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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那大10月15日电（记者易
宗平 特约记者谢振安 通讯员张琳）广
袤的田野上，数十名农民工沿着长长的
垄沟分布开去，远看犹如一个个音符在
跃动。这是10月14日，儋州市王五镇
山营村委会利根村民小组加紧种植经
济苗木的情景。

“今年利根村民小组规划经济林地
700亩，已种植400亩，下个月可全部
种完。”该村造林大户朱文杰告诉记者，

“这两年我投入1000多万元，租赁村民
承包地，培育和移栽檀香紫檀、大果紫
檀等12个珍稀高端树种，相当于建了
一座‘绿色银行’。”

根据海南省“绿化宝岛”工程建设
总体规划，儋州5年（2011-2015）造林
绿化任务为16万亩。而儋州只用了4

年，就超额完成了造林绿化任务。
“要切实把推进‘绿化宝岛’建

设，作为一项重大民生工程和生态文
明建设的首要任务来抓。”儋州市委
书记严朝君说，早在2012年初，市委、
市政府就提出实施“环境靓市”战略，
将“绿化宝岛”大行动列为重点项目的

“一号工程”。
基于“一号工程”的定位，儋州走出

了构建“绿色宝岛”的“五步法”，即苗圃
建设、通道绿化、村庄绿化、城市森林建
设和生态保护。

据统计，儋州共建了6个苗圃基
地，其中海南国际热带苗木花卉交易及
苗木花卉基地规划面积达1.5万亩。海
南绿元素生态环境工程有限公司投入
546万元，在儋州建设 150亩生态苗

圃，成为全省红树林育苗品种、数量最
多的基地。优质充足的苗木供应，助儋
州绿化大行动全方位推进。

近日，记者在东成镇洪山村委会大
榻村民小组看到，尽管房前屋后种满了
大树，但村民们仍然在公路沿线种植花
梨、柠檬、黄皮、石榴、菠萝蜜等苗木。
在南丰镇油文村，木棠镇梁屋村、大文
村等村，种上了枫枔、木棉、火焰树等彩
色树种。在新盈至海头高速、那大至雅
星等省道两边，遍植大王棕、凤凰木等
乡土开花树种和海南特有优良树种，通
道单一景观得以改观。

“儋州正实施‘四园’工程以建设城
市森林，主要建设城镇公园8个、观光
果园8个、水上公园7个、森林公园4
个。”儋州市园林局局长李应杰说，儋州

绿化大行动，与创建国家卫生城市和国
家园林城市相结合，营造出优良的宜业
宜居环境。

由于措施得力，如今漫步儋州的海
边、河边、田边、路边，树影婆娑、绿荫掩
映的风景随处可见。儋州市农委党委书
记、林业局局长冯步卷说，儋州“绿化宝
岛”大行动体现出四大新特色，即规模
化、产业化、高端化和美丽化。新增的数
万亩经济林，有利于林业产业发挥规模
经济效应。而珍稀高端树种，提升了林
业产业附加值。在公路干线村庄周边
种上不同颜色树种，则让儋州更加美丽。

“四化”合力，刷新了儋州绿化的数
据：2011年至2014年，全市共完成造
林 面 积 16.63 万 亩 ，占 总 任 务 的
103.9%。今年1月至9月，儋州完成造

林绿化 1.31 万亩，年底可完成 2.3 万
亩。5年来，全市共投入资金5.28亿
元，其中财政资金2.91亿元、社会融资
2.37亿元。

提前一年超额完成5年绿化任务
的儋州，产生了看得见、摸得着的惠民
功能。海南飞龙未来城投资有限公司
在海头镇高山村、禾经村建设的基地，
计划种植花梨1万亩，已种植1000亩，
吸纳当地和周边上百名村民务工。在
利根村民小组植树的村民周有士说，他
每个月可以挣到3000多元。

儋州市长张耕表示，要认真贯彻
“科学发展、绿色崛起”战略思路，持
续掀起植树造林热潮，严格保护生态
和环境，让儋州变得更加富饶、美丽、
宜人。

4年造林16.63万亩，提前一年超额完成“绿化宝岛”任务

儋州投5亿元镶绿嵌翠

本报营根10月15日电（记者王培
琳 特约记者黎大辉）为推动“琼中绿
橙”与“奔格内”乡村旅游融合发展，琼
中黎族苗族自治县县委、县政府今天在
湾岭镇鸭坡村举办2015年“奔格内”琼
中绿橙旅游季新闻发布会，为期两个多
月的2015年“奔格内”琼中绿橙旅游季
正式启动，以绿橙采摘为主线，琼中旅
游委现场发布了2条一日游线路与3条
两日一晚游线路。

2015年“奔格内”琼中绿橙旅游季
以“绿橙狂欢季，乡村嘉年华”为活动主
题，从10月至12月，分别在海口、琼中
开展各种丰富多彩的活动，全方位展
示、推介琼中丰富独特的旅游资源和乡
村休闲旅游线路。

琼中副县长冷毅表示，琼中县委、
县政府利用“琼中绿橙”成熟季，启动

“奔格内”琼中绿橙旅游季系列活动，打
造“山水慢城、养心天堂”旅游新模式，
进一步丰富乡村旅游内容，让游客有一
种全新的旅游体验。

“奔格内”琼中绿橙旅游季启动

绿橙狂欢季
乡村嘉年华

据新华社北京10月15日电（记
者陈炜伟 安蓓）新华社15日受权播
发《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推进价格
机制改革的若干意见》。意见明确，到
2017年，竞争性领域和环节价格基本
放开，政府定价范围主要限定在重要
公用事业、公益性服务、网络型自然垄
断环节。到2020年，市场决定价格机
制基本完善，科学、规范、透明的价格
监管制度和反垄断执法体系基本建
立，价格调控机制基本健全。

意见明确了四条基本原则，即坚
持市场决定、坚持放管结合、坚持改革
创新、坚持稳慎推进。

意见明确了6大重点领域价格改
革方向，包括完善农产品价格形成机
制，加快推进能源价格市场化，完善环
境服务价格政策，理顺医疗服务价格，
健全交通运输价格机制，创新公用事
业和公益性服务价格管理。

意见提出，建立健全政府定价制
度，使权力在阳光下运行。推进政府

定价项目清单化，规范政府定价程序，
加强成本监审和成本信息公开。

意见明确，加强市场价格监管和
反垄断执法，逐步确立竞争政策的基
础性地位。健全市场价格行为规则，
推进宽带网络提速降费。

意见还提出，充分发挥价格杠杆
作用，更好服务宏观调控。加强价格
总水平调控，健全生产领域节能环保
价格政策，完善资源有偿使用制度和
生态补偿制度。 (相关报道见B02版)

我国明确价格改革时间表路线图
到2017年，竞争性领域和环节价格基本放开

本报讯（记者张谯星）10月13日，省委副书记李
军来到海航集团总部，就海航集团发展，海南农垦系
统、供销系统、海航集团开展务实合作进行调研。

据悉，经过20多年的发展，海航集团成功实现从传
统航空企业向巨型企业集团的转型，今年7月跻身世界
500强企业。李军一行来到海航创业20周年图片展厅，
边看展览、边听介绍、边问情况，详细了解海航集团发展
历史。随后，李军主持召开座谈会，听取海航集团经营
发展以及与各有关部门开展务实合作的情况汇报，对海
航集团取得的发展成绩及所作的社会贡献表示肯定。

李军指出，海航集团在改革发展中建立规范的现
代企业制度和充满活力的企业运行机制，培育富有特
色的企业文化等成功经验，值得海南农垦认真、虚心借
鉴。推动海南农垦系统、供销系统与海航集团开展合
作，是促进海南热带农业转型发展，深化农垦改革、供
销合作联社改革的重要机遇，合作各方要高度重视、务
实推进，真正把各自优势结合起来，产生聚合、裂变效
应，实现互利双赢。

省有关部门和单位负责人参加座谈。

李军提出农垦改革要借鉴
海航集团发展的经验

本报海口10月15日讯（记者周
月光 通讯员符发）今天，洋浦经济开
发区推出“信箱地址”住所注册登记新
模式。国家工商总局有关负责人指
出，商事制度改革，海南又走在了全国
前面。

今天上午，洋浦政务中心挂出一
块新牌子：住所管理办公室。筹办中
的海南冀东物流有限公司工作人员张

合雷走进来，填了一张表、盖了一个
章、签了一个名，免费获得一个“信箱
地址”——洋浦经济开发区盐田路8
号政务服务中心大楼东区1-1-102
号，作为新公司登记住所。

“以前注册公司，先要找房租房，
现在不一样了，到住所管理办公室，只
要填一张表、盖一个章、签一个名，就
可免费获得登记住所，方便快捷，省钱

省心。”张合雷说，使用“信箱地址”作
为公司注册住所，不仅每年可省近10
万元的租房、办公等费用，而且，以后
找工商、税务等部门办事可通过住所
管理办公室，同时，相关部门有什么
事，也可通过“信箱地址”随时找到公
司，非常方便。

据了解，“信箱地址”注册登记模式
是指，在指定地点以信箱管理方式进行
编号作为市场主体的住所以及确定其
法律文书送达地址和司法、行政地域管
辖的依据，是一种实现“一址多照”“一
照多址”的住所登记管理模式创新。

对于市场主体而言，只要“填一张

表，盖一个章，签一个名”就可以投资
创业。根据相关规定，市场主体按照
自愿原则，向服务部门提出申请，签署
《市场主体信箱地址使用协议》后，即
可凭该协议作为住所注册登记，使市
场主体从传统住所登记的繁杂手续中
解脱出来，省心、省力、省时、省钱。

今天，国家工商总局企业注册局副
局长王磊专程从北京赶到海南，参加洋
浦“信箱地址”注册登记模式启动仪
式。他说，洋浦“信箱地址”登记模式试
行，海南商事制度改革又走在全国前
面，这是海南充分利用经济特区加开发
区政策优势，大胆创新的一个典范。

海南首创“信箱地址”注册登记新模式
注册公司不需办公室，只需填个表盖个章签个名

贯彻落实全会精神 深化改革重点攻坚

冲关冲关海南海南

本报海口10月15日讯（记者彭
青林）全省前三季度经济形势分析会
今天上午在海口召开。会议通报了前
三季度全省经济运行态势：整体呈现
企稳向上、趋好趋快的良好态势。经
济增长持续加快，经济结构得到优化，
市场活力进一步增强，电力、金融等要
素条件明显改善，城乡居民收入水平
不断提升，主要经济指标持续趋好。
全省前三季度地区生产总值预计增长
8.2%左右，增速高于一季度、高于上半
年、高于全年预期。

省委副书记、省长刘赐贵出席会
议并讲话。他强调，各级各部门要切
实增强工作责任感、使命感、紧迫感，
明确目标、坚定信心、狠抓落实，确保

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落到实处，确保
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预期目标，为

“十二五”画上圆满句号，为“十三五”
良好开局奠定基础。

今年以来，面对复杂严峻的宏观
经济形势和经济下行压力，全省上下
认真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
冷静思考、沉着应对，远近结合、环环
相扣，采取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重要
举措。进入三季度后，进一步加大工
作力度，以“多规合一”为引领，谋全
局、谋长远；强力推进项目建设；积极
谋划和培育壮大产业；组织开展生态
环境保护系列专项行动；深化行政审
批制度改革；加大招商引资力度等。
既立足当前又着眼长远，既抓重点又

谋全局，一抓到底，取得了较为明显的
成效。

刘赐贵特别强调，要清醒地认识
到，我省经济运行中仍存在投资增
速低于全国、消费动力不足、财政增
收有难度、工业比较低迷、外贸形势
严峻、入境游市场继续下滑、棚户区
改造等重点民生工程进度滞后、节能
减排压力较大、市县发展还不平衡等
问题。

会议对第四季度重点工作作出部
署：一是扎实高效推进投资项目“百日
大会战”；二是继续深入推进“多规合
一”改革工作；三是抓好财政收支工
作；四是抓好旅游、房地产、冬季瓜菜

“三大促销”活动；五是扎实做好民生

工作；六是认真谋划明年和“十三五”
的工作；七是及早启动博鳌亚洲论坛
2016年年会筹备工作；八是积极推进
海南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务实合
作交流。

刘赐贵强调，各级干部，要认真践
行“三严三实”，时时铭记、事事坚持、
处处上心，以严和实的精神做好经济
工作。要抢抓时间，要勤于思考，要善
于创新，要抓细抓实，要清正廉洁。

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毛超峰主
持会议，并就贯彻落实会议精神提出
具体要求。副省长李国梁、何西庆、陆
俊华分别作分管领域经济形势分析发
言。省政协副主席赵莉莎、史贻云，省
政府秘书长陆志远出席会议。

全省前三季度经济形势分析会召开
刘赐贵出席并讲话

本报海口10月15日讯（记者彭青林）2016年省
委、省政府为民办实事事项建议征集活动自10月10
日启动以来，截至今天15时30分，5天时间已收到群
众和网友踊跃提交的有效意见和建议412件，其中城
乡环境、住房、教育等问题最受百姓关注。

省委、省政府公告公开征集2016年民生实事事项
以来，得到广大群众的积极反响，许多网友积极建言献
策，提出了很好的意见，涉及城乡环境、住房、教育、社
保、饮水安全、农民增收、医疗等，反映了老百姓对相关
民生工作的迫切期盼。

在已经征集到的意见建议中，城乡环境40条，
住房17条，教育12条，社保6条，饮水安全6条，农
民增收5条，医疗2条，以及法律援助、户口办理等
其他事项324条。我省当前正在深入开展城乡环境
治理行动，城乡环境也成为网友们最关注、建议最多
的问题。

目前，公开征集活动仍在继续进行，将持续到10
月20日止。广大网友可继续登录海南省人民政府门
户网站，提出您认为最需要省委、省政府办理的民生
事项。

2016年为民办实事征集5天
收到意见建议412件

城乡环境等问题
最受百姓关注

本报三亚10月15日电（记者程
范淦）鹿城将迎来今年最大的邮轮游
艇行业盛会。2015海南国际旅游岛邮
轮游艇产业发展大会16日至17日召
开，350多名行业精英汇聚三亚，探讨
产业发展，共谋邮轮游艇未来之路。

盛会喜迎“贵客”光临。今天，“海
洋航行者号”邮轮停泊三亚凤凰岛国
际邮轮码头，百余名参会嘉宾登轮参
观。“海洋航行者号”位于全球十大邮
轮之列，号称“亚洲最大豪华邮轮”。
邮轮3层至5层设有冰上中心、皇家
娱乐场、免税店等。

据了解，2015海南国际旅游岛邮
轮游艇产业发展大会将于16日举行
开幕式，还有行业协会联盟活动、招商
推介、邮轮游艇专题论坛以及游艇展
览会等五项活动。

2015海南国际旅游岛邮轮游艇产业发展大会今开幕

“亚洲最大豪华邮轮”助兴添彩

10月15日，满载3000多名游客、总吨位为13.8万吨的豪华邮轮“海洋航行者号”停靠三亚凤凰岛。本报记者 武威 摄

■ 饶思锐

10月15日是国际盲人节，媒体
纷纷聚集盲人出行问题，尤其是关
注各个城市的盲道被占用的问题。
而海口市得益于城市“双创”，盲道正
变得越来越畅通。（见今日A09版）

众所周知，盲道、盲文站牌、蜂
鸣交通信号等道路交通设施，是便
于盲人独立出行的重要辅助手段，对
盲人朋友无障碍出行意义非凡，如稍
有破损或阻挡，就会给盲人造成严重
不便和不安全因素。然而现实中，盲
道设计不合理、盲道被堵塞或占用的
现象十分常见，这对出行不便的盲人
而言，无疑是“雪上加霜”。

创建文明城市需要构建文明社
会，给不便者以方便是对弱势群体
最起码的尊重，也是文明社会的应
有之义。不让盲道变“忙道”，只需
要你我他善意地遵守社会规则，付
出微小的行动，于盲人朋友而言，却
是安全畅通的坦途，何乐而不为？
只有日益完善盲道等道路设施，我
们才能为广大盲人朋友营造良好的
出行环境，让盲人更好地前行。

别让盲道
成“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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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科学家发现东亚
最早的现代人化石

离岛免税新政
半年揽金21.4亿元
婴儿奶粉、保健品等新增商品热销

美国计划向喀麦隆派兵
“掠食者”将为打击“博科圣地”等
极端组织搜集情报

中泰双方多轮谈判传出新消息：

中泰铁路月底落笔签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