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海口地区天气预报 白天 多云，有雷阵雨 夜间 多云，有雷阵雨 风向风速 东南风转南到东南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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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微克/立方米 海报集团热线、虚假新闻举报：966123 邮发代号：83-1海口地区天气预报 白天 多云 夜间 多云 风向风速 偏东风4级转3级 温度 最高31℃ 最低23℃ 海口市空气质量：一级优，细颗粒物（PM2.5）19微克/立方米 海报集团热线、虚假新闻举报：966123 邮发代号：83-1

H A I N A N R I B A O

星期三 国内统一刊号CN46-0001 / 今日AB二叠16版
南海网 www.hinews.cn www.hndaily.com.cn

与 海 南 共 同 成 长

乙未年九月十六 廿七立冬 2015年10月
1950年5月7日创刊/ 海南日报社出版/ 第21569号 28

导读

B03版 世界新闻

A07版 海南新闻

关于解聘廖哲韬职务的公告
根据华凯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

会第三次会议决议，自2015年9月1日起，解
聘廖哲韬的集团公司副总经理职务。

此前，经华凯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控股的海
南万宁华凯置业有限公司2014年11月25日
临时股东会及董事会决议，廖哲韬已不再担任
海南万宁华凯置业有限公司董事长(法定代表
人)、总经理职务。

据此，自2015年9月1日起，廖哲韬不再
担任本公司任何领导职务，无权代表我公司对
外从事业务活动，望社会各界周知。特此公告！

华凯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海南万宁华凯置业有限公司

二○一五年九月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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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刘袭 王培琳
通讯员 邓积钊

“猪场污水变清流，废水变成肥
水。这是多赢的生态环保项目。”10月
23日，罗牛山南吕原种猪场场长王子胜
告诉记者，把猪场沼液引入屯昌县枫木
镇枫木洋，免费浇灌瓜果蔬菜，带动农
民增收，猪场也能节约处理污水费用。

今年初，屯昌被省农业厅列为全省
首个现代生态循环农业发展试点县。
今年以来，屯昌充分发挥地貌特点和传
统养殖业发达的优势，投资1.1亿元，
率先在全省发展全县域生态循环农业。

县委书记田志强说：“屯昌以治理
畜禽粪污为抓手，以生态循环农业试点

县为契机，推广生态养殖，加快畜牧业
转型升级，发展种养结合生态循环农
业，切实转变农业发展方式，全力打造
全县域生态循环农业，大力提高农产品
的质量，加快农业现代化步伐。”

种养结合，科学治理粪污

屯昌2014年生猪出栏26.9万头，
家禽出栏474万只，现有畜禽规模养殖
场45家，其中生猪养殖场35家。粪便
污染、水质污染、恶臭污染和药物残留
潜在污染，制约畜牧业可持续发展。

开发现代生态循环农业，屯昌从科
学治理畜禽粪污开始。

分管农业的县委常委莫正群说：

“县委县政府高度重视生态循环农业开
发建设，先后召开1次常委会、2次政府
常务会议、4次专题会议研究和组织5
次专题调研生态循环农业，成立畜禽规
模养殖场粪污治理领导小组，统筹资金
补助各畜禽规模场办理环评和改造设
计等。我们正在研究并以县委名义出
台有关意见与规划，对‘十三五’全面推
进全县域循环农业进行全面部署。”

该县国土局和畜牧局全面划定禁
止养殖区域和适宜养殖区域，对养殖场
土地性质全部为基本农田的，坚决关
停，责令搬迁，严守生态红线和不占用
基本农田底线。6家养殖场需要搬迁，
对配合搬迁的，县政府对搬迁重建养殖
场的排污设施、沼气工程和沼液利用等

项目给予补助，主动协调新建场地的土
地落实、租赁等，现有4家养殖场基本
完成搬迁。对畜禽规模养殖场实行分
类办理环评，年出栏生猪5000头以上
的，需办理环评报告书，今年新增4家
规模养殖场编制环评报告书。

主推种养结合模式科学治理畜禽
粪污。粪污集中处理技术模式由盈门
屯昌分公司猪场等中等规模万头养猪
场示范。记者在屯城镇加宝村的盈门
猪场看到，猪舍流出的污水流进密封的
暗沟，进收集池及格栅池，再进10米高
的发酵池，产出沼气和沼液，沼液流到
2000立方米的沼液池。猪场负责人代
璐璐说：“整套设备投资300多万元，沼
气能发电，沼气免费给周边村民用，沼

液免费浇灌周边的槟榔。”
屯昌有30家畜禽规模养殖场需

要按种养结合模式进行畜禽粪污治理
改造，县动物卫生监督所关所长告诉记
者：“截至目前，全县15家畜禽规模养
殖场的改造已经开始动工。”

据了解，屯昌县45家畜禽规模养殖
场将升级改造，到10月底，沼液、沼渣利
用量11万吨，建立“猪-沼-瓜菜”等示范
基地28个，沼液灌溉覆盖面积1.5万亩。

变废为宝，农民企业双赢

科学治理畜禽粪污水的最终目的，
是发展种养结合生态循环农业。

下转A04版▶

今年投入上亿元，率先在全省发展县域生态循环农业

屯昌农业：变废为宝 循环生金

本报海口10月27日讯（记者彭
青林）全省投资项目百日大会战自9月
20日启动以来，各类项目建设不断加
快。截至10月20日的第一个月，全省
新开工项目400多个，占投资项目百日
大会战计划新开工项目的39%，快于
序时进度。

据省政府督查组统计，此次投资项
目百日大会战，全省各级政府积极推
进，共安排新开工项目千余个。截至
10月10日的第20天，开工率达27%，
到第30天开工率即提高到39%；第20
天完成计划投资12%，到第30天即提
高到19%，呈现出步步“加挡”、不断提
速的良好工作态势。

中央投资项目建设提速尤其明
显。截至10月20日，除极个别项目需
调整外，其余300多个2014年以前年
度未开工项目均已开工，剩余未完成中
央投资资金不足0.3亿元。此外，393
个省重点项目中，已开工在建330个，
完成投资1300多亿元，完成年度计划
约80%。766个招商签约项目中，已注
册落地或开工274个，开工率约36%。

除中央、省重点、招商项目以外，投资项
目百日大会战期间还将建设其他项目
400多个，目前已开工100多个，开工
率达37%。

社会民生项目被放在项目建设的
优先位置，完成年度计划更快。例如，
全省今年计划改造棚户区3.29万户，
截至10月20日已开工建设90%。今
年计划新建农村饮水安全工程166处，
目前已全部开工并已建成163处，已解
决13万人饮水安全问题。

为指导落实投资项目百日大会战各
项部署，省政府本月初派出10个督查组
进行专项督查。督查发现，各级政府领
导高度重视，亲自抓项目，层层分解落实
责任，有关部门强化跟踪督办，提前谋划
项目储备，坚守生态红线，在全省上下
迅速形成了投资项目百日大会战的浓
厚氛围，有力推进了项目建设提速。

省直有关部门、各市县在投资项目
百日大会战中建立项目审批绿色通道，
采取并联审批、联合审批等创新方式，

通过行政审批提速推动项目建设提
速。澄迈、儋州等市县投资项目百日大
会战项目单项平均审批时间压缩到1.4
天。此外，各有关部门和市县积极开展
房地产、旅游、冬季瓜菜省内外促销，效
果正在逐步显现。

在推进现有项目建设的同时，各
市县、各部门已积极推进明年新开工
项目的谋划储备，建立项目储备库。
目前，已储备项目1479个，涉及投资1
万亿元。

投资项目百日大会战全力推进

首月全省新开工项目近四成

短 评

■ 本报记者 黄媛艳 杜颖 胡续发

轻扫三亚回民水果诚信广场商家
的二维码，游客陈汉娜手机立刻显示

“三亚天涯区水果诚信管理体系”，里
面详细载明她所购物的商家名称、店
主姓名、详细地址和投诉电话。

“扫码”畅游三亚，这是三亚市适
应互联网时代创新旅游市场监管手段
的一个缩影。

在对旅游市场治理的思索中，监管
服务靠“人海战术”已“失灵”，打破传统
思维方式，运用“互联网+”实现监管和

服务上的新突破，三亚走在了前面。

从“人海战术”到“信息化战术”——

治理思路之变

从群众举报到执法处理，究竟需
要多久？

三亚过去在这个问题上“吃过
亏”。过去应对举报投诉，“多头治理”，
谁都要管，谁都管不好。投诉要经过层
层逐级汇报，再向涉事的海洋、交通、旅
游、安监、公安、海事、文体等多部门通
报，才集合前往处置。一套流程下来，

投诉被“晾”几天成了家常便饭。
群众意见大，舆论质疑公权力不

作为，必须改革，转变治理思维，打破
现状！

向信息化时代的“互联网+”要效
能！三亚市主要领导调整后上任伊始，

“互联网+旅游治理”的模式全面开启。
与时间竞速，三亚12301大调度

平台将执法资源实现整合，旅游治理
微信工作群组建，“指尖上的旅游治
理”成为新常态。

本报记者近期目睹了一次借助信
息化快速处置旅游事件的全过程。深

夜12时，市民反映“鹿回头半山半岛附
近海湾沙滩出现了马尾藻和死鱼，影
响旅游形象。”12301接到投诉举报后，
三亚市分管旅游的相关领导将信息反
馈至微信工作群，分管海洋的副市长
接报后立即带着相关部门负责人直奔
现场，并通过微信把现场检查的情况，
以图文直播的方式，反馈回工作群。

“微信工作群的广泛使用，改变的
不只是工作方式，也是干部的作风状
态。”三亚市工商局副局长林道旭感叹。

目前，围绕旅游治理，全市相关主
管部门各层级， 下转A04版▶

旅游治理中的“互联网+”探索
——三亚旅游市场治理调查之三

本报海口10月27日讯（记者梁振君 邓海宁 通
讯员于倩倩）昨天，海南和谐家政服务有限公司的吴先
生从海口市龙华区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领到了食品经
营许可证。这是餐饮、食品经营许可“二证合一”正式
启用以来发出的全国首张新证。

目前，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尚未在全国范
围内启用食品经营许可管理系统，海南是全国第一个
使用食品经营许可管理系统发放食品经营许可证的省
份，海南省食药监体制改革再结硕果。

“新的食品经营许可证版面内容较之以往更加全
面，有效期限也延长到了5年，更重要的是把餐饮、食
品合并进来，不再分别发证，为经营者提供了便利，有
利于提高社会运行效率。”吴先生表示。

按照国家食药监总局的部署，从2015年10月1
日起逐步启用食品经营许可管理系统，将食品（含保
健食品）销售、餐饮服务分别许可、分别发证改为“二
证合一”。海南积极开展相关工作，在全国率先上线
新系统。

海南发放全国首张
新版食品经营许可证
餐饮、食品经营许可
“二证合一”正式启用

本报海口10月27日讯（记者邵
长春 通讯员廖忠芳）国家统计局海南
调查总队一体化住户调查结果显示，
2015年前三季度，海南居民人均可支
配收入（以下简称收入）为14203元，同
比名义增长8.8%，扣除价格因素实际
增长7.6%。和今年上半年相比，全省
居民收入增速呈回升态势。全体居民
收入增速比上半年提高0.2个百分点。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9562
元，同比名义增长7.7%，扣除价格因
素实际增长6.5%；农村居民人均可支
配 收 入 8364 元 ，同 比 名 义 增 长
10.1%，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9.1%。

前三季度，我省农村居民收入增
速快于城镇2.4个百分点，城乡收入
比由上年同期的2.39缩小至2.34，城
乡差距小于全国平均水平（2.83）。同
时，前三季度海南省农村居民收入增
幅为10.1%，同期全国增速为9.5%，
海南农民增收步伐快于全国。

从收入来源上看，四大项收入呈
现“三升一降”的态势，即工资性收入、
财产净收入和转移净收入分别增长
13.5%、1.3%和15.1%，家庭经营净收
入则下降4%。

前三季度海南居民收入
增速呈上升势头

城乡收入差距缩小
农民增收步伐加快

西环高铁昌江棋子湾站、道路及广
场建设近日正在加紧施工，预计11月
份完工。

据了解，西环高铁全线计划新建车
站14座（老城镇、福山镇、临高南、银
滩、白马井、海头、棋子湾、东方、金月
湾、尖峰、黄流、乐东、崖州、凤凰机场），
站房面积为4.9万平方米，雨棚面积
10.4万平方米。
本报记者 苏晓杰 通讯员 黄宾虹 摄

西环车站
初展新姿

一个月新开工项目400多个，占计
划新开工项目的 39%，快于序时进度
……投资项目百日大会战开局良好，
成绩喜人，势必为全面完成投资项目
百日大会战目标奠定坚实的基础。

全省各类项目建设纷纷“加挡提
速”，这一成绩的取得，得益于各级政
府领导高度重视，得益于有关部门和

各市县不断创新审批方式，得益于职
能部门提前谋划项目储备等等。有了
这样的良好作风和优质服务，有了这
样的主动意识和积极氛围，何愁项目
建设不能大干快上，提速推进？

但投资项目百日大会战时间紧、
任务重，开局成绩好，尤须广大党员
干部、广大建设者，以时不我待的紧

迫感，以一天也不耽搁的精神，一鼓
作气干到底，掀起投资项目建设的高
潮。只有全省上下以更加饱满的士
气、更加务实的作风、更加有力的措
施，大干特干、巧干快干，才能打赢这
场硬仗，为海南长远发展奠定坚实基
础，为全面建设国际旅游岛注入强大
动力。

开局良好更要一鼓作气干到底

■ 张成林

近日，海南呀诺达雨林文化
旅游区与海南槟榔谷黎苗文化旅
游区联合投放的拉手广告在北
京、上海和杭州三地的地铁车厢
全面上线，正式启动联合营销推
广。（见今日A03版）

以往，景区推广多单打独斗
闯市场，其结果往往由于势单力
薄、产品单一而影响有限。此次呀
诺达与槟榔谷的联合营销顺应了
市场潮流，不仅有效节约宣传成
本，同时，一个主营热带雨林，一个
主打黎苗文化，通过抱团取暖可实
现特色互补，增强各自旅游产品的
辐射效应，使各自知名度得到有效
彰显。

我省各景区应借鉴这一做
法，摒弃“同行是冤家”的经营思
路，主动靠近，由竞争走向合作，
充分发挥各自优势，联合出击，如
此才能实现规模效应，壮大品牌
效应，实现多方共赢。

抱团营销力量大

货车进入海口市区
11月起分段管制

加工肉制品致癌？莫慌！

IMF最新报告预测

沙特、阿曼和巴林
5年内破产

B04版 世界新闻

涉嫌运毒两吨
沙特王子被捕

据新华社北京10月27日电 中宣部、全国妇联日
前表彰了10户全国孝老爱亲“最美家庭”，并向全社会
公开发布了他们的先进事迹。这10户“最美家庭”包
括刘学洪家庭、郭迎春家庭、余美芳家庭、白智超家庭、
龚彪家庭、蓝绍会家庭、关志明家庭、封孝利家庭、王金
香家庭和尹云峰家庭。

关志明一家是海南三亚市一个普通的四世同堂家
庭。关志明夫妇孝敬父母，承担着赡养年迈父母的重
任，86岁的母亲因意外摔倒成“植物人”后，他们夫妻
二人精心照顾，白天把母亲抬到院里晒太阳，清洁卫
生，夜晚轮流守护病床前，帮母亲按摩减轻病痛，端屎
擦尿等。为了让89岁高龄的父亲减少孤独感，关志明
及家人常常陪着老父亲散步、和老人聊天，照顾老人饮
食和生活，让他安享幸福晚年。

中宣部、全国妇联表彰10户
全国孝老爱亲“最美家庭”

海南关志明一家
获评全国“最美家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