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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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乙未年十月廿五 廿六大雪 2015年12月
1950年5月7日创刊/ 海南日报社出版/ 第21608号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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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云间阴天 夜间 多云间阴天 风向风速 北到东北风转东北风4级 温度 最高20℃ 最低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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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06版 时事周刊

A05版 中国/世界新闻

本报北京12月5日电（记者易建阳）3日上午，全国
政协副主席、国家民委主任王正伟来到保亭黎族苗族
自治县主办的“美在保亭”北京宣传周活动现场，在保
亭县有关领导的陪同下，参观了活动展厅，了解保亭的
发展成就、旅游资源、民族文化以及特色农副产品等。

王正伟曾到保亭县考察调研，非常关心保亭的经济
社会发展情况。按照国家民委开展“推动中央民族工作
会议精神贯彻落实，走基层、转作风、访民情、聚民心”活
动的有关要求，国家民委直属机关党委确定保亭县为活
动联系点。国家民委直属机关党委提出了支持保亭发
展的政策建议和拟办的七件实事，其中包括支持保亭县
在民族文化宫举办展览。据了解，以前，民族文化宫主
要给省、州一级政府提供宣传展示平台，保亭作为县一
级政府在这里举办宣传周系列活动，尚属首次。

“民族地区发展的事就是我们自己的事。”王正伟
说。当他来到民族文化宫展览厅，看到什进村的展览
图片时，觉得有些熟悉，他曾到访过该村庄，得知什进
村村民住上新楼房，过上好日子时，一脸欣慰。

随后，王正伟还参观了黎锦展区、旅游地产展区，
并认真听保亭县工作人员介绍红掌花卉、红毛丹、鹧鸪
茶、牛大力等特色农副产品。

全国政协副主席、国家民委主任
王正伟参观“美在保亭”北京
宣传周活动展厅

“民族地区发展的事
就是我们自己的事”

本报海口12月 5日讯（记者单憬
岗 孙慧 蔡倩）今天下午，为落实省委、
省政府有关指示精神，来自海口、澄迈、
文昌三市县和省直有关厅局负责人首
次坐到一起共商“海澄文一体化”建
设。座谈会提出要将大发展、大开放、
大合作、大生态四大理念贯穿于海澄文
一体化规划中，实现三地的跨越式发
展，强化全省经济的发动机作用。

省委常委、海口市委书记孙新阳主
持座谈会。会上，诸多问题成为讨论的
热点。“实现人才、技术一体化，这应该是
海澄文一体化的重要内容。”澄迈县委书
记杨思涛认为，实施人才、技术一体化，澄
迈、文昌需要得到海口支持。文昌市委书
记陈笑波提出要加快铺前大桥到海口美
兰国际机场的高等级公路建设，以更好地
将文昌滨海旅游公路纳入全省快速公路
网，这一建议得到了海口市的支持。

随着讨论的逐步深入，海澄文一体
化发展的轮廓越来越清晰。与会者一致
商定了数据收集原则、规划理念、体制机
制保障、尽快实现工作突破等内容。

以规划理念为例，与会者一致同意
在中央和全省规划理念的基础上，针对
海澄文一体化的规划要将大发展、大开
放、大合作、 下转A02版▶

三市县共商
海澄文一体化
提出大发展、大开放、大合作、
大生态理念

本报讯（记者李佳飞 通讯员王
媛）记者日前从海口国家高新区获悉，
自今年8月以来，海口国家高新区通
过“三个细化”实施内部事务分级管
理，精简审批流程，提高了行政办公效
率，近日，园区首个商业配套服务项目
——海鑫郦都项目一期正式开工建
设，比原定计划提前了半个月。

所谓“三个细化”，一是指细化分

级，即明确管理权限，将管理环节进行
细化分级，明确了各部门具体工作事
项的决策者，形成了“集体决策-党政
主要领导决策-分管领导决策-部门
负责人决策”的四级管理办法，从而做
到明确管理权限，减少审批环节，提高
行政效率，与此同时，又能做到简政放
权，增强各层级负责人的责任担当，改
变了以往审批流程繁琐冗长以及“要
么无人管，要么谁都管”的混乱局面；
二是细化任务，即明晰职责范围，明确
不同事项对应的决策者，减少工作上
的推诿扯皮；三是细化措施，即相应的

举措责任到人、跟踪督办、严格考核、
实行问责。

据悉，自“三个细化”推动分级管
理以来，高新区公文流转速度明显加
快，由过去审批时间需要两周甚至更
长普遍缩短到三天以内；企业报送的
材料当天审核当天审批。

此外，园区投资项目“百日大会
战”主要领导每半月、分管领导每周两
次深入企业工地，高新发控公司负责
人和项目经理每天到现场协调解决施
工中遇到的问题，企业提出的任何问
题，经办人都会有回馈、承诺和督办，

复杂事项，超出园区管理权限的事项
也要每三天给企业发送一个办理进程
跟踪信息。

海口国家高新区党工委书记顾
刚表示，精简审批流程提高效率，既
是转变工作作风、主动服务企业意识
的体现，也是落实“三严三实”工作的
具体要求，而通过“三个细化”实施分
级管理，可以在加快审批速度和提高
服务质量的同时，约束主要负责人，
实现良好的公共服务，让各级管理者
变为服务者，各级机关成为文明机
关、阳光机关。

海口高新区“三个细化”推动分级管理
实现审批速度加快、服务质量提高、责任落实到人

进行时
投资项目百日大会战

本报海口12月5日讯（记者周晓
梦）今天上午，第三届海南低碳发展
大会暨2015年海南物流创新论坛在
海口召开，会议重点关注物流业、运
输业的碳排放对海南生态环境影响，
并探讨相应对策，倡导高效绿色物流
运输行为。

据了解，2014年海南全省能源消
耗1819.93万吨标准煤，其中物流行
业（含交通运输、商贸物流）能耗达到
357.11 万吨标煤，占全省能耗的

19.64%，物流行业是我省能源消耗大
户。并且，全省物流车辆83%是个体
车辆，传统经营方式点对点和中心辐
射型的运输，存在着迂回运输严重、
信息孤岛严重等问题，导致我省物流
运输不仅效率低成本高，而且污染物
排放量增加，我省物流运输业发展方
式和结构须调整。

对此，会上的有关专家建议从
重建物流模式、创新运输组织、使
用新能源装备等方面着力，建立高

效、顺畅的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制
定政策引导物流车辆进园区、进物
流中心，规范物流秩序；加快发展
适合高等级公路的大吨位多轴重
型车辆、汽车列车以及短途集散的
轻型车，形成长途货运车辆大型
化、短途及集散货运车辆灵活化的
格局；提高滚装运输管理水平等措
施，升级调整我省物流运输业传统
结构，逐步构建起海南物流业低碳
发展方式等。

去年全省物流行业能耗达357万吨标煤

我省物流运输业亟待刮起“低碳风”

本报那大12月 5日电（记者徐一
豪）今天上午，儋州、东方、乐东等8市县
相关领导齐集儋州光村雪茄风情小镇，
共商西部旅游发展大计，签署了海南西
部旅游联盟合作框架协议，标志着我省
西部市县在旅游区域合作方面迈出了
重要一步。

据介绍，为推动西部旅游产业发
展，实现区域一盘棋，儋州、澄迈、临高、
昌江、东方、乐东、琼中、白沙等8个市县
本着“资源互补、相互支持、合作共赢、
共同发展”的原则，决定组建海南西部
旅游联盟。

在当天举行的签约仪式上，8个市
县的市县长共同签署了《海南西部旅游
联盟合作框架协议》。协议约定：联盟
成员间互为旅游目的地和客源输出
地。联盟成员共同整合、推介西部旅游
资源和特色产品，共同推出旅游宣传
品，并根据各成员市县的旅游特色策划
西部旅游景区（景点）路线图，积极引导
和组织本地国内外旅游者到其他成员
市县旅游。

儋州等8市县组建
西部旅游联盟

本报海口12月5日讯（见习记者
李磊）今晚八时，2015两岸音乐诗会暨
桂冠诗人颁奖典礼在省歌舞剧院举行。

“小时候，乡愁是一张小小的邮票，我
在这头，母亲在那头……”伴随着余光
中那首脍炙人口的名篇《乡愁》朗诵，
2015两岸音乐诗会暨桂冠诗人颁奖典
礼正式开始。在颁奖典礼上，主持人宣
布郑愁予、北岛、张默、翟永明、欧阳江河
获得2015两岸诗会“桂冠诗人”称号。

省委副书记李军，省委常委、宣传
部长许俊出席活动，并上台为获得2015
两岸诗会“桂冠诗人”的诗人颁奖。

出席颁奖典礼的嘉宾还有海峡
两岸关系协会顾问陈云林，台湾海峡
交流基金会前董事长、海贸会会长江
丙坤，全国台湾同胞投资企业联谊会
会长郭山辉等。

据悉，2015两岸音乐诗会暨桂冠
诗人颁奖典礼是本届两岸诗会的主体
活动之一，共有56名诗人参加。明
日，两岸诗人还将奔赴儋州开展“寻找
海南文化之美”采风活动，到东坡书院

“穿越”千年与北宋文豪苏轼“对话”。
12月7日，两岸诗人将开展“诗歌进校
园进课堂”以及捐赠书籍公益活动。

(相关报道见A02版)

2015两岸音乐诗会椰城举行
郑愁予北岛张默翟永明欧阳江河获“桂冠诗人”称号

12月5日，2015两岸音乐诗会暨桂冠诗人颁奖典礼在省歌舞剧院举行。图为桂冠诗人颁奖现场。
本报记者 宋国强 摄

本报三亚12月5日电（记者黄媛
艳）西环高铁即将通车，记者今天从有
关方面获悉，目前三亚崖州站站房主
体以及站前广场施工已经进入收尾阶
段，三亚将开设专线公交车保证旅客

无缝换乘；三亚凤凰站正在建设一条
廊桥连接候机楼与高铁站，停车楼综
合体建成后将极大缓解高铁和机场旅
客“停车难”的问题。

西环高铁崖州站位于三亚市崖州
区古城北路，项目整体呈不规则长方
形。“目前站房主体以及站前广场施工
已经进入收尾阶段，预计整体工程将

在12月中旬完成。”中铁建设集团有
限公司崖州站分部有关负责人透露。

目前，崖州站站前广场及配套区
项目中的入口景观广场、社会停车场、
公交停车场、广场道路以及相关附属
工程已完成，绿化、人行道铺设也已基
本完成。为方便旅客换乘，三亚崖州
区正和交通等部门积极对接，将开通

高铁站前往市区的新公交线路。
西环高铁凤凰站毗邻三亚凤凰国

际机场。“为实现与高铁站的无缝对
接，我们正在建设一条连接候机楼与
高铁站之间的链接廊桥，廊桥上将安
装3段自动步梯，以便旅客往返于机
场候机楼和高铁站之间。”三亚凤凰国
际机场基建管理部总经理罗建透露。

三亚公交将无缝对接崖州站
凤凰站将建廊桥连接候机楼与高铁站

环岛高铁建成开通 前前前前前前前前前前前前前前前前前前前前前前前前前前前前前前前奏奏奏奏奏奏奏奏奏奏奏奏奏奏奏奏奏奏奏奏奏奏奏奏奏奏奏奏奏奏奏

本报海口12月5日讯（记者邵长春 通讯员林燕
梁就成）根据相关部署，海口市规划部门近年来积极开
展村镇规划编制工作，指导新农村建设。目前主城区
外8个镇总规修编、3个镇区控规，以及185个行政村、
1733个自然村规划已批复；其他9个镇总规、14个镇
区控规、9个自然村规划正在编制中。

同时，海口市各区还积极推进美丽乡村试点建设，
琼山区旧州镇雅黄村、红旗镇云雁村、三门坡镇桃村、
红旗镇边城村及龙华区的“花香山水”“珠崖遗址”两个
片区已申报为海南省2015年美丽乡村试点项目，正加
紧建设。

目前，海口市已初步建成美兰区“鹤舞九湖”美丽
乡村片区，琼山区“九龙戏水”美丽乡村片区、“绿野仙
踪”、塔昌村等多个美丽乡村项目。

海口1733个自然村
规划获批实施

“百名红通”4号嫌犯
黄玉荣投案自首

北京明年将研究试点征收“拥堵费”

征收拥堵费能否
根治北京拥堵之症？

高压下公款“开会游”
为何禁而不止？

全球变暖的9个真相

■ 本报记者 刘袭 易建阳
通讯员 张太东 王国军

穿行在五指山的崇山峻岭之间，犹
如徜徉在绿色的海洋中，绿色波涛随山
峰峡谷起伏奔腾，峰尖牵扯白云，绿树
直刺蓝天，划出优美的天际线。五指山
市干部群众持之以恒建设生态工程，诠
释着翡翠城对绿色的永恒追求。

“十二五”期间，五指山市投入5亿
多元建设生态工程，全市森林面积年均
增长1.16万亩，森林蓄积量年均增长
8.8万立方米，实现“双增长”；森林覆盖
率达86.44%，负氧离子含量高达每立
方厘米8000个以上，是全国空气质量
最优的城市之一，生态环境持续保持全

省领先，2013年荣获“中国十佳绿色城
市”称号。

始终坚守一条生态红线

五指山市林地面积144.7万亩，是
海南森林生物保护的核心区、重要的水
源涵养区和生态经济功能区，担当着为
海南的发展提供更大环境容量、为全省
提供绿色支撑的使命。

根据市情，五指山市很难走常规的
工业化、城市化发展道路。市委书记宋
少华告诉记者：“近年来，无论在发展战
略，还是在具体项目选择上，我们都始
终坚守生态红线，坚持环境优先，宁可
发展慢一点，也不蛮干乱干。坚持生态

立市、环境优先，走实现生态环境保护
和经济社会发展双赢的新路。”

五指山市把生态环境放在经济社
会发展的首要位置，确立了热带雨林养
生度假旅游城市的发展定位，推进“多
规合一”改革，先后制定《五指山生态市
建设规划（2013—2020年）》《五指山市
环境保护“十二五”规划》等一系列规
划，划定生态红线、基本农田红线等管
控线。

触及生态红线的项目被一票否
决。位于南圣镇占地60亩的某峡谷项
目，计划开发酒店和文娱场所，2013年
取得土地证，但在项目环保审批时，发
现触及生态红线，被禁止开发。“凡是触
及占用饮用水源地、耕地以及林地等生

态红线的项目，都一票否决。”市环保局
局长吴云说。

分管林业副市长李永铭介绍：五指
山探索建立生态效益补偿机制，森林生
态效益补偿资金直补到户，用改革发展
成果反哺生态、普惠群众。今年直补资
金2500万元，山区受惠人口6.03万人，
人均补偿345元至545元。

全力筑造一道绿色屏障

2012 年以来，按照全省“绿化宝
岛”工程统一部署，五指山市累计造林
绿化3.17万亩。“层层签订责任状，落实
管护责任，把绿色生态理念做到家喻户
晓，稳步推进绿色生态建设步伐。”市长

陈振聪告诉记者，“十二五”期间，全市
超额完成省下达的“绿化宝岛”任务，完
成率117%，森林固碳释氧、涵养水源、
保持水土等生态功能明显增强，为海南
国际旅游岛筑起生态屏障。

五指山市“绿化宝岛”工程建设亮点
纷呈。“绿化宝岛”工程与美丽乡村建设
同行，建设一批种植本土珍贵树种的特
色村庄。目前，“花梨村”“沉香村”“槟榔
村”涌现，美丽生态乡村独具特色。

“绿化宝岛”工程与热带雨林养生
度假旅游城市建设相融，结合原始自然
景观设计绿化，建设一批特色景观。对
翡翠公园1.1公里栈道绿化改造，种植
各种热带植物共50多种，人工林和原
始森林融为一体。 下转A03版▶

“十二五”期间，五指山市投入5亿多元建设生态工程，生态环境全省领先

一座翡翠城永恒的绿色追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