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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海口1月18日讯（记者罗孝平）“今年
春节买年货再也不用受超市排队、菜场拥挤、网购
等待的苦了，海南年货展东西很多，能一站式购
齐。”海口市民符女士对第三届海南年货展充满期
待，她的这种期待源于参加前两届年货展的经验，
也源于第三届年货展招商工作的顺利推进。

“你们的电话为什么一直占线啊？实在联系
不上我只好来报社找你们咨询了。”自海南年货展
招商工作启动两周以来，招商招展火爆，不少商家
直接“杀”到报社现场报名参展，目前正式签约入
驻的商家数量每日都在增加。

南海网总经理邓建华介绍，海南年货展是目
前省内规模最大、商品最全的年货展销盛会，已被
海口市商务局纳入海口市2016年“互联网+”消费
重点活动之一。“海南日报报业集团对此次年货展
投入的百万元广告目前已全面铺开，对本届海南
年货展进行全天候、全方位、深层次的高效宣传。”

据介绍，本届年货展预计规划六大展区，展位
共计400多个，其中包括：市县展区、名优产品特装
展区、食品类综合展区、年俗综合展区、美食街区、年
俗文化休闲区等。截至目前，已预订近300个展位。

由海南日报报业集团主办，南海网承办的
2016年第三届海南年货展，将于1月28日至2月
4日在海口世纪公园（世纪大桥下广场）举行，展
会为期8天。

海南年货展
仅剩百余展位
招商热线：0898-66810075

本报海口1月18日讯（记者陈蔚
林 见习记者刘梦晓 通讯员严磊 段小
申）今天晚上，“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
——2015年海南省党风政风行风建设
社会评价特别节目”面向社会公布
2015年我省党风政风行风建设社会评
价结果。

结果显示，省委宣传部、海口海关、
省旅游发展委员会、省农村信用社联合
社、三沙市委市政府分别获得党群工作
与综合协调部门、行政执法与司法机关、
经济与社会管理部门、公共服务单位、市
县党委政府与开发区党工委第一名。

据了解，这是我省自2012年开展这
项工作以来，第四年度通过媒体直播的
方式向社会公布社会评价结果。与
2012年相比，2015年的评价代表人数、

群众满意度测评样本数量均达到了历史
最大规模。尤其是群众满意度测评样
本，从当初的1.75 万个扩大至4.88 万
个，体现了社会评价对公平、公正、科学、
客观的追求。

此外，今年在内容设置上突出问题
导向，将改进作风聚焦在回应群众关切，
解决突出问题上，首次将“上一年度社会
评价意见建议整改情况”作为评价的重
要方面，使评价内容的设置更加科学、合
理、富有针对性，并且增加了被测评单位
管理和服务对象的比重，使参评人员的
亲历性、代表性和广泛性更加突出。

此次社会评价综合得分由群众满意
度测评得分和公开评价得分两部分构
成，分别占综合得分的70%和30%。市
县党委政府与开发区党工委仅参加群众

满意度测评。
评价结果显示，群众满意度测评总

体得分和公开评价总体得分较2014年
同比有所提高。体现了评价工作倒逼单
位改进工作作风，推动全省党风政风行
风建设持续向好向优。

本次特别节目现场，首次增设了3
次“现场质询”环节，由特邀评价代表就
被评单位作风建设存在的问题进行现场
质询，被质询单位领导现场作答，解答结
果满意与否，现场评价代表说了算。

省委常委、宣传部长许俊，省委常
委、省纪委书记马勇霞，省人大常委会副
主任符跃兰，副省长何西庆，省政协副主
席赵莉莎，省政府秘书长陆志远出席，省
直有关单位、市县政府负责人、评价代
表、媒体代表和部分群众参加节目。

我省2015年“三风”建设社会评价结果出炉

群众满意度测评得分同比提高 本报三亚1月18日电（记者罗霞）记者今天
从2016海南国际旅游贸易博览会（以下简称海博
会）新闻发布会获悉，省商务厅、三亚市人民政府、
商务部外贸发展局、省贸促会今后三年将联合在
三亚主办海博会，以海博会作为建设国际购物中
心的重要载体，其中首届海博会将于2016年3月
26日至4月1日在三亚举办。

海博会的主题是“高端、时尚、潮流和品味”，以
打造国际型、综合型和互动型展览会为宗旨，每年
在博鳌亚洲论坛年会期间举办，为期一周。活动内
容包括世界名品、海南礼物展览展销，艺术品、名
车、游艇、公务机、旅游装备、旅游景点（区）、旅游线
路等展示；海南会展业创新发展高峰论坛、海上丝
绸之路高峰论坛、网络新视文化论坛等；免税商品
采购、酒店餐饮采购和海淘等专业商品洽谈会。

首届海博会将举办国际旅游商品展览、艺术
时光世界收藏品博览会、国际食博会，国际免税品
采购大会、海南会展创新发展高峰论坛、海南国际
旅游岛商业高峰论坛、酒店餐饮采购大会，国际灯
光音乐节、“Music Festival”音乐节等活动。

为保障首届海博会顺利举办，省政府成立了
由副省长李国梁担任组长的工作小组。同时，三
亚市组建海南国际旅游岛会展有限公司，作为平
台公司运营海博会。

首届海博会3月底
“约会”鹿城
今后三年都将在三亚举办

本报海口1月18日讯（记者刘贡
通讯员徐婷婷）日前，九三学社海南省委
六届五次全体委员（扩大）会议在海口召
开。海南省政协副主席、九三学社海南
省委主委王宇田出席会议。九三学社来
自全省各级组织代表共70余人参会。

去年，九三学社海南省委认真履行
参政议政、民主监督和政治协商职能，积
极探索社会服务工作新思路。2015年
向省政协提交并采用的提案和大会发言
共35件，《关于大力扶持研发以热带特
色水果为原料的保健食品的建议》被列
为省政府领导督办的重点提案。

为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
周年暨九三学社创建70周年，举办隆重
而有特色的活动。与北京成龙慈善基金
会合作开展“海南省贫困少儿大病救治
项目”，2015年拨付出115万元资金救
治了19名患儿。在陵水黎族自治县少
数民族小学捐赠图书52875元，组织专
家团到儋州市峨蔓镇开展法律、医疗、农
业专项帮扶活动。

九三学社海南省委
召开六届五次全体
委员（扩大）会议

开栏的话：即将到来的省两会，是一个充满收获的盛会，“十二五”圆满收官，海南经济社会各
项事业硕果累累；同时，这也是一个充满期待的盛会，“十三五”刚刚开局，未来五年还有更艰巨的
任务等待完成，更精彩的华章等待书写。从今天起，本报推出专栏《咱老百姓的喜与盼》，以一个
个鲜活的故事折射五年来海南群众的获得感，以及他们对海南未来的期待。

■ 本报记者 孙慧 通讯员 黄华师

1月份，又到了瓜菜种植户们最繁
忙的时候。澄迈县瓜果菜运销协会副
会长唐亲文整天忙着下地查看收成、联
系全国各地的经销商，了解各省行情。

“我算是海南种植冬季瓜菜最早的
那批人，海南冬季瓜菜的发展史也算是
海南的社会发展史。”唐亲文说，在
1980年代，每年冬天，他就为供销社运
送冬季瓜菜出岛供应到北京去。那时
候，海南的乡村多是泥土路，运送瓜菜
的货车没办法开到田头，只能靠人工用

牛车拉到马路上，再装到货车上。
到了1990年代，海南岛有了火车

通行。唐亲文经常连夜拉着一车瓜菜
赶到海口秀英港，再把瓜菜卸下来装
到火车上运送北上。“那时候，一坐火
车就得几天几夜才能到家，运送一趟
瓜菜特别辛苦。”

“十二五”期间，海南纵横交错的
高速公路网逐渐成型，各个市县的县
道、村道等农村公路也越来越畅通，如
今瓜菜运销车能直接开到田间地头。

“现在海南的交通特别发达，我们直
接电话联系销售地的经办人和货车司机，

把菜装上车后，我们坐飞机先行赶到销售
地，一路用电话监控货车运送就行。”

近年来，海南交通是越来越便利，
唐亲文的瓜菜种植和运销规模也是逐
步在扩大。每年11月份到来年3月
份，他所经手运销的瓜果菜就有十几
万吨。每年收入上百万元，家里也早
就盖起了小洋楼，开起小车。

唐亲文说，澄迈县政府每年都邀请
他参与冬季瓜菜考察团，北上考察市场
行情。他希望政府能够继续加大对市
场行情网络的建设，引进专业人才，建
设一个瓜菜行情监控的平台，从种植、

管理到销售都形成一个专业指导系统。
“还有，希望政府能加大对本地经

办人的培训，把外地经销商来我们海
南的后勤服务这块做好些。”唐亲文
说，随着瓜菜运销范围扩大到全国，外
地经销商会聘请一些本地人作为经办
人，代收瓜菜。但由于经办人专业知
识不够，比如说雨天下地收菜、打包包
装不专业等，往往会造成瓜菜储存过
程中损失过大。唐亲文建议，农业部
门可以给本地经办人提供瓜菜种植和
储存培训，引导形成专业化职业。

（本报金江1月18日电）

澄迈瓜菜种植大户唐亲文：

瓜菜运销车开到了田间地头

两会
前奏 咱老百姓的喜与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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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本报记者 陈蔚林 见习记者 刘梦晓
通讯员 严磊 段小申

“孩子要读书，为什么会遭遇学校和
教育部门‘踢皮球’？”“网上报税系统很发
达，为什么海口市地税局办税大厅仍然天
天大排长龙？”“海口市年年表态治堵，为
什么却越治越堵”……今晚面向社会公众
直播的“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2015

年海南省党风政风行风建设社会评价特
别节目”，首次增设“现场质询”环节。

直面问题、不留情面，评价代表就被质
询单位作风建设存在的问题进行现场质询；
开门纳谏、立行立改，被质询单位负责人也
纷纷就评价代表提出的问题作出诚恳答复。

家住东方市的唐后华与妻子都在东
方市环卫局工作，而两个孩子仍留在农
村上小学，照顾起来很不方便。于是，唐

后华准备好城区租房证明，并请户口所
在地和东方市环卫局开具了相关证明，
希望将孩子送到城区学校就读。没想
到，其所在城区的学校不予接收，东方市
教育局亦置之不理。

“我的心情特别沉重。”听罢质询，省
教育厅副厅长廖清林对我省关于进城务
工人员随迁子女就近入学的相关规定进
行解读，并认定唐后华的子女符合就近

入学条件。东方市市长邓敏也立刻表
示，“东方市教育局和东方市第三小学存
在作风不严不实的问题。我们一定调查
清楚、认真整改，尽快解决符合义务教育
的农民工子女上学难题。”

针对海口市地税局办事效率低下的
质询，省地税局副局长兰双萱向办事企
业致以歉意，海口市地税局局长林川则
公开承诺：纳税人办税大排长龙的情况

将会在下个月得到很大程度的改变。
“我们出门也经常遇到堵车。”听了海

口市道路越治越堵的质询，海口市副市长
袁光平和省公安厅交警总队副巡视员蔡
军毫不回避地作出了回答。对海口市当
前道路情况进行分析后，袁光平表示，海
口市将优化道路交通组织方案，提高管理
智能化水平，争取让拥堵问题在今年底有
所改观。 （本报海口1月18日讯）

“三风”建设社会评价特别节目首设质询环节

评价代表现场问 主要领导当场答

■ 见习记者 李磊

今天早上八点半，天空还下着蒙蒙
细雨，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陈海波带领
省扶贫开发进村入户复查小组乘小船横
跨松涛水库，来到儋州市南丰镇新村，从
这里开始了一天的扶贫开发复查工作。

陈海波表示，对于所调查的每一家
都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才能确保不漏
掉一户贫困户。

挨家挨户调查

南丰镇志文村位于松涛水库旁，三
面环水，一面靠山，村民出行必须乘船，

或者在狭窄崎岖的环山小道上颠簸65
公里，才能来到最近的居民点。由于水
库要保护生态，村民只能靠种植橡胶来
维持生活，但橡胶价格一路下滑，导致
村民收入锐减。

在村民邹桂芬的家中，复查组一行
了解到，按照她家中种植的120棵橡胶
树来算，这个四口之家每天的收入只有
20元。再加上出行成本的高昂，家庭经
济更是困难。

复查组一行又来到南丰镇油麻村
油麻村民小组。据油麻村党支书马健
登介绍，油麻村民小组此前有数十户贫
困户，在上一轮贫困人口调查中，因为
收入计算的问题，只确认了一部分，还

有一部分被剔除出贫困户的范畴。林
百浩、林百才兄弟就是其中之一。

复查组工作人员为他们算起了收
入账，发现两家人的收入确实不高，如
果仅仅计算橡胶的收入，他们的人均年
收入低于贫困线的标准。

综合考量摸底

在油麻村村民谢乙钦家中，复查组
了解到，前年他借债建设了新房，居住条
件有所改善，因此在上一轮扶贫调查中，
谢乙钦一家成了脱贫户。没想到去年他
却因脑梗塞导致下身瘫痪丧失了劳动
力，如今一家五口全靠妻子一人劳动挣

钱，至今还欠着10多万元债务。复查组
认为，这是一起典型的因病返贫的例子。

陈海波表示，衡量是否贫困不能简
单机械，因为贫困人口致贫原因各不相
同，要多看多比，对贫困户进行综合分
析和考量，真正把底数摸清楚，做到情
况清、底数明、数字准，才能精准地安排
扶贫资金、部署扶贫力量。

据了解，在接下来的调查中，儋州
将从“剔除贫困户回头看”“脱贫群众重
新看”“定为贫困户的保留看”“未覆盖
的村增加看”四个方面展开大面积的复
查工作。此外，之前没有申报贫困村的
57个行政村，也将被纳入此次走村入户
调查范围内。（本报那大1月18日电）

省扶贫开发进村入户复查小组走进儋州农村复查贫困人口

现场算收入 不漏一户贫困户

两会关注市县

五指山去年
民生支出12.1亿元
占财政支出76.3%

本报五指山1月18日电（记者易建阳）五指
山市坚持民生优先、民生为本，加大力度保障和改
善民生，去年“十大民生实事”全部兑现。据不完
全统计，五指山去年重点民生支出12.1亿元，占
地方公共财政支出的76.3%。这是记者从今天召
开的中共五指山市委三届九次全体会议暨全市经
济工作会议上获悉的。

据介绍，2015年，五指山市在地方一般公共
预算收入同比下降的情况下，民生支出仍与2014
年持平，五指山市委、市政府承诺的“为民办实事”
事项全部兑现。开工建设棚户区改造安置房383
套，完成农村危房改造907户；推进精准扶贫开
发，帮助3050名贫困人口脱贫；全市城乡居民基
础养老金统一提高到145元；为困难群众和农民
工提供法律援助，受理案件254件；完成农村饮水
安全工程8宗；为全市808对计划怀孕夫妇开展
免费孕前优生健康检查和地中海贫血筛查诊断服
务；发放农民小额贷款5713万元；发放森林生态
效益补偿金2500万元；投入264万元为南圣中心
幼儿园等4所幼儿园购置配套设备。

去年，五指山市还加大中小学校标准化建设力
度，投入8362万元用于新建及改造学校基础设施，办
学条件得到进一步改善，五指山市的农村教学点建设
和管理得到省教育厅以及兄弟市县的高度认可。

本报海口1月18日讯（记者王玉
洁）海南南药、黎药、海洋医药资源十分
丰富。为了发展海南医药产业，省科技
厅近日与中国药科大学洽谈科技合作，
利用海南资源优势，联合开展海洋生物
药物开发。

省政协副主席、省科技厅厅长史贻
云表示，医药是海南经济发展新的增
长点，具有强有力的发展趋势，利用海
南资源优势，加强新药研发特别是海
洋生物药物开发是我省医药产业发展
的必然之路。

据悉，为了弥补我省医药产业创新
先天不足的缺陷，省政府已出台《海南省
促进省属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科技成果
转化的若干意见（试行）》，积极推进科技
优势资源引进和科技成果转化。

省科技厅将与中国药科大学加强科
研开发、人才培养等方面合作，推动设立
技术转移转化中心、中试与转化基地、新
型研发机构等。

联合开展海洋生物药物开发

省科技厅“握手”
中国药科大学

抓住重要节点
扭住“四风”不放
◀上接A01版

通知要求，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周密部署安
排，抓好工作落实，卓有成效地组织开展明察暗访
活动；要严格落实责任，积极督促各级党组织切实
履行全面从严治党的主体责任，纪检监察机关自
身也要严格执纪监督问责；要着力发现问题，拓宽
监督渠道，聚焦突出问题，切实加强对票据报账核
销环节的检查；要把握政策界限，严格依纪依法依
规开展明察暗访活动，对不收敛不收手的顶风违
纪行为，坚持从快从严从重的原则，发现一起查处
一起，决不姑息，并及时点名道姓通报曝光；要严
守工作纪律，要做到纪律严明、严格把关、准确定
性、秉公执纪。

近日，海口市琼山第五小学的师生
们踏着朝气蓬勃的节奏，环绕运动场进
行快乐跑操运动。

据了解，该校基本每天开展约为40
分钟的“阳光体育，快乐大课间”活动，让
师生在椰壳舞、跑操、放松操等体育运动
中丰富校园生活，增强学生体质。目前，
海口约10所中小学校试点实施“大课间
体育活动”。

本报记者 张茂 摄

阳光体育课
快乐大跑操

党群工作与综合协调部门综合得分排名前五名
1、省委宣传部 2、省委统战部 3、省委办公厅
4、省纪委监察厅 5、省委组织部

行政执法与司法机关综合得分排名前五名

1、海口海关 2、海口海事法院 3、省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
4、省高级人民法院 5、海南出入境检验检疫局

经济与社会管理部门综合得分排名前五名

1、省旅游发展委员会 2、省政府政务服务中心 3、省科技厅
4、省林业厅 5、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

公共服务单位综合得分排名前五名
1、省农村信用社联合社 2、中国联通海南分公司 3、中国银行海南省分行
4、中国建设银行海南省分行 5、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海南省分行

市县党委政府与开发区党工委排名前五名

1、三沙市委、市政府 2、洋浦经济开发区党工委 3、白沙县委、县政府
4、琼中县委、县政府 5、屯昌县委、县政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