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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刘袭 王培琳
特约记者 黎大辉 通讯员 秦海灵

金秋时节，在五指山、黎母山、鹦
哥岭和吊罗山的深处，琼中黎族苗族
自治县一个个贫困山村正发生变化。

10月17日，周末的红毛镇什寒村
游人如织，72岁老村长王家连站在山
坡上，看着全村牛角飞檐的新房，整洁
的景观村道，激动地说：“原来的贫困
山村变得跟城里的公园一样美，奔小
康有信心！”什寒村的变化，得益于琼
中大力实施的扶贫开发。

3年多来，琼中县委、县政府以“打

绿色牌，走特色路”的总体思路和“一
心一园一带八区”的总体布局为全县
扶贫大格局，按照“基础支撑、产业升
级、综合配套、整村推进、连片开发”扶
贫要求，实施精准扶贫，拔掉穷村的

“贫根”。2012年以来，琼中扶贫开发
投资3.42亿元，贫困人口从4.3余万人
减少到3.6万人，减贫7000余人，22个
贫困行政村、131个贫困自然村甩掉
了“贫困帽”。琼中扶贫建档立卡工作
成效获得国务院扶贫办的肯定。

“我们把扶贫开发作为战略性任
务来抓，坚持开发式、精准式扶贫，用
改革发展成果破解贫困难题。”县委书

记孙喆说，“琼中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
记扶贫开发的战略思想，把贫困山区
脱贫致富作为一项重大政治责任，认
真按照‘四个切实’、‘六个精准’、‘四
个一批’的具体要求，扎实推进全县扶
贫攻坚工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绝对
不能落下贫困村民。”

新兴绿色产业促农持续增收

地处海南中部的生态核心区，琼
中“九分山、半分水、半分田。”“贫困山
区的脱贫，难在无产业支撑。”分管扶
贫开发的县委常委、常务副县长林谟

谐告诉记者，针对困境，琼中大力发展
新兴绿色农业产业，促农持续增加收
入。

长征镇烟园村是琼中贫困山村之
一，全村168户818口人长期守着粗
放管理的橡胶、槟榔、水稻和山兰稻等
传统农业产业过穷日子。2013年起，
全村125户贫困村民开始种桑养蚕，至
今大部分村民脱贫。村民蒋启存说：

“从蚕苗供应、桑园种植，到蚕房建设和
资金贷款，县里都给补贴和奖励。”

种桑养蚕是琼中扶贫“造血”的一
个缩影。近年来，琼中查找“贫根”，精
准对症下药， 下转A03版▶

瞄准绿色产业 聚焦乡村旅游 着眼改善民生

琼中：号准“贫脉”挖掉“贫根”

本报海口10月26日讯（记者梁
振君）资本仍在持续涌入海南，特别是
省政府今年确定的十二大重点产业，逐
渐成为资本青睐的风口。

数据显示，今年前三季度，我省新
增 市 场 主 体 6.49 万 户 ，同 比 增 长
18.25%；注册资本（金）新增1693.99亿
元，同比增长25.19%。其中，互联网产
业，医疗健康产业，金融保险业，会展
业，医药产业，低碳制造业及高新技术、
教育、文化体育等七个产业的企业数量
和注册资本（金）均呈现增长态势。

在中改院院长助理、海南研究所所
长夏锋看来，今年以来，海南省委、省政
府加快推进“多规合一”改革和十二大
重点产业发展等举措，吸引众多企业竞
相涌入，为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注入了

活力。
截至2015年9月30日，十二个重

点产业期末实有67119户，注册资本
（金）8263.30 亿元。其中，旅游产业
2030户，注册资本（金）255.21亿元；热
带特色高效农业 7489 户，注册资本
（金）254.55亿元。

企业数量增幅较大的产业依次为：
医药产业同比增长312.77%，医疗健康
产业同比增长175%，金融保险业同比
增长 66.67%，互联网产业同比增长
60%。

据分析，随着医药卫生体制改革
的逐步推进，我省医药行业结构调整

效果日趋显现，加之海南生态、地域
的优势，本岛居民和国内外游客对国
际化、高端化医疗需求更加突出，使
我省具有发展健康产业重大机遇，医
疗健康产业总体呈现持续向好的发
展态势。

企业注册资本（金）增幅较大依次

为：会展业同比增长995.33%，互联网
产业同比增长481.4%，医疗健康产业
同比增长239.06%，金融保险业同比增
长 128.33%，现代物流业同比增长
120.63%。

据分析，“一带一路”战略及海南国
际旅游岛建设，持续开展招会引展、岛
外促销，海南的阳光形象，以及丰富的
旅游资源和优惠的会展政策深入人心，
使我省会展业稳步提升，呈现良好势
头。互联网产业定位为我省的重大发
展战略，是放大海南三大优势的“倍增
器”“转换器”和“助推器”，培育和发展
壮大了我省的互联网产业。

“只要充分发挥三大优势，做大做
强做优十二大重点产业，海南有条件与
全国同步实现小康目标。”夏锋说。

海南前三季度企业数量增幅较大，新增注册资本（金）超1600亿

十二大重点产业站上资本风口

本报三亚10月26日电（记者黄媛
艳 见习记者陈雪怡）三亚治旅常态化
建设又出新招。今天，三亚市政府常务
会集体审议7个涉旅业态管理办法，针
对性地治理易发、高发的旅游“顽疾”。
加之刚通过的《三亚市旅游市场综合整
治工作机构常态化工作机制》，三亚多
箭齐发，猛药治旅。

面对常见、高发的旅游市场问题，
三亚在强化日常监管的基础上，各个击
破，针对性地制定了《三亚市一日游管
理暂行办法》《三亚市旅游购物点经营
规范》《三亚市水路旅游运输管理办法》
《三亚市游艇安全管理暂行办法》《三亚
市海鲜排档经营规范》《三亚市水果店
经营规范》和《三亚市航空客运销售代
理市场经营监管管理办法》等7个管理
规定。

系列规定通过疏堵结合，既主动引
导涉旅企业规范经营，详细指出各项行
政业务的办理方式，也集聚合力，强化
联合执法，严厉打击各项旅游市场违法
违规经营行为。

《三亚市旅游市场综合整治工作机
构常态化工作机制》以及7个管理办法
的出台，标志着三亚旅游市场综合整治
常态化工作机制已基本建立。

(相关报道见A04版)

一日通过7个涉旅管理规定

三亚建常态化机制
整治旅游市场

本报海口10月 26日讯 （记者刘
贡 通讯员谢春霞 陈红）省气象台预
计，本周我省前期和中期以多云天气为
主；后期受冷空气影响，将有明显降温
和降雨天气。

受偏东气流影响，27日，全岛多云，
其中北部、东部和中部的局部地区有小
阵雨；最高气温29℃-32℃，最低气温
20℃-24℃。

28日-31日白天，全岛以多云天气
为主，气温变化不大。

10月31日夜间-11月1日，受冷空
气影响，五指山以北地区有小阵雨、局
地有中到大雨，五指山以南地区多云、
局地有小阵雨；全岛最高气温下降明
显，五指山以北地区降幅可达5℃-7℃，
五指山以南地区降幅2℃-4℃，最低气
温降幅不大，预计，五指山以北地区最
高气温 22℃-25℃，最低气温 18℃-
21℃，五指山以南地区最高气温25℃-
28℃，最低气温21℃-24℃。

受冷空气影响
本周末降温降雨
全岛最低气温18℃

据新华社北京10月26日电 国务院日前印发《关
于促进快递业发展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意见》）。
这是国务院出台的第一部全面指导快递业发展的纲领
性文件，提出了促进快递业发展的总体要求、重点任务
和政策措施。

《意见》要求，坚持市场主导、安全为基、创新驱动、
协同发展的原则，以解决制约快递业发展的突出问题
为导向，以“互联网＋”快递为发展方向，培育壮大市场
主体，融入并衔接综合交通体系，扩展服务网络惠及范
围，保障寄递渠道安全，促进行业转型升级和提质增
效，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寄递需求，更好服务
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

《意见》提出，到2020年，快递市场规模稳居世界
首位，基本实现乡乡有网点、村村通快递，快递年业务
量达到500亿件，年业务收入达到8000亿元；建设一
批辐射国内外的航空快递货运枢纽，形成具有国际竞
争力的大型骨干快递企业；国内重点城市间实现48小
时送达，国际快递服务通达范围更广、速度更快，服务
满意度稳步提高；年均新增就业岗位约20万个，全年
支撑网络零售交易额突破10万亿元，日均服务用户
2.7亿人次以上，基本建成普惠城乡、技术先进、服务优
质、安全高效、绿色节能的快递服务体系，形成覆盖全
国、联通国际的服务网络。 (相关报道见B01版)

国务院印发《关于促进快递业发展
的若干意见》

2020年基本实现
村村通快递

10月25日，重点民生项目——省肿瘤医院建设正在进行收尾，力争于今年底建成开诊。为
进一步提升医院业务水平，医院的岗前培训正在同步进行。

据了解，医院占地面积156亩，总建筑面积23万平方米，开放床位1200张，设计年门诊量
45万人次，年收治病人2万例，总投资22亿元。 本报记者 李英挺 摄

省肿瘤医院力争年底开诊

博鳌机场
拟明年3月底试运行

魅力边城
筑起草原新丝路

阿富汗北部
发生7.8级地震
目前造成阿境内34人死亡，
巴境内125人死亡

A05版 千年古丝路又闻驼铃声

■ 饶思锐

儋州市交通运输局公布了2014 年度部门决
算，连同附表，全文6000余字，各项收支明细一目
了然。目前，儋州已有 20 多个部门和单位晒出

“家底”。（见今日A03版）
儋州市各部门纷纷晒出各自的收支明细，向

公众交出了一本“明白账”，使政府部门的“钱袋
子”越来越透明，也使得政府部门的每一笔钱款都
有去向可查，这意味着当地政府信息公开又迈上
了一个新台阶，同时也体现出了当地政府部门接
受社会公众监督的极大诚意。

须知，公开是最好的防腐剂。从拒不公开，到
让人“雾里看花”，再到数据清晰、内容明了……政
府信息公开每增进一步，“灯下黑”、“暗箱操作”、

“小金库”等现象就会减少一分。只有扎紧制度的
笼子，让各地政府部门逐步从被动公开、部分公
开，逐步走向主动公开、明晰公开，才能使“三公”
经费等更好地接受群众监督，厉行节约、严格控制
支出，把“好钢用在刀刃上”。

公开是最好的防腐剂

■ 本报记者 杜颖 胡续发 黄媛艳

“三亚变了！”
亚龙湾海底世界副总经理、“潜水

行家”许志强回首近20年的从业经
历，明显感觉到旅游市场的变化：以前

“黑潜点”的“拉客仔”猖狂到景区门口
拉客，而今，打击“黑潜点”力度空前，
20天前他还亲眼见到旅游警察带走

“拉客仔”，景区门前清净了很多。
从“多头治理”到“一个出口”，从

政府主抓到风气养成，从部门会战到
全民共治——

三亚旅游市场之变，变在治旅理

念改革创新，变在监管机制改革创新，
变在从根子上动了“大手术”……

“多部门难管”到“一平台严管”

“多头治理”弊病在三亚由来已
久。

对于身处基层，常年参与旅游市
场管理的执法人员来说，感触最深。

“想治理商贩宰客，工商执法人员
查实了，没收了，可商贩被‘撵走’没多
久又转回来，照卖不误，监管犹如打

‘游击战’”；
“涉海潜水接到市民举报，执法人

员到了场，可还要区分事件到底是海
里的、船上的，还是陆上的，分属于海
洋、交通、旅游、物价甚至卫生等多部
门”……

“根子”上的问题尚未厘清，何谈
整顿市场？旅游业综合性强，涉及多
部门监管。加强旅游市场整治力度，
势必要先形成整治合力！

三亚市主要领导调整后，建立“政
府主导、惩防并举”旅游市场综合治理
体制，摒弃了过去多年的多头治理，成
立12301旅游调度指挥中心。“大平
台”整合了全市执法力量，以市属四
区、各重点涉旅企业为基础，建立全市

“网—线—点”立体式旅游监管机制，
明确各区政府负有属地主体管理责
任，责任对接由区到单位、到人。

“但凡接到群众举报线索，12301
旅游调度指挥中心立即响应，按照相
关职能部门职责，当即转办。出现投
诉或举报，应急处理小组迅速反应，半
小时内可完成集结、赶赴现场。”市旅
游质监局局长张理勋说。而此前的9
月份，张理勋带着全局班子成员、执法
队员，和工商、交通、旅游警察支队、旅
游巡回法庭等一道，全面进驻市民游
客中心办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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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制之解破旅游之结
——三亚旅游市场治理调查之二

高新技术、教育、
文化体育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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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注册资本（金）增幅较大的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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