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海南老字号”
寻找

本报海口10月26日讯（记者张
中宝）备受关注的首届“海南老字号”
评审认定活动启动报名申报工作以
来，收到来自全省品牌企业（老店）申
报材料近200份，最终经过资料核查，
52家企业（老店）脱颖而出，入选首届

“海南老字号”候选名单。候选名单将
在南海网进行网络公示投票，最终入
选的“海南老字号”将于11月4日颁奖
授牌。

记者从“海南老字号”评审认定工
作委员会了解到，这些申报的企业和
老店中，有椰岛、椰树、春光、南国等品
牌，同时也有海建集团、昌炜集团、兆
南集团等知名企业。

尤其是在此次申报过程中，海南
春光食品有限公司作为我省知名食品
企业代表，更是积极参与申报“海南老

字号”。该公司有关负责人说：“能参
与‘海南老字号’的评选，本身就是一
种品牌的展示和提升，更体现出企业
的品牌影响力和对海南经济发展的贡
献，更能代表‘海南味道’的本土食品
文化。”

海南省商业会会长刘宏和介绍，
参与此次“海南老字号”评选认定的企
业（老店）涵盖餐饮、酒店、食品加工、
工业、房地产、商业、家具、五金电器、
医药等多个行业，这些企业大部分具
有民族传统特色和海南地域文化特

征，代表着海南地方特色和独特的商
业文化，不仅具有良好信誉，还得到了
社会广泛认同和赞誉。

据悉，首届“海南老字号”评审认
定活动由海南日报报业集团、海南省
商业会主办，海南望海国际商业广场
有限公司、海南兆南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海南寅鼎实业有限公司（海南金盛
达家居建材商城）、海南广安堂药品超
市集团有限公司、海南椰岛酒业有限
公司和海南省国立信用认证中心有限
公司等单位协办。

收到全省品牌企业申报材料近200份

52家“海南老字号”候选名单出炉

海南兆南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椰树集团有限公司
海南望海国际商业广场有限公司
海南珠江监理工程有限公司
海南金鹿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海南南国食品实业有限公司
海南省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海南春光食品有限公司
海南金海马酒业有限公司
海口市制药厂有限公司
海南君华海逸酒店有限公司
海南椰岛酒业有限公司
澄迈县福山咖啡联合公司
海南昌炜集团有限公司

海南第一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三亚合丰农业综合开发有限公司
海南嘉桂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琼海忠锐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海南制药厂有限公司
海南鸿琛工贸有限公司
海南盛华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万宁兴隆怡然咖啡厂
海口文岛办公用品有限公司
海南南婷玩具商贸有限公司
海南文昌明珠食品有限公司
文昌椰海食品有限公司
海南寿南山参业有限公司
海南海韵天成珠宝有限公司

三亚珠江花园酒店
海南新艺宝家具有限公司
海口美兰和友海鲜酒店
海南凤凰物业有限公司
海口龙华香港之春美容美发休闲

中心
海南联顺商贸有限公司
海口海香源食品有限公司
文昌锦山亚妹牛肉干加工厂
文昌锦山光亨食品加工厂
文昌重兴聚和食品厂
文昌文城一家鸡饭店
海南佳宁娜食品有限公司
文昌文城文昌鸡饭店

文昌东路约亭林记天机抱罗粉店
临高洋通实业有限公司
海南临高盛源实业有限公司
海南永安企业（集团）有限公司
海口美兰喀尔湾老新疆美食店
海口华安印务公司
海南昌之茂食品有限公司
临高椰昌酒业有限公司
海南省国营红明农场
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农业技术推

广服务中心
临高志明药行

52 家“海南老字号”候选名单（排名不分先后）

博鳌机场
建设时间表

2015年11月底 完成航站楼主体结构封顶

2015年12月底 完成航站区配套工程主体结构封顶

2016年1月底 完成飞行区道面、航站楼及航站区配套工程

2016年3月中旬 完成所有机场设备安装及调试

2016年3月下旬 完成机场单项验收及行业总体验收，达到试运行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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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天津10月26日电（特派记者
徐一豪）备受关注的2015年三亚旅游房
地产推介活动天津站，今天正式落下帷
幕。记者从活动主办方获悉，展会充分
展示了三亚房地产业的特点和优势，进
一步扩大了三亚在天津的知名度、美誉
度和影响力。受展会吸引，不少意向购
房者将赴三亚实地看房。

为更好地展现三亚旅游房地产的
形象，吸引更多岛外居民到三亚置业，
今年三亚市政府积极组织房地产企业
到省外推介，先后到成都、哈尔滨、大庆
和郑州推介，天津是今年三亚旅游地产
推介活动的第五站。天津站活动结束
后，还将于11月中旬赴北京开展推介
活动。

天津站推介活动由三亚市政府主
导、三亚市房地产业协会主办、海南日报
报业集团承办，依托2015中国（天津）老
年健康产业博览会进行专场推介。政
府、行业协会、主流媒体的公信力为推介
会打下了良好的群众基础，借助当地大
型展会有针对性推介，也是此次推介取
得成功的重要因素。

展会期间，各参展房企除了在会上
充分展示各自的优势项目、广泛挖掘潜
在客户外，还不失时机深入天津各地拜
访老客户，通过加深与老客户的联系，结
合展会拓展渠道，也取得了不错的宣传、
推介效果。

展会吸引了包括天津日报、今晚报、
天津电视台在内的天津当地二十多家媒
体，以及海南日报、南国都市报、南海网
等海南众多主流媒体的关注和报道。在
展会的宣传过程中，海南日报、天津日报
等琼津两地主流媒体实现了跨省合作、
异地互动，利用报纸、电视、网络、新媒体
等全方位推广，做到了活动宣传“无死
角”。

三亚市房地产业协会秘书长刘树
国表示，主办方和承办方的精心组织、
广泛宣传，使得此次展会的效果超出预
期。

据不完全统计，为期5天的展会，
观展人数超过12000人次。18家参展
企业共接待购房客户1203组，达成购
房意向客户102组。不少意向客户已
和参展商建立联系，准备近期赴三亚实
地看房。

三亚旅游地产
推介天津站落幕
一批意向客户将赴鹿城看房

2015三亚
旅游度假房地产推介关注

根据中央统一部署，省委宣
传部、省文体厅、省记协自即日
起，受理新闻敲诈和假新闻的案
件线索举报。我们郑重承诺：严
守保密规定，对重要线索一查到
底，定期通报受理查处情况。

举报电话：12318（省文化市
场行政执法总队）、66810531（省
记协），举报邮箱：hnxwjb@163.
com。
省委宣传部 省文体厅 省记协

2014年5月24日

公 告

进行时
投资项目百日大会战

本报嘉积10月 26日电 （记者蔡
倩 见习记者叶媛媛 冯成驹）挖掘机轰
鸣、塔吊运转流畅、打桩钢筋林立……

“别看航站楼的一层结构已经有了雏形，
就在昨天，这些钢筋都还没立起来呢！”
10月23日，在博鳌机场项目工程现场，
项目总指挥胡文泰正头戴安全帽指挥工
程建设。

炎炎烈日下，挖机、推土机、装载机、
卡车、洒水车不停穿梭，数百名一线管理
人员和工人紧张忙碌。现在的博鳌机场
建设工地上，办公楼、宿舍楼、综合业务
用房、航管楼、塔台等工程都已启动基础
施工。同时，机场道面工程区则一片平
坦，与建设初期高低不平的路面有了截
然不同的变化。

为响应“投资项目百日大会战”的号
召，根据省委、省政府主要领导2015年
现场调研博鳌机场项目期间的指示精
神，海航集团全力推进博鳌机场工程建
设，确保在2016年3月底前实现机场试
运行。“我们的工人24小时三班倒不间
断作业、多个工作面同时施工。此外我
们还不断投入机械和人力，高峰期有
2000多名建设者投入项目施工。”胡文

泰介绍，根据新的倒排工期计划，将于
11月底完成航站楼主体结构封顶，12月
底完成航站区配套工程主体结构封顶，
2016年1月底完成飞行区道面、航站楼
及航站区配套工程，3月中旬完成所有
机场设备安装及调试，3月下旬完成机
场单项验收及行业总体验收，达到试运
行条件。

“博鳌机场建设项目意义重大，要打
好百日大会战，我们一定竭尽全力打造
博鳌机场精品工程，争创中国民航机场
建设的海南速度、海航速度、琼海速
度。”这是近日召开的“博鳌机场项目百
日大会战责任状签字仪式暨誓师大会”
上，博鳌机场工程建设人员们掷地有声
的保证。在会上，海航集团与博鳌机场
工程建设指挥部签署责任状，博鳌机场
工程建设指挥部分别与参建单位北京
建工四建、中铁十九局及中铁十二局签
署责任状。

“琼海市委市政府想方设法克服一切
困难，简化相关审批手续，确保博鳌机场
项目内的工程顺利开工。如果琼海有哪
个部门因为作风或不作为问题影响了项
目的推进，将严肃追责。”琼海市政协主
席、博鳌机场项目副指挥长符平说，将鼓
足干劲、集结资源，按新的工期计划推
进任务，确保博鳌机场在2016年博鳌
亚洲论坛召开前试运行目标的实现。

争创海南速度、海航速度、琼海速度

博鳌机场拟明年3月底试运行

10月17日，博鳌机场建设现场，施工人员正在加紧施工。 特约记者 蒙钟德 摄

本报那大10月26日电（记者易宗平 特约
记者谢振安 通讯员张琳）今天，儋州市交通运输
局在市政务网上公布了2014年度部门决算，连同
附表，全文6000余字，成为部门“明白账”里字数
最多者之一，各项收支明细一目了然。

在儋州市交通运输局2014年度部门决算说
明中，分为三大部分：一是部门概况，包括部门职
责、单位构成介绍；二是2014年度部门决算报表，
包括收入支出决算总表、收入决算表、支出决算
表、财政拨款收入支出决算总表、一般公共预算财
政拨款支出决算表、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基本
支出决算表、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三公”经费
支出决算表、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收入支出
决算表等；三是2014年度部门决算情况说明，包
括收入支出、财政拨款收入支出、一般公共预算财
政拨款基本支出、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安排的“三公
经费”支出、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安排的支出
情况。

值得一提的是，“用不完的钱”也一并反映在
账上。在“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安排的支出
情况”一栏中，儋州市交通运输局明确列出：上
年结转和结余176.79万元，为以前年度尚未列
支，结转到本年仍按原规定用途继续使用的政府
性基金。

据统计，不仅仅是儋州市交通运输局主动公
布年度部门决算，目前全市已有20多个部门和单
位“晒出”各自的“家底”，类型方式基本相似，让人
一看就明白。

儋州20余部门
“晒出”年度收支明细

琼中：号准“贫脉”
挖掉“贫根”

◀上接A01版
结合大宗农产品单产效益提升计划和“百村百社、
千人万户”农民创业致富计划等举措，把产业扶持
与扶贫推进相结合，全力扶持贫困户发展种桑养
蚕、铁皮石斛、养蜂等特色绿色产业项目，带强一
批产业、带领一批致富、带动一方脱贫。2012年
以来，全县共投入产业扶贫资金1.87亿元，扶持
贫困户种桑养蚕、养蜂、养鹅、养山鸡，还扶持灵
芝、益智、铁皮石斛、泥鳅等绿色产业发展。全县
打造59个专业示范村，培养605名致富带头人，
带动2238户贫困户创业致富。

该县扶贫办主任卓令乾说：“琼中产业扶贫首
先从扶智开始。”产业扶贫要“输血”，更要“造血”，
贫困农民拥有“造血”技能后实现脱贫致富。今年
2月，中平镇加曼村贫困户吉仕平参加县里举办为
期一个月培训班，掌握了铁皮石斛种植技术。8
月，他与村里5户农户合伙，种植4.6亩的铁皮石
斛，成立铁皮石斛专业合作社，开始走上创业道路。

3年来，琼中投入1300万元举办各类培训班
936期、培训农民8.6万人次，建成各类技能培训
基地30个。通过落实“雨露计划”、人人技能等培
训政策，全县90%以上的贫困农民掌握了1至2
门实用技术知识。

乡村旅游拓宽村民致富渠道

生态是琼中的最大优势，琼中发挥生态优势
开发乡村旅游，全面打响“奔格内”乡村旅游品牌，
拓宽村民在家门口就业渠道，使一大批贫困农民
吃上旅游饭，逐步脱贫致富。分管旅游副县长冷毅
说：“琼中打造‘农文旅创’旅游扶贫新模式，核心是
农民增收和生态和谐发展。乡村休闲旅游已成为
琼中旅游产业新业态、农民增收的新增长点。”

乡村旅游给贫困村带来新的经济发展增长
点。什寒村是琼中最偏远、最贫困的村庄之一，
2009年之前，年人均收入约900元。2012年被
确定为琼中首个“奔格内”乡村旅游示范点，通过
整合资金，先后投入近3000万元建设旅游基础设
施、美化村庄，为游客提供餐饮、住宿、露营、探险、
爬山、涉溪等多项旅游服务。2014年，什寒共接
待游客4.9万人，农民创收113.3万元，年人均收
入增长到7528元。今年前三季度共接待游客
3.78万人，为当地农民创收96.34万元。

乡村旅游同时也拓宽村民就业渠道。什寒全
村100户村民都不同程度地参与乡村旅游开发经
营，旅游及相关产品年收入达650多万元。什寒
村民王家波告诉记者：“我家蜂蜜一次可以采差不
多120斤，卖给游客一斤100元，割蜜一次收入1
万多元。而以前没开发旅游时蜂蜜价格每斤不到
50元。”他说，去年全村蜂蜜产值近70万元。

琼中每年整合各类资金8000多万元用于“奔
格内”乡村旅游建设，把什寒、番道、便文等48个
贫困村变成旅游村，扶持了22家乡村农家乐，带动
323户1605人脱贫致富，占全县脱贫人数的30%。

大力改善民生穷村换了新颜

琼中是全国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贫困村地
处偏远地区，分布广、数量多，扶贫难度较大。“县
委、县政府把扶贫开发列入民生改善的一件大事来
抓。”县长王琼龙说，“十二五”期间，琼中共投入民
生支出42.5亿元，占地方公共财政支出的67%。

以整村推进为抓手，大力实施特色居家乡村
工程，从根本上改善贫困村居住条件。2011年以
来，琼中累计完成22个贫困行政村131个自然村整
村推进工作，改造贫困村危房4900多间。红色革命
老区便文村长年贫穷，2011年起，琼中整合各级资
金对全村民房进行改造，使全村34户村民134人告
别了破旧瓦房，搬进了104平方米的两层楼房。

琼中加快贫困村基础设施建设，群众生产和
生活条件大幅改善。2011年至2014年，全县共
投入扶贫资金1242万元修建贫困村道路，解决
1356户6781人出行难；全县共投入资金1924万
元，建设饮水项目94宗，解决了4700余户24830
人安全饮水问题。

把扶贫开发工作当成一项最大的民生工程来
抓。琼中县委、县政府派驻驻村帮扶工作队588
人，覆盖全县100个行政村，对44个贫困村开展精
准扶贫；选派40名优秀干部担任“第一书记”深入
贫困山区，解决一些村“软、散、乱、穷”等突出问题。

（本报营根10月26日电）

机制之解破旅游之结◀上接A01版
“新平台”规格之高还在于，其由市

委书记亲自挂帅任组长，市长任常务副
组长。

“多头治理”过去之所以难治，在于
一项具体投诉，涉及工商、物价、公安、
城管等多个执法部门，调查取证程序多
且重复，加之部门之间本身有职能交
叉，误人又误事。而12301大调度中
心，实现了管理资源的整合，既接投诉
又有管理调度权限，责任归属一举得以
理顺。

10月13日，本报记者走进三亚市
民游客中心，12301旅游热线电话铃声
不断响起，20余名接线员紧张忙碌。每
名接线员面前的电脑都安装有舆情投
诉系统，系统一方连接市民游客，另一
方就用于与相关部门沟通。墙上的工
作须知用鲜明的异体字标示着：“投诉
电话两声以后要接起。”

打破体制旧局成效显而易见：刚刚
过去的“十一”黄金周，三亚接待游客
50.6万人次，黄金周首日国际游客接待
数同比增长217%，游客不减，好评还提
升了，一次性投诉办结满意率超过90%。

可以很明显地感受到，12301旅游
服务热线升级为三亚市12301旅游调
度指挥中心后，监管服务得到了极大强
化，旅游咨询投诉渠道空前畅通。

治理监管机制的重塑

要“治本”旅游市场，光靠政府“一
头热”不行，筑起一道从法制、执法人、
全民参与的立体监控体系，方为良策。

在大东海旅游海鲜一条街，在穆斯
林水果市场，在亚龙湾百花谷商业中
心，在美丽汇水晶珠宝城旅游购物点，
一路走访发现，三亚不少新监督机制，

无论本地市民或游客，皆了然于胸，对
政府监督手法也“如数家珍”，一道监防
旅游市场的立体监控网络已然织就。

极大提升违法风险和成本，极大提
高全民参与监管的积极性，三亚以市场
经济“金律”重典治疾。

从“歌手王芳事件”到“胖姐海鲜”，
其处置结果告诉人们一个事实，在三
亚，不但违法者会被“顶格处罚”，投诉
者还会被予以重奖！

采访中有市民说，“大家现在都争
着给旅游市场‘挑毛病’。”

举报激励，透露出的是管理机制变
化带给群众的思维变迁。

三亚出台《三亚市旅游市场违法违
规经营行为举报奖励办法》，鼓励社会公
众对涉及旅行社、旅游景区景点、海鲜排
档、水果摊、海上旅游等10类易发高发问
题进行举报。这是监督举报机制的创新：
从法律层面就确定了最严标准，让违法者
无处遁逃。统计显示，仅《办法》实施至
今，三亚市旅游举报平台共受理旅游举报
30件，处罚款102.9万元，多家企业被吊
销营业执照，已发放奖金11.3万元。

三亚在机制上创新的远不止举报
奖励办法。

该市旅游委主任樊木告诉记者，在
三亚市旅游市场和环境综合整治工作
领导小组领导下，由工商、旅游、交通、
海洋等主要监管部门牵头制定了8个
规范旅游市场的常态化机制，包括了制
度建设、暗访机制、举报机制、检查机
制、联合执法机制、督办机制、曝光机制
及旅游警察协助机制。

透明化、全民化、常态化。目前三
亚市有3大项机制颇具成效：一是建立

了旅游市场综合整治工作机制。包括
《三亚市旅游市场违法违规经营行为举
报奖励办法》在内，还有陆续出台的海
鲜排档监督管理办法，购物店、水果经
营规范等，鼓励社会公众对易发高发问
题进行举报。

三亚还建立高效的海上联合执法
工作机制。由三亚市海洋部门牵头，持
续开展海上联合执法，切实规范海上旅
游经营行为。继续做好海上游综合整
治，加快码头建设，做好船只收购和人
员安置收尾工作，引导新成立的天岭公
司规范运营，从根本上解决该区域非法
海上游和居民生产生活问题。

为了充分发挥新闻媒体的舆论监
督作用，三亚特别建立与媒体对接合作
机制。每次整治行动都邀请新闻媒体
参加，及时予以报道；主动把整治工作
开展情况向媒体通报，请媒体及时向社
会公布典型案例，主动邀请媒体帮忙寻
找问题，为旅游市场“问诊”。

新举措带来新收效

涉及公权力的体制机制的重塑，带
来的是社会之风和行业的蜕变。

“政府在改革，人人在监督，企业没
有理由不去做好经营！”三亚东海龙宫
餐饮公司负责人彭国兴感慨。

大东海有着著名的海鲜一条街，如
今走在这条街上，几乎每家餐馆的后厨
都是开放的。随便用手机扫一扫海鲜
玻璃缸上标注的二维码，关于企业和售
卖海鲜的全部信息、指导价格都在微信
平台中一目了然。

IPAD点餐，超出指导价的便会跳

出红色警号，显示出的红色部分，相连
的埋单系统不予结账，用刷卡机也买不
了单。

而对于尚未进店就餐的游客，只要
提前去市民游客中心转转，一楼电子显
示屏上当天的海鲜排档菜品指导价清
晰了然。“去三亚哪里吃饭，都不用怕被
宰。”

强势监管下，旅游从业企业逐步形
成了一种共同维护市场秩序的行业自
律。

在京润珍珠展览馆，京润总经理陈
为说，过去购物点存有购物返点等“诱
惑”，如今珠宝行业企业对这一隐疾已
自觉治理。美丽汇珠宝购物城营销负
责人坦言，行业明码标价，透明服务，全
无返点，珠宝整体市面价直降多达
40%。

亚龙湾热带天堂森林公园景区宰
客曾被网友举报，在政府强力监管下，
如今企业负责人感言，景区内各行业自
觉联合发起“抵制欺宰客争做价格守信
商家”行动，实现了全景区宰客零投诉，
有哪一家企业敢违规，景区内其他企业
都自觉抵制，更不要说被政府处罚。

“十一”黄金周7天，全市电话受理
旅游咨询820件，旅游投诉176起，旅
游举报2起，办结率高达97%，为游客
争取理赔金额逾63万元，及时而高效
地化解旅游矛盾纠纷。

三亚在改革试行中走入深水区。
体制机制的变革，带来的直接成效就是
行业的“回暖升温”。2015年1至9月，
三亚市旅游产业继续保持稳定增长态
势，全市接待过夜游客逾900万人次，
同比继续保持了两位数的增长。

向着国际化精品城市的方向，三亚
将在旅游治理之路上越走越宽！

（本报三亚10月26日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