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本报记者 赵优 特约记者 陈循静
通讯员 黄良策 李士瑜

昨天下午，万宁市人民政府与农
行海南省分行“政府增信”金融支持槟
榔产业发展合作协议签约仪式在万城
举行。

为围绕“中国槟榔之乡”产业发
展规划，万宁创新融资服务平台，市
政府将投入“风险补偿基金”2000万
元，撬动银行贷款资金 2 亿元，为全
市槟榔产业链上的专业大户、个体工
商户、农民专业合作社和小微企业等
特定对象发放贷款提供担保和风险
补偿，将极大缓解槟榔产业融资贷款
担保难问题，做大做强万宁槟榔特色
产业。

大力扶持槟榔产业发展

高高的树上挂绿金，槟榔，作为特
色热作农业产业，关系百姓致富。近年
来，为扶持槟榔产业发展，万宁市积极
实施“五农三化”发展战略，全力帮助农
民解决在槟榔生产发展中迫切需要解
决的市场、技术、农资、金融等问题，槟
榔生产的标准化、组织化、产业化程度
得到明显提高。

有了资金的给力支持，万宁槟榔产
业蓬勃发展。为了槟榔烘干绿色改造
这一民生项目，万宁加大扶持补贴力
度，采取“自主建设，先建后补”的模式，
全面淘汰污染环境的传统熏烤槟榔加
工生产技术。对绿色环保烘干设备推

广的产品，该市均按3万元-4万元/台
进行了补贴；对加工能力、农户租用企
业环保改造、加工户对槟榔设备进行绿
色改造验收合格，也有不同的财政补
贴。近两年来，全市累计投入7838.38
万元，取缔传统槟榔烟熏黑灶1.72万
个，推广槟榔烘干环保设备5392台，年
加工槟榔鲜果产能40万吨左右。

银行助力服务“三农”

万宁市特别委托万宁市农行及各
大金融服务机构，综合运用财政奖补、
贴息、担保、保险等财政杠杆工具，实行

“存贷挂钩”制度，建立对公存款业务与
金融机构涉农贷款力度挂钩机制，激发
金融机构发放涉农贷款的积极性。据

统计，2013年至2014年共安排财政贴
息及奖补资金2000万元，撬动了金融
支农贷款3亿元。

为降低“风险补偿基金”代偿风险，
“风险补偿基金”担保项下的贷款增加
“多户联保”担保方式。“多户联保”担保
方式原则上借款人需至少3户，其中
100万元（含）以下的至少3户，100万
元-150万元（含）的至少4户，150万
元-200万元（含）的至少5户。

农行海南省分行党委书记、行长韩
明表示，农行始终关注万宁的经济发展，
并长期保持着良好的合作关系，尤其在

“三农”服务领域，近三年累计向万宁地区
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小微企业、农业专业
合作社等发放贷款近6亿元，支持农业
产业发展。 （本报万城7月21日电）

政府与农行合作，“风险补偿基金”贷款支农规模今年将达2亿元

政府增信 产业添金
万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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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省司法医院是经海南省机构编制委员会批准设立，为
监狱工作服务的正处级事业单位，其工作人员纳入财政预算管
理事业编制。根据工作需要，拟面向全国公开选调医疗专业技
术人员28名，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选调条件：（一）具有良好的政治、业务素质，品行
端正;（二）具有国家授予的执业医师资格;（三）具有医学类
专业大学本科以上文化程度;（四）副主任医师年龄男性45周
岁以下、女性42周岁以下;主治医师年龄男性40周岁以下、
女性37周岁以下;执业医师年龄在35周岁以下。有特殊专长

的年龄可适当放宽;（五）身体健康;（六）现在编在岗的事业
单位工作人员。

二、选调工作详细信息请登录“海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
保障厅网站”（网址：http://hi.lss.gov.cn）、“海南司法行
政网”(网址： http://justice.hainan.gov.cn)查询。《报名登
记表》在海南司法行政网下载，报名时间截至2015年 8月
13日。

海南省司法厅政治部人事警务处联系人和联系电话：
曾冲0898-65919020，孙天0898-65919021。

海南省司法厅关于面向全国公开选调
海南省司法医院医疗专业技术人员的公告

省森林公安局公布森林火灾违法犯罪行为举报电话
为进一步加大森林火灾案件查处力度，有效打击和遏制森林火灾人为纵火、失火等违法犯罪行为，省森林公安局决定向社会公布举报

电话，并实行举报奖励，经查证属实的，可据其实际价值对举报人给予2000元至5000元奖励。现将各地森林公安机关举报电话公布如下：
森林火灾违法犯罪行为举报电话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单 位

省森林公安局

尖峰岭林区森林公安局

霸王岭林区森林公安局

吊罗山林区森林公安局

鹦哥岭保护区森林公安局

五指山保护区森林公安局

黎母山林区森林公安局

海口市森林公安局

三亚市森林公安局

儋州市森林公安局

万宁市森林公安局

文昌市森林公安局

琼海市森林公安局

举报电话

65343803，13976509866 林警官

85720163，13976236586 钟警官

26881993，13976718858 符警官

83421221，13976255321 郑警官

27724338，18289921864 岑警官

86238488，18889301212 王警官

86308110，18876613450 陈警官

65228891，13876013888 易警官

88689100，13016280933 孔警官

23318110，13976444446 洪警官

62222732，13118924555 陈警官

63221712，13876159330 郑警官

62820300，13698913422 何警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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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 位

五指山市森林公安局

东方市森林公安局

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森林公安局

临高县森林公安局

陵水黎族自治县森林公安局

昌江黎族自治县森林公安局

定安县森林公安局

澄迈县森林公安局

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森林公安局

乐东黎族自治县森林公安局

屯昌县森林公安局

白沙黎族自治县森林公安局

举报电话

86629279，13907619538 谭警官

25522159，13337635667 符警官

83668381，13876407293 黄警官

28275853，13876622599 钟警官

83330117，13876867666 符警官

26624994，13322096296 王警官

63826001，13307546553 莫警官

67616929，13976355345 秦警官

86222483，13876411222 潘警官

85523378，13876539228 谢警官

67816839，18689705353 胡警官

27723710，13876628886 赵警官

海南天悦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
（2014）海中法拍委字第24号

根据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海中法执字第20号《执行裁定
书》，经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委托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司法技术处电
脑随机选定确认由我公司对涉案需变现财产进行公开拍卖：被执行人
何万伍名下位于海口市龙昆北路国贸大院东附楼B幢603、604号房
产（产权证号：9118号，建筑面积：195.94平方米），进行公开拍卖。参
考价：人民币87.9575万元，竞买保证金：人民币20万元。现将第一次
拍卖相关事项公告如下：1、拍卖时间：2015年8月10日10：00；2、拍

卖地点：海口市国贸大道59号正昊大厦22G海南天悦拍卖有限公司拍
卖大厅；3、办理竞买手续及相关事宜咨询时间：见报之日起2015年8
月 7日 17：00时止，逾期将不予办理竞买手续；4、收取竞买保证金时
间：以2015年8月6日17：00前到账为准；5、收取竞买保证金单位名
称：海南省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开户银行：海口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
营业部；银行账号：1009454800000149。6、缴款用途处须填明：
（2014）海中法拍委字第24号（如代缴必须注明代某某缴款）。7、特别
说明：上述标的按现状净价拍卖，所有费用由买受人承担。

拍卖机构电话：68555961 13036099114
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拍卖监督电话：66713990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关于
暂停对外业务服务的通告
尊敬的客户：

我行将于2015年7月25日凌晨4时至26日凌晨2时
30分进行业务系统灾备演练。演练期间，部分时段的相关
对外业务服务将受到一定影响。具体如下：

7月25日凌晨4时至5时30分、7月26日凌晨0时30
分至2时30分，我行所有对外业务服务暂停。

请您根据需要，提前做好资金安排；若有疑问，信用卡
相关业务请拨打4008208788，其他业务请拨打95528。

2015年7月22日

海口市美兰区国家税务局公告
海南振洲贸易有限公司(纳税人识别号:460100713865901）:

海南省国家税务局第一稽查局已对你单位的税务违法行为
做出《税务行政处罚事项告知书》，请你单位在公告之日起30日
内派员到我局领取《税务行政处罚事项告知书》（琼国税一稽罚告
【2015】9号）。逾期不领取，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
法实施细则》第一百零六条的规定，视为文书已送达，届时将依法
做出处理。

特此公告！
海口市美兰区国家税务局
二O一五年七月二十二日

联系地址：海南省海口市海甸二东路国税大厦14楼
联系人：王荣旭 林明珠
联系电话：66150030

本报海口7月21日讯（记者梁振
君）今年上半年，面对持续加大的经济
下行压力，全省工业经济运行总体平
稳，重点工业企业生产基本稳定，全省
工业上半年实现增加值219.3亿元，同
比增长3.7%。其中，规模以上工业实
现增加值199.3亿元，同比增长3.4%，
增速较一季度加快0.4个百分点。

据介绍，为推动全省工业经济加快
发展，省工信厅近年大力调整优化干部
结构，具有研究生学历的年轻干部占到
52.8%。“下半年制约工业增长的因素仍
然存在，要实现全年目标仍需付出艰苦
努力。”省工信厅厅长韩勇表示。

全省工业上半年
实现增加值219.3亿元

本报海口7月21日讯（记者陈怡 通
讯员全克江）为贯彻落实全省半年经济工
作会议精神，海南地税于7月20日下午召
开全省上半年地方税务工作会议，研究贯
彻落实经济会议精神措施，为推进海南经
济社会发展扛起海南地税的责任担当。

省地税下半年将推进五大举措，一
是依法组织税费收入；二是始终坚持依
法治税；三是深入推进税收风险管理；四
是切实加强纳税服务；五是下大力气落
实“两个责任”。

省地税局将构建重点行业、重点税
种风险管理，对省地税局列名大企业集
团探索实施税务审计，选择高风险企业
集团开展反避税审计调查，密切关注大
企业集团境外投资、股权交易等税收风
险。纳税服务方面，省地税局积极推进
先办后审实施、落实好纳税服务规范，探
索“一证一号”，大力发展“互联网+税
务”；助力大众创业，开通“税贷通”企业
融资绿色通道，扶持好省重点培育的12
大产业和百个产业小镇。

海南地税五大举措
服务经济建设

■ 本报记者 邵长春 梁振君
通讯员 姚洁斯

上半年全省GDP1808.57亿元，同
比增长7.6%，增速比一季度加快2.9个
百分点。昨天，2015年上半年海南经济
运行核心数据公布，这样的成绩着实来
之不易。

针对一季度全省经济低速开局、稳
增长形势严峻的现实问题，二季度以来，
海南省委、省政府，各级职能部门和各市
县狠抓重点项目建设，抢抓机遇推动经
济增长动力向创新驱动转变，大力促进
旅游、房产、文化、居民服务等重点领域
消费，着力保障农业和工业稳定发展，全
省经济企稳向好。

上半年全省经济增速加快，财政收
入、金融存贷款、用电、物价、就业等主要
经济指标平稳向好，市场供给与需求稳
步增长，城乡居民收入持续增加，民生状
况不断改善，经济运行的基本面积极向
好，呈现出多种积极因素。

调结构效果明显

上半年我省经济结构调整取得明显
进展，三次产业占 GDP 比重为 23.8：
22.2：54.0，二、三产业占GDP比重同比
提高0.3个百分点，其中服务业比重提

高1.7个百分点。消费增长快于GDP，
消费升级取得新进展。特别是高技术产
业取得较快增长，在医药行业较快增长
的带动下，上半年高技术产业增加值同
比增长了15.6%，增速快于全部规模以
上工业12.2个百分点。

多个指标显示，我省经济发展的内
生动力也进一步增强。上半年，全社会
用电量 129.98 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5.8%，实现了全社会用电量稳定增长。
6 月末，金融机构本外币存款余额
7212.53亿元，同比增长12.6%；金融机
构本外币贷款余额6239.61亿元，同比
增长23.3%，金融市场运行良好。

货物运输持续增加。上半年货物运
输周转量增长1.3%，货物吞吐量增长
9.9%。民间投资则继续保持较快发展。
上半年，民间投资完成819.30亿元，占
全部投资的比重为 56.4%，同比增长
7.5%，增速比全部投资快3.7个百分点。

三大产业稳步发展

上半年我省农业生产平稳增长，为
经济稳定增长奠定了基础。面对高温干
旱和“鲸鱼”台风等极端天气及市场需求
变化的影响，我省及时采取了一系列积
极有效措施加以主动应对，努力稳定农
业生产的发展。上半年，农业完成增加
值441.53亿元，同比增长5.1%，增速比
一季度加快0.1个百分点，农业经济在
较快轨道上平稳运行。

二季度，在持续高温天气影响电力供
应缺口明显加大、油气化工产品价格低位
徘徊的不利环境下，全省工业系统全力保
障电力供应，确保炼油、化工、造纸、医药
等重点产业稳定生产，东方石化、洋浦汇
智、德森能源等新增企业继续发挥对全部
工业增长的拉动作用。上半年规模以上
工业增加值 199.30 亿元，同比增长

3.4%，增速比一季度加快0.4个百分点。
服务业增速也明显加快，成为拉动全

省经济企稳回升的主要动力。上半年服
务业完成增加值976.53亿元，同比增长
9.3%，增速比一季度加快5个百分点。服
务业对拉动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65.1%。

服务业亮点频现

上半年我省现代服务业加快转型发
展。三亚市内免税店实现自主进口和经
营免税品。海口港区汽车整车进口口岸
通过国家验收，标志着海南可开展汽车
整车进口业务。海口综合保税区成为全
国首个开展进口钻石跨境电子商务的海
关特殊监管区域，实现“互联网+保税+
钻石”模式的历史性突破。

数据显示，金属材料、化工原料等产
品批发销售额大幅度增长，带动批发业
增长明显加快。上半年批发业增加值同

比增长19.2%，增速比一季度加快13.3
个百分点。

省政府出台了《关于加快发展现代
保险服务业的实施意见》，金融机构继续
加大对经济发展的信贷支持，加大对水
利、棚户区改造等重点项目的金融服
务。海南新生飞翔、凯迪网络获批在“新
三板”挂牌，银行业总资产规模突破万
亿，贷款余额突破6000亿。上半年金融
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7.9%，增速比服务
业快8.6个百分点。

上半年省政府加快发展互联网+产
业，省工商局放宽了“电子商务”、“互联
网”产业登记限制条件，海南生态软件园
运行良好。1-5月全省其他营利性服务
业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
7.9%，增速比一季度加快0.3个百分点。

上半年全省接待游客总人数同比增
长11.1%，旅游总收入增长13.7%，增速
均与一季度基本持平。

省政府相关负责人表示，展望下半
年，省委、省政府将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
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努力发挥生态
立省、经济特区、国际旅游岛三大优势，积
极推进“多规合一”和“十三五”规划，大力
培育和发展十二大重点产业，加大重点项
目建设，扩大有效投资，扩大消费需求，
切实推进民生工程，努力促进经济平稳
健康发展。 （本报海口7月21日讯）

上半年我省经济亮点频现

结构优化明显 内生动力增强

澄迈老城经济开发区内，
海口市垃圾焚烧发电扩建项目
日前顺利推进。海口垃圾焚烧
发电扩建项目是海口环保发电
厂二期，预计今年年底第一台机
组投产发电。建成后可实现整
个海口垃圾焚烧发电项目日垃
圾处理量2400吨/日，年垃圾处
理量80万吨，满足海口市及周
边未来5至10年生活垃圾处理
需要。

本报记者 张茂 摄

海口垃圾焚烧发电
扩建项目年底投产

上半年服务业完成

增加值976.53亿元

同比增长9.3%

今年
上半年

三次产业
占GDP比重
23.8：22.2：54.0

二、三产业占GDP比重同比提高0.3个百分点
农业完成增加值441.53亿元，同比增长5.1%

增速比一季度加快5个百分点
服务业对拉动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65.1%

制图/张昕

◀上接A01版
投票方式：
1、网络投票：在南海网“寻找海南最美教师”

选项下方直接点击投票，1个IP一小时只能投1
票。（免费投票）

2、短信投票：海南手机用户编辑短信内容：
您支持的选项编号发送至1062886622，发送成
功即可收到成功参与的回复短信。（信息费：1
元/条）

3、电话投票：拨打16882229即可为您支持
的选项投票，请按提示音进行操作。（信息费1元/
票）

4、微信投票：关注海南日报或南海网公众
号，点击微信公众号菜单栏【最美教师】，即可进入
2015寻找最美教师微信版页面，选择您喜爱的教
师进行投票，1个IP一小时只能投1票。（免费投
票）

“寻找海南最美教师”
今起投票

◀上接A01版
积极围绕我省全面深化改革和稳增长调结构中的
一些重大问题更好地参政议政、建言献策。

于迅表示，本次会议的“关于稳定我省主要副
食品价格的建议案”和“关于科学发展我省深海网
箱养殖业的建议案”充分体现了小切口、大视野要
求，省政协各参加单位、广大政协委员和全省各级
政协组织，也要继续关注这两个问题，进一步调查
研究、献计出力。

于迅要求，全省各级政协组织和广大政协委
员认真学习中央和省委精神，充分发挥政协作为
统一战线组织和专门协商机构的重要作用；要强
化实践观念和责任意识，根据当前形势和年度工
作安排，认真完成下半年各项任务，推动政协工作
取得实效。

省政协六届十三次
常委会议召开

◀上接A01版
促进项目开工建设。在这些措施推动下，目前
2014年以前的中央投资项目完成率为73%，开工
率为88%，67个省重点项目已完成投资195.39亿
元，位列全省第一，占年度投资计划的59.6%，实
现“双过半”。

为了扭转不利趋势，海口还强化了政策调控
力，以此来推动产业的发展。据介绍，在去年出台
稳增长三十条的基础上，海口坚持精准发力、滴管
调节，相继推出经济稳增长“十项举措”，出台互联
网产业专项扶持、金融业发展、鼓励企业自主发电
等若干措施，完善航空旅游贴息政策，有效地对冲
了上半年下行压力。

海口一方面强化政策调控力，一方面加大了
简政放权的力度。海口启动了五个“再砍掉一
批”，砍掉了60项，清理非行政许可审批事项42
项、政府规范性文件367件。同时海口还持续开
展涉企收费专项清理，出台“三证合一”登记制度、
行政事业收费目录等16项便民措施，并在发改、
教育等8家部门开展权力清单和责任清单“两单
试点”。

在行政上下足功夫的同时，海口加大了招商
引资的力度，积极参加海南与央企战略合作座谈
会、第十二届天津投资贸易洽谈会、生态文明贵阳
国际论坛2015年年会等招商活动。上半年，海口
共签约引进了项目66个，协议投资额达402.98亿
元。

城市的规划管理和民生的改善也是推动经
济上行的助力之一。为此，海口根据全省“多
规合一”工作部署，从总体规划、保护性规划、
专项规划和专业规划四个层面扎实推进“多规
合一”工作，划定保护边界、明确发展边界。同
时，海口还大力开展城市管理“六治一管”专项
活动，给海口市民创造出一个“宜居”的环境。
此外，海口还全力推进扩大城市交通覆盖面、
解决房产证办理遗留问题、新增教育学位等十
类24项民生实事，目前，其中10件已经实现任
务过半。

海口经济升势喜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