程度的干旱。其中昌江和三亚为特重
气象干旱，乐东、五指山、琼海、东方、保

亭和陵水6个市县为中度气象干旱。
截至6月10日，全省44条河道断

流，119座水库干涸，农作物受旱面积
达 26.76 万亩，农村临时饮水困难达
13.26万人。

大灾面前，一场全民抗旱在海岛上
演。

省委、省政府紧急部署，三亚迅速行
动，昌江全面动员，乐东高效落实……实
施供水应急预案，打抗旱井，从周边市县
水库调水，人工增雨作业，加快供水厂建
设，全省各级各部门马不停蹄，争分夺秒
采取得力措施全力抗旱。

就在旱情日益严峻之时，今年第8
号台风“鲸鱼”22日18时50分登陆海
南，使得全省尤其是久旱市县如沐甘

霖，也让各级干部开始了一场以战台风
抗旱灾为主题的作风大考。

“台风‘鲸鱼’已在万宁和乐镇沿海
登陆。”当广播里传来台风的最新消息，
三亚市气象局工作人员符雪健正开着他
的皮卡车，和同事丁智军一起四处观测
着云层，皮卡车的后箱上，装备着用于人
工增雨作业的炮弹炮架。晚上实施人工
增雨，两人没少干，但在台风中实施人工
增雨，却是头一回。

从台风登陆前的22日到台风过境后
的23日清晨，这群追云彩的人甚少休
息。62枚火箭弹带来的是22次成功实
施的人工增雨作业，在台风降雨与人工
增雨共同作用下，三亚大部地区出现大到
暴雨，局部地区特大暴雨，全市平均降雨

量达128毫米。除去正常供水外，三亚
市在台风登陆后直接增加了620万立方
米的蓄水，旱情得到有效缓解。

而在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县三防
办在全县30个大中小水库管理上，配备
了66名工作人员，充分利用“鲸鱼”带来
的降雨资源，在确保工程安全的情况下
尽量多拦水、蓄水。琼中县所处的中部
地区，作为三江的发源地，水资源的储备
将会对下游地区的农业生产用水及人畜
用水提供保障。

捷报一个接一个传来，陵水水库蓄
水增加333万立方米，保亭增加400多万
立方米，琼中增加500多万立方米……

“终于下雨啦。好在昌江种植的早
稻已基本收获， 下转A03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