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省上半年动态

H A I N A N R I B A O

星期日 国内统一刊号CN46-0001 / 今日A叠8版
南海网 www.hinews.cn www.hndaily.com.cn

与 海 南 共 同 成 长

乙未年六月十八 廿四立秋 2015年8月
1950年5月7日创刊/ 海南日报社出版/ 第21482号 2

海口地区天气预报 白天 多云 夜间 多云 风向风速 南到东南风4级 温度 最高31℃ 最低25℃ 海口市空气质量：一级优，细颗粒物（PM2.5）9微克/立方米 海报集团热线、虚假新闻举报：966123 邮发代号：83-1

导读

A04版 中国/世界新闻

本报三亚8月1日电 （记者况昌
勋）赴新加坡考察学习、加快规划设计、
强化各项整治、抓好项目实施……三亚
抓住“双修”“双城”试点机遇，结合城市
治理管理年行动，全面改造和提升三亚
城市面貌，打造旅游精品城市。近期三
亚将开展项目共17项，以实现今年年
底前向市民展现“双修”“双城”工作初
步成果。

今年6月，国家住建部将三亚列为
城市修补生态修复（双修）、海绵城市和
综合管廊建设城市（双城）综合试点。
目前，三亚市委托中规院专家团队及相
关专业机构开展的“双修”“双城”相关
规划编制和施工设计共17项，部分规

划初步框架和工程初步方案已经完成，
11项施工类项目争取在8月底之前完
成施工图设计，6项规划编制类项目争
取全部在今年内完成。

为加快施工类项目建设，三亚按照
“边规划设计、边推进实施”的思路，积极
准备实施相关工程，施工类项目争取在9
月动工，尽可能在年内完成。特别是迎
宾路、凤凰路、榆亚路等重要道路的景观
提升，鹿回头广场、大东海广场的升级改
造以及“两河四岸”示范段景观整治、解
放路示范段综合环境建设等工程确保在
年底见到明显成效。同时，下半年三亚
将尽快启动第一条地下综合管廊项目，
将对凤凰路、榆亚路、迎宾路3条路进行

海绵化改造，抓紧建设东岸湿地公园。
三亚市推进综合管廊专项规划，将

海榆东线道路改造工程作为试点，建设
综合管廊长度约7800米。目前，试点
段初步方案已完成，并通过专家评审。
三亚市规划局已核发鹿回头广场及大
东海广场升级改造工程项目选址意见
书，已出具春光路红树林生态公园和临
春岭城市果园项目规划意见；三亚市住
建局已组织编制完成鹿回头广场及大
东海广场升级改造工程概念规划方
案。目前，雅克设计公司正在对概念规
划进行深化设计。

三亚市红树林生态保护区规划编
制工作也在进行，编制方为中国城市规

划设计研究院和国家林业局中南院。
白鹭公园景观提升工程设计方案正在
进行调整，工程预计在10月开工建设。

与此同时，三亚也向外学习借鉴。
6月 28日至 7月 9日，三亚选派了住
建、规划、水务、园林、科工信、工商及天
涯区、吉阳区负责人组成学习小组赴新
加坡考察，学习新加坡在城市规划、城
市建设、城市管理方面的经验，包括组
屋及市政设施建设、信息化建设、社区
管理、小贩管理、园林建设、水资源管
理、环境保护等方面。

省委常委、三亚市委书记张琦表
示，虽然三亚基础较差，但标准一定要
严，起点一定要高，要学习新加坡在城

市服务与管理方面的好做法，在三亚复
制、推广新加坡的先进经验，通过“双
修”“双城”将三亚建设成为“生产空间
集约高效，生活空间宜居适度，生态空
间山清水秀”的城市。

生态修复是“双修”“双城”工作重
中之重。三亚市长吴岩峻表示，今年下
半年要打好三亚河治污攻坚战，集中整
治面源污染、生活污水排放，全力推进
雨污分流工程，使今年底三亚河水质得
到改善。此外，海棠湾水系工程今年也
要基本竣工。同时，继续加强三亚湾侵
蚀岸滩修复和近岸生物资源修复工作，
三亚湾原生植被保护及生态恢复工程
计划在11月全面实施。

三亚“双修”“双城”工作全面铺开
17个项目陆续开展，争取年底交出初步答卷 本报营根8月1日电（记者王培琳 特约记者黎

大辉 通讯员朱德权）今天上午10点，首届2015全国
U12年龄组少年女子足球室内5人制锦标赛在琼中白
鹭湖正式开赛。首场比赛为海南队对河南队，琼中女
足代表海南队7：0战胜对手。

据悉，本届赛事为期10天，决赛将于8月11日在
白鹭湖举行。该比赛分为两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为
小组单循环赛制。第二阶段采用交叉淘汰赛制。来自
山东、河南、河北、江苏、辽宁、广东、江西等地的十支球
队参加了此次比赛。

中国足协五人制委员会秘书长腾安军说，此次
U12女足室内五人制锦标赛是全国首届分阶段的少年
女足赛事，五人制足球比赛，每个球员接触球的时间较
长，对球员的基本技术以及赛事经验的提高有着良好
的帮助，也有助于中国青少年足球的普及与整体实力
的提升。

首届全国U12女足室内
五人制锦标赛海南开赛
琼中女足代表海南队获开门红

本报海口8月1日讯（记者梁振
君）7月31日-8月1日，省委副书记、
省长刘赐贵主持召开省加快推进“多
规合一”领导小组第四次会议，研究讨
论生态红线划定、产业和园区布局、基
础设施布局等具体而重大的问题。他
强调，各级各部门要坚决贯彻中央指
示要求，站在全局和长远角度，科学谋
划、统筹规划，既要坚决守住生态底线
不含糊，又要突出发展搞好各项产业
衔接，细化完善措施，抓细抓实全省总
体规划编制工作，确保在坚持生态底
线与促进发展中实现共赢，为全国省
域“多规合一”提供切实可行借鉴经
验。

会议听取了生态环保组和产业布

局组、基础设施组关于省“多规合一”
生态红线划定、功能分区和产业园区
布局、基础设施规划布局等方面工作
进展情况汇报，与会各方就3个工作
组形成的阶段性研究成果展开讨论，
提出修改意见。

刘赐贵指出，要充分认识生态底
线是整个规划最重要的基础，决不能
以牺牲环境为代价发展经济。针对耕
地、林地计算中重叠交叉矛盾问题，要
实事求是进行研究分析，提出解决问
题的办法，红线一旦确定，必须坚决守
住，形成铁律加以保障。划定生态红
线要进一步细化各项指标，增强可视
化程度，做到公开透明；要与清理闲置
土地和打违攻坚结合起来，充分盘活

批而未用的土地，赢得发展空间。要
严控低水平和变相房地产开发，商品
房存量大的市县，要把商业、旅游、高
端住宅房产作为主要发展方向；发展
壮大招商引资，要严格审批，防止借招
商变相搞房地产的倾向。要防止开采
矿区扩大化，必须严格控制，已经对环
境有影响的要坚决关停，以后对影响
环保的项目坚决杜绝，谁批准就要谁
承担责任，坚决进行处理。

刘赐贵强调，划定红线是确保海
南生态不遭到破坏，产业布局则决定
了海南未来经济发展。划定产业布局
功能区，才能避免同质化重复建设，发
挥资源利用最大效益。要切实理清功
能区的划定，搞好具体“点对点”统筹

安排，不搞重复建设，不搞重复发展，
真正做到资源利用“最大化”。产业布
局原则遵循生态红线的划定，事关园
区衔接问题可微调生态红线，但不能
大面积突破，发改与环保部门要搞好
对接。要明确园区主体责任、功能定
位，切实摸清现状，对资金投入、进驻
企业、带动就业人数、规模产值等具体
情况，进行科学论证，合理确定发展目
标，为下一步扶持、培育产业园区夯实
基础。在园区类型上，确保宜细不宜
粗、宜精不宜多、宜实不宜泛，对临空
产业园、重点旅游景区、工业园区、物
流园区、文化体育和高新技术园区等6
类园区布局，明确责任主体，加快研究
论证，尽快布局定位。 下转A02版▶

刘赐贵主持召开省“多规合一”领导小组第四次会议强调

坚决守住生态底线 科学合理布局产业
巩固完善抓细抓实“多规合一”总体规划编制工作

本报嘉积8月 1日电 （记者蔡
倩）今天上午，2015年琼海潭门镇第
六届南海传统文化节在潭门港开幕，
当地上千名渔民祭海、秀传统技艺。
活动吸引了海南各市县乃至全国各
地8万余名游客慕名前来“赶海”，参
加这项渔乡特色民俗活动。

上午10时许，传统的祭海仪式
在潭门港老码头举行。仪式上，渔民
们拜祭龙王、海神娘娘，祭船，送渔
灯，祈求保佑在新的一年平安，获得

大丰收。
“海上传统生产技能比赛”“海上

应急救助比赛”“赶海寻宝大赛”、拔
河比赛……活动现场人山人海，丰富
的活动展现了潭门古老的民众文化
和现代渔民的风貌。

中午12时，为期两个半月的南
海伏季休渔结束，潭门几千艘休渔
船只出海进行捕捞作业。据了解，
潭门中心渔港是国家一级渔港，是
海南通往南沙群岛最近的港口之

一，也是西、南、中、东沙群岛作业渔
场后勤给养基地和深远海鱼货集散
销售基地。

潭门镇镇长甘杰介绍，2013年4
月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潭门镇看望
渔民群众时曾嘱托，“将潭门发展
好，让潭门的渔民过上幸福美好的
日子”。两年来，潭门由“水通、路
通、桥通”升级为“路通、财通、人心
通”，发生了大变化。在潭门镇，坑
洼的碎石路变成了宽敞平坦的柏油

路，行道树日渐葱郁，船舵、船锚等
饰物独具风情，新兴的贝艺坊、海鲜
馆、航海配件店生意红火，往来游客
络绎不绝。

潭门镇渔民协会会长丁之乐称，
潭门渔民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

“造大船，闯深海”。去年潭门渔民更
新改造的20多艘钢质渔船已全部出
过海，渔船从80吨位的木质船升级
为350吨的钢质渔船，吨位大、配备
好，有利于渔民从事远洋生产。

南海伏季休渔结束，潭门南海传统文化节开幕

八万游客潭门“赶海”
A02版 海南新闻

8月1日，2015年潭门镇第六届南海传统文化节在琼海市潭门镇开幕。 本报记者 张茂 特约记者 蒙钟德 摄

本报讯（记者单憬岗 实习生何佳
蔚）在海南银行即将开业前夕，海口市
与海南银行（筹）日前初步达成一系列
合作意向。海口将在政策扶持、项目合
作、财政支持、人才吸引等多个方面给
予海南银行（筹）大力支持，后者也拟向
海口重点项目授信177亿元。

7月31日上午，海南银行（筹）负
责人向专程前来调研的海口市政府
调研小组表示，该行将发挥本土法

人商业银行的独特优势，重点服务
于海口，把信贷资源优先向海口倾
斜、向全省辐射。为加快海口市重
点项目建设，该行拟通过多种方式
对海口市重点项目提供融资支持，
助力海口经济发展。经认真梳理，
该行拟为海口市51个重点项目授信
融资额总计 177.29 亿元，包括路网
建设、基础设施、旧城改造、房地产
酒店等项目。同时，该行积极参与

海口市政府扶持小微企业助保金贷
款等业务。

海口市长倪强表示，海口将与海南
银行建立政银合作沟通机制；在业务上
给予扶持，推荐优质重点项目，进行招
商引资、投融资对接等活动时邀请海南
银行；按照《海口市促进和服务金融业
发展若干措施》等多项文件落实有关
扶持政策，并通过“一事一议”方式给
予重点支持。

海南银行拟授信177亿元
支持海口重点项目

本报海口8月 1日讯 （记者周晓
梦 通讯员孙秀英）为加强环境执法监
察工作，今年3月份省生态环境保护厅
会同相关部门开展了“环境保护大检
查”，合力打击现存的环境违法行为。
截至上半年，全省立案查处建设项目环
境违法案件60宗；查处各类排放水污染
物违法企业136家；对水污染企业罚款
共计304.35万元。

除了打击建设项目、水污染等环境
违法行为以外，“环境保护大检查”还从
大气污染源、固体废物、危险废物监管、
工业园区等方面着手，重点检查火电、
钢铁、玻璃、水泥、石化等工业企业，垃
圾焚烧发电厂、拥有燃煤小锅炉企业以
及槟榔加工企业；并在重点餐饮企业油
烟、农村垃圾、秸秆焚烧等污染源头上
展开环保执法行动。据悉，此次“环境
保护大检查”将会持续至今年年底。

立案查处60宗
环境违法建设项目

本报讯 （记者罗霞 实习生周夏
倩 肖燕妮）记者日前从省商务厅获悉，
越来越多的海南企业纷纷“走出去”，寻
求更大的发展空间。今年上半年我省
新增对外投资备案（含增资）企业达18
家，备案投资金额9.59亿美元，实际对
外投资金额4.5亿美元。

这18家新增企业涵盖石油及天然气
勘探与开发、矿产资源开发、房地产、医
药、农业、贸易等领域，涉及哈萨克斯坦、
新加坡、美国、莫桑比克、蒙古、波兰、肯
尼亚、老挝以及中国香港等国家和地区。

新增18家
对外投资企业

本报讯（记者黄媛艳）三亚国际航线开拓又迎来
好消息。记者日前从三亚市海防口岸办获悉，三亚将
于8月开通“三亚-曼谷”“三亚-普吉”和“三亚-万象”
的直航包机航线，“三亚-首尔”的直航航班也将于8月
由每周2班增至4班。

今年以来，三亚加大对国际旅游市场的开拓力度，
国际航线的开辟成为重要工作。经三亚市海防口岸
办、三亚市旅游委等部门积极向各航空公司及民航总
局争取，三亚国际航线开拓取得良好成果。目前，四川
航空将与海南热岛风情旅行社合作执行“三亚-普吉”、

“三亚-曼谷”、“三亚-万象”的直航包机航班，这也是三
亚首次执飞前往此三个城市的直航航班。根据计划，

“三亚-普吉”、“三亚-曼谷”的航线有望于8月15日开
通，“三亚-万象”的航线有望于8月18日开通。

“三亚-首尔”航线今年4月开通以来，上座率良
好，客座率最高时可达97%，有力地促进了三亚对韩
旅游市场的回暖。为进一步深挖韩国旅游市场，经与
有关方面沟通，“三亚-首尔”航线从今年8月起，将由
目前的每周2班增加至每周4班。

三亚本月将开通
3条国际航线
“三亚-首尔”航线每周增至4班

本报讯（记者洪宝光 通讯员刘小俊）今年，我省
安排1383万元对信息技术、医药和铁路等重点产业、
行业从业人员进行培训，这是近年来，我省对重点产
业、行业培训规模最大的一次。这是记者近日从省人
社厅获悉的。

日前，在海南职业技术学院，一场医药行业培训正
在举行，培训课程包括“安全生产培训及实验室安全培
训”、“计量认证”、“员工职业道德”、“取样、检验原始记
录及报告书、实验室文件”等。

海南省医药行业协会负责人表示，今年将对1000
名医药从业人员进行培训，这是我省医药行业历年来
规模最大、内容最多、范围最广的行业培训。培训内容
覆盖安全生产、计量、职业道德、计算机系统验证及数
据完整性、中药口服制剂、无菌制剂、口服制剂、公用系
统等内容，内容丰富，切合实际。

依据《海南省2015年度重点行业培训工作方案》，
今年我省投入1383万元，形成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财
政、工信、药监、跨海办等多部门的联动，在信息技术、
医药和铁路等重点产业、行业开展在岗和岗前培训，为
我省重点产业、行业发展提供技能人才支持。

据悉，目前信息技术和医药两个行业的培训已经
启动。

今年我省安排1383万元
培训重点产业从业人员

本报讯（记者侯小健）日前，来自湖
北的货车司机陈兴元从三亚运载一车瓜
菜从海口港出岛，港口交通规费征稽部
门根据我省鲜活农产品运输“绿色通道”
政策，减免该车3天的车辆通行附加费
共计396元。“‘绿色通道’政策真好，政
府减免车辆通行附加费，有效降低了货
主的流通成本。”陈兴元对此感慨颇深。

省交通规费征稽局有关负责人称，
今年来，我省全面落实鲜活农产品运输

“绿色通道”政策，对运输鲜活农产品的
车辆给予减免车辆通行附加费。据该局
统计，今年上半年，我省共减免车辆通行
附加费8797万元，同比增长7.9%，涉及
车辆21.91万台次。

减免车辆通行
附加费8797万

全省立案查处
建设项目环境违法案件 60 宗

查处各类
排放水污染物违法企业 136 家

对水污染企业
罚款共计 304.35万元

上半年

制图/张昕

8月1日起，社保卡逐步实现在医院端使用

持社保卡就医
可以预约挂号了

支付机构网络支付
或将限额管理
验证未达标日交易不超千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