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三届海南年货展
时间：1月28日-2月4日

地点：海口世纪公园
（世纪大桥下广场）

开展时间：每天9时至21时

招商热线：0898-66810075

本报海口1月26日讯（记者罗孝
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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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日盛大开幕，300家参展商汇集海口。本
届年货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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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展会将延续“一站式”年货采
购模式，以更加优化的商品种类结构与
多形式的便民措施，服务于广大消费者。

本展会将延续“一站式”年货采购
模式，以“年货大街”的形式呈现。记者
从组委会了解到，目前展会参展商家达
300家，汇聚全国10多个省区市的特
色年货与海南本地名优特产，参展种类
包含糖果、干果、烟酒、农副产品、海洋
产品等，品种多达2000多种，可以更加
方便快捷地满足群众春节前的年货消
费需求。同时，为方便群众逛展，组委
会特别规划三个机动车停车场、两个电
动车停车场，市民不要担心没地方停
车。现场还将为消费者打造一个有着
浓郁年俗文化氛围，让群众在便利采购
年货的同时可以充分享受到浓浓的年
味。

记者还了解到，在为期8天的年货

盛会上，逛展群众不仅可以随心购买心
仪的年货，还能凭借购物奖券在现场抽
取免费邮轮豪华游等大奖。展会期间
每天都会在15时送出一份超级大奖
——邮轮豪华游。买年货的市民只要
在单个展位消费满100元，即可向商家
索要奖券一张进行抽奖，抽奖当场公布
获奖名单。除此之外现场还有大米、购
物优惠礼券等众多奖品等消费者来拿！

在这里我们也要再次提醒广大市
民朋友们，海口世纪公园（世纪大桥下
广场），从1月28日起连续8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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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待你的到
来。好买、好玩、好吃，还有每天送出的
豪华大奖，尽在海南年货展。

第三届海南年货展明天开幕
300家商家2000多种年货供市民“一站式”采购

本报海口1月26日讯（记者许春
媚 实习生陈奕霖 通讯员钟礼元）首届
三角梅花展是一次以赏花为主线，同时
把特色美食、生态骑行、旅游购物、文化
创作表演、科研交流等方面囊括其中的
活动。记者今天从组委会获悉，花展的
主要活动之一——海南海免观澜湖国
际购物中心开业活动将于2月1日举
办，同期购物中心所在地观澜湖新城中
的海南首家泰迪熊博物馆、兰桂坊娱乐
街区、Hi Zoo室内动物园等娱乐项目
也将开放，年前椰城的市民和游客除了
赏花之外又多了一个娱乐休闲好去处。

海南海免观澜湖国际购物中心是
观澜湖新城的项目之一。海口观澜湖
新城是海口观澜湖旅游度假区的“核”，
主要划分为兰桂坊娱乐街区、石矿湖、
时尚大道、东方汇四个区域，是集娱乐、
购物、休闲、餐饮及文化于一体的世界
级大型综合项目。2月1日当天，除了
购物中心开业以外，观澜湖新城的兰桂
坊酒吧街、泰迪熊博物馆、Hi Zoo室内
动物主题公园、星美国际影院、韩国本
土品牌料理等也将开门迎客。届时，游
客和市民可以在囊括了普拉达、D&G、
博柏利、迪奥、芬迪等世界名品的观澜
湖免税店享受全方位国际化的购物体
验；地道香港范儿的兰桂坊酒吧街将举

办丰富多彩的派对活动，不论是有钱人
还是普通的工薪阶层都可以在这里得
到娱乐享受；收藏了世界各地限量版泰
迪熊的泰迪熊博物馆可以让游客和市
民大开眼界；新奇有趣的Hi Zoo室内
动物主题公园则能让孩子们像在家里
饲养宠物那样，体验到坐着或躺着和动
物交流。

此外，记者还从项目运营方获悉，2
月1日当天还将会举办开业派对，除了
精彩纷呈的时尚表演外，现场还准备了

各种极具欢乐气氛的互动节目，香港知
名女歌手、演员杨千嬅也将到场助阵并
与粉丝们互动。

为了方便参观游玩，自 2月 1日
起，观澜湖集团将开通多条穿梭巴士
线路，分别从万绿园、白沙门公园、国
贸大润发、明珠路站、中国城、钟楼出
发，市民和游客在花展主会场观赏游
览结束后，可乘坐K2、K3、游3、游7等
多辆免费和公共交通巴士前往观澜湖
新城游玩。

赏花 娱乐 购物
海口观澜湖国际购物中心与三角梅花展同日开门迎客

三三角梅角梅幸福美丽海口·聚焦首届 花展

2016年1月27日 星期三
值班主任：邹永晖 主编：王黎刚 美编：孙发强综合海南新闻B08

■■■■■ ■■■■■ ■■■■■

本报海口 1月 26 日讯 （记者邵
长春 通讯员姚洁斯 实习生李佳霖
宋洁）昨天召开的2015年海南经济运
行情况新闻发布会透露，去年我省全
年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完成 3355.4 亿
元，比上年增长 10.4%，其中房地产

开发投资、交通运输业和水利环境公
共设施管理业投资较快增长，拉动了
全部投资加快增长。

去年房地产开发投资占全部投资
的50.8%，同比增长19.0%；交通运输
业投资占全部投资的12.6%，同比增长

20.5%；水利环境公共设施管理业占全
部投资的7.2%，同比增长23.8%；三行
业投资增速分别比全部投资快8.5个、
10.1个和13.3个百分点。

去年我省开展了投资项目百日大
会战，全年393个重点项目完成投资

1915亿元，进展良好。西线高铁、屯昌
至琼中高速公路通车，海口江东大道
（一期）基本建成，国电西南部电厂两台
35万千瓦机组、昌江核电1号机组并网
运营，华信洋浦石油储备基地、博鳌亚
洲论坛永久会址二期主体完工进入收

尾阶段，海棠湾索菲特度假酒店、海棠
湾红树林度假酒店、昌江棋子湾恒盛元
酒店等五星级酒店基本完工。琼中至
五指山至乐东高速公路、文昌至博鳌高
速公路、万宁至洋浦高速公路、博鳌机
场、铺前大桥开工建设。

去年固定资产投资3355亿元，比上年增长10.4%

我省393个重点项目建设进展良好

本报海口1月26日讯（记者邵长
春 通讯员姚洁斯 实习生宋洁 李佳
霖）昨天召开的2015年海南经济运行
情况新闻发布会透露，去年我省新发现
矿产6处，其中金属矿产2处，非金属
矿产 4处。地质勘查机械岩心钻探

3.66 万米。新增陆地石油探明储量
128.56万吨，新增陆地天然气探明储量
19.46亿立方米。

据介绍，去年全省单位工业增加值
能耗2.4吨标准煤/万元，比上年下降
0.56%。城镇污水集中处理率达到

80%，城市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为
94%。全年造林绿化面积20.1万亩，森
林覆盖率62%，城市建成区绿化覆盖率
38.5%。文明生态村累计达到16448
个，小康环保示范村累计达到278个。

同时，去年全省空气质量优良天数

比例为97.9%。全省94.2%的监测河
段、83.3%的监测湖库水质符合或优于
可作为集中式生活饮用水源地的国家
地表水Ⅲ类标准。海南岛近岸海域水
质总体为优，绝大部分近岸海域处于清
洁状态，一、二类海水占92.8%。

去年全省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为97.9%

本报海口1月26日讯（记者邵长
春 通讯员姚洁斯 实习生宋洁 李佳
霖）昨天召开的2015年海南经济运行
情况新闻发布会上公布了去年全省各
市县地区生产总值，在相关数据表中，
首次公布了“海澄文”和“大三亚”的经
济数据。

据了解，去年全省地区生产总值
3702.8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比上年增
长7.8%。其中东部地区生产总值达到
2248.85亿元，增长7.7%；中部地区生产
总值272.24亿元，增长8.2%；西部地区
生产总值1164.94亿元，增长7.7%。

包括海口、澄迈、文昌等市县在内

的“海澄文一体化综合经济圈”去年地
区生产总值达到 1566.91 亿元，增长
7.9%；包括三亚、乐东、陵水、保亭等市
县在内的“大三亚旅游经济圈”去年地
区生产总值695.82亿元，增长8.1%。

按市县看，海口市地区生产总值达
到1161.28亿元，接近整个西部地区各

市县生产总值之和，比上一年增长
7.5%，三亚市紧随其后，达到435.02亿
元，增长8.2%。

按增长速度看，GDP增长速度超
过9.0%的市县达到4个，分别为澄迈
10.0%、琼中 9.7%、白沙 9.2%、东方
9.1%。

我省三大产业
平稳增长

本报海口1月26日讯（记者邵
长春 通讯员姚洁斯 实习生李佳霖
宋洁）去年在批发和零售业、住宿和餐
饮业全年保持平稳增长的基础上，房
地产业、其他服务业运行不断向好成
为我省服务业增速回升的主要动力，
全年服务业增加值1971.81亿元，同
比增长9.6%，增速比上年加快0.8个
百分点。

同时，金融业持续较快增长、增速
不断加快，为服务业较快发展发挥了
重要作用。海南银行挂牌营运，金融
机构加大对三农、小微企业的信贷支
持，三次调整地方法人金融机构存款
准备金以加大信贷投放力度。本外币
存贷款余额同比分别增长15.5%和
23.4%，金融业对拉动服务业增长的
贡献率超过30%。

2015海南经济运行

“海澄文经济圈”去年GDP达1566亿元

本报讯 记者从22日召开的全省
烟草工作会议上获悉，2015年全省烟
草行业实现税利55.32亿元，同比增长
18.26%，其中，烟草工业企业实现税利
20.91亿元，同比增长7.43%；烟草商业
企业实现税利 34.41 亿元，同比增长
26.30%，全省行业上缴财政 51.10 亿
元；“十二五”期间，全省烟草行业实现
工商税利累计达到206.56亿元，年均增
长19.78%，其中，工业税利年均增长
20.47%，商业税利年均增长19.36%，全
省行业累计上缴财政166.02亿元。

去年，全省烟草行业认真贯彻落实
省委省政府、国家烟草专卖局的决策部
署，积极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履行控烟

履约，各项工作取得新成效。该行业加强
卷烟营销市场化改革，加大品牌培育力
度，优化卷烟销售结构，保持了全省卷烟
市场的稳定，荣获国家烟草专卖局颁发的

“商业卷烟营销特别贡献奖”。深入推进
精益管理，加强资金运营管理，突出成本
费用控制；应用“互联网＋”思维模式，推
进物联网、大数据、移动应用等新技术在
管理领域的应用，强化科学管理，努力降
低运营成本，提高经济效益。深入开展海
南雪茄烟叶适宜种植区域研究，积极开展
科研项目对外合作，加快海南雪茄研究所
基建项目建设，第一期项目已通过立项，
目前正在抓紧组织实施。始终保持卷烟
打假打私的高压态势，严厉打击制售假冒

伪劣卷烟和走私卷烟的违法行为，切实保
护国家税源、维护消费者权益和全省卷烟
市场秩序。全年全省共查处各类涉烟违
法案件1937宗，查获各类违法违规卷烟
2123.48万支，刑事拘留61人，逮捕39
人，判刑13人。加大扶贫资金投入，选派
优秀干部到扶贫点开展精准扶贫，完善基
础设施，积极协调落实帮扶项目。认真履
行《烟草控制框架公约》规定的责任和义
务，坚决支持公共场所禁烟，坚决执行《关
于领导干部带头在公共场所禁烟有关事
项的通知》，加强对新修订广告法的宣传
培训和贯彻落实，特别是认真执行卷烟提
税顺价重大决策，对控烟履约产生了积极
影响。 （沈燕）

全省烟草行业去年利税突破55亿元

本报三亚1月26日电（记者黄媛
艳 实习生陈军）保护三亚河生态，需控
制河上游畜牧面源污染。三亚市天涯
区日前出台《畜禽养殖污染防治管理暂
行办法》（简称《办法》），明确要求全区
22个社区、海坡行政村为禁养区，禁养
区内禁止一切畜禽养殖。

《办法》颁布前已建成的、处于禁
养区内的畜禽养殖场（养殖小区）应限
期搬迁或关闭，养殖户要转产。在规
定时间内不搬迁或关闭的，一律视为
违规搭建。

除设置禁养区外，《办法》还特别

对限养区进行规定。目前天涯区除禁
养区外均为限养区；限养区内禁止在
下列区域内进行养殖：生活饮用水水
源保护区、风景名胜区周边1000米范
围之内；自然保护区的核心区及缓冲
区；居民区、文教科研区、医疗区、商业
区等人口集中地区周边 800 米范围
内；三亚河及上游支流周边1000米范
围内；除三亚河以外的其他河流、水库
等周边 500 米范围内；高铁、高速公
路、省道、国道两侧各200米以内的区
域；国家或地方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
禁止养殖区域。

控制上游畜牧面源污染

三亚河设禁养区

本报三亚1月26日电（记者孙婧
通讯员施展）受今年南下最强寒潮冬季
大风影响，三亚辖区23日起出现风力7
至8级，阵风9级的气象，一旅游客船

“虎鲨”在乐东莺歌海水域受天气影响
无法航行，三亚海事局协调救援船只前
往，将“虎鲨”安全拖带回来，无人员受
伤。

记者了解到，近日，旅游客船“虎
鲨”在乐东莺歌海水域因寒潮大风影
响无法航行，三亚海事局接到指令后

立即联系乐东国电码头“顺诚驳8号”
货船前往守护，并协调南海救助局三
亚基地派出救援船舶“南海救115”前
往事发水域救援，于24日凌晨将“虎
鲨”安全拖带回三亚，船舶、船员情况
良好。

据悉，在接到寒潮预报信息后，三
亚海事局就启动全面部署工作，通过
AIS、CCTV、海防监控系统等设备加
强对各陆岛运输码头、三亚港水域进行
电子巡航，发现在凤凰岛桥头边有“三

无”船舶在非法载客，三亚海事局立即
协调渔政、交通、边防等部门，派出执法
船艇和人员赶往现场劝导，成功制止

“三无”船舶非法载客行为。
此外，为保证辖区水上交通安全，

三亚海事局严禁辖区船舶超抗风等级
开航及码头违规靠泊作业，为此，派出
3组执法人员前往分界洲岛、蜈支洲
岛、亚龙湾、大东海和三亚港辖区，加
强现场监管，及时制止了违规出航游
艇6艘。

寒潮大风令旅游客船海上遇险
三亚出动救援力量将客船安全拖带回港

本报海口1月26日讯（记者王黎
刚）记者从昨天召开的2016第七届环
海南岛国际大帆船赛筹备工作会议上
了解到，到目前为止，已有42支船队确
认参加海帆赛。

本次比赛3月12日在三亚开幕。
海帆赛是国务院44号文中明确支持海
南培育和打造的三大品牌赛事之一。
经过6年的发展，赛事已经成为国内航
程最长、最具挑战性的大帆船拉力赛，
同时其国际影响力也正在逐年提升。

赛事以海口、万宁为赛事经停港
口，分别举行三亚及万宁场地赛、环岛
拉力赛和三亚-万宁往返拉力赛，赛事
总里程 820 海里。参赛船队分为

IRC1-6组、纵横50统一组和J80统一
设计组，共8个组别，其中IRC1-3组
参加三亚场地赛和环岛拉力赛，IRC4-
6组和纵横50统一组参加三亚及万宁
场地赛、三亚-万宁往返拉力赛，J80统
一设计组参加三亚场地赛。

经过多方讨论和认真论证，于去年
11月完成竞赛方案和竞赛通知，竞赛
通知已通过国家体育总局水上运动管
理中心审核并对外发布。目前，已有
42支船队确认参赛，其中IRC1—3组
13支、IRC4—6组8支、纵横50组统一
设计组5支、J80统一设计组6支。赛
队报名截至时间是2月20日，预计将
有超过50支船队报名参赛。

42支船队确认参加环岛大帆赛
赛队报名截至2月20日

贩卖、运输毒品40多公斤

海南一毒贩被执行死刑
本报海口1月26日讯（见习记者计思佳 通讯

员刘佳）结伙与他人贩卖、运输毒品40多公斤，今天
上午，海南定安人林某进被海南省第一中级人民法
院依法执行死刑。

经查，43岁的林某进为海南定安人，2002年9
月因犯故意伤害罪被判处有期徒刑7年，2007年
被假释。

2012年4月初，林某进与杨某兴（已判刑）商
定，由杨某兴负责运回毒品，林某进出资并按每公斤
2000元的价格向其支付报酬。同时，林某进与莫某
德商定，莫某德以每公斤1.7万元的价格从林某进
处购买氯胺酮10公斤。随后，莫某德向林某进预付
毒资现金15万元。

5月7日，林某进抵达广东惠东县，与毒贩肖某
峰见面，林某进验货后决定购买10公斤氯胺酮。

5月8日，杨某兴根据肖某峰的安排，在惠东县
汽车客运站附近拿到 11 包氯胺酮，每包约 1 公
斤。返回海口后，杨某兴根据林某进的指示将其
中10包氯胺酮交给莫某德，剩余1包藏于他的出
租屋内。

第一批毒品运回海南后，肖某峰告知林某进
有质量更好的氯胺酮，林某进提出再购买 30公
斤。5月 l 1日，林某进将30万元汇入肖某峰指
定账户。

5月14日晚，杨某兴再次来到惠东县，从县城
一桥头处接取到毒品后乘大货车返回海口。当车辆
抵达海口秀英港时被公安人员拦截。公安人员当场
从车辆驾驶室休息座上查获氯胺酮30包。净重
29935.62克，塑料袋内的甲基苯丙胺（俗称冰毒）经
采取自然蒸发后净重468.79克。

同年5月14日，林某进取回存放在杨某兴租住
处的1包氯胺酮。5月16日，公安机关将林某进抓
获，在其租住的房间内查获氯胺酮1包，净重985.32
克，还查获甲基苯丙胺2小包，净重1.0349克。从林
某进租借的轿车内查获3小包甲基苯丙胺，净重2.8
克。另查明，2012年4月，林某进在海口贩卖过100
克氯胺酮。

经海南省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及海南高院终
审、最高人民法院复核，法院最终宣判，林某进因犯
贩卖、运输毒品罪被依法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
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经最高人民法院核准
后，1月26日上午，省一中院将罪犯林某进验明正
身，押赴刑场，执行死刑。

省委宣传部、省文明办

慰问生活困难道德模范
中国好人代表

本报海口1月26日讯（见习记者刘梦晓 记者
陈蔚林）今天下午，省委宣传部、省文明办领导到海南
医学院附属医院探望了正在海口接受治疗的全国道
德模范苏金兰，并来到海南省道德模范宋英维以及中
国好人邓育军等模范的家中进行亲切慰问。

记者了解到，在春节来临之前，省委宣传部、省
文明办为36名生活困难的省级（含）以上道德模范、
中国好人送上新春祝福，为每位道德模范、中国好人
发放2000元慰问金，并送上由省书法家协会志愿者
手书的春联一副。

省委宣传部相关负责人表示，开展春节慰问活
动除了为生活困难的道德模范、中国好人送来党和
政府的关怀之外，更是为了树立“好人有好报”的价
值导向，倡导尊崇道德模范、学习道德模范、争当道
德模范的良好社会风气。

各市县也对道德模范展开了慰问活动。

省政府办公厅
给保亭困难群众送温暖

本报保城1月26日电（记者易建阳 特约记者
黄青文 通讯员卓子富）春节将至，基层群众的生产
生活备受各级领导关注。今天，省政府办公厅慰问
组来到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为困难群众送来了新
春的问候和政府的关怀与温暖。

今天上午，省政府办公厅慰问组一行南下挂钩
联系点——保亭什玲镇水尾村委会开展送温暖慰问
活动，为62位孤寡老人送去棉被等御寒物品。随
后，慰问组一行还深入水尾村委会什波罗村和水尾
二村，看望慰问了3户困难群众，与他们拉家常，了
解他们的生活情况。当了解到这3户困难群众的实
际情况后，慰问组要求村干部要尽快对村里因病致
贫的群众进行明确统计，待省里出台相关救助因病
致贫的群众政策后，将第一时间为困难群众争取救
助，以便更好地帮助困难群众解决实际困难。

中俄医科大学联盟国际
医院落户三亚

本报三亚1月26日电 （记者马珂 见习记者
陈雪怡）今天，“2016中俄国际医疗·健康产业创新
发展高峰论坛暨第三届中俄医科大学联盟常务理事
会议在三亚召开。论坛上，中俄医科大学联盟国际
医院正式揭牌落户三亚。

据了解，本次论坛是由北京佳龙集团参股的医
疗健康投资产业集团发起，旨在加强中俄两国高校
交往及深化医疗、健康旅游等领域的交流合作，并推
动海南国际旅游岛建设及高端医疗、健康旅游产业
创新发展。

作为重要参会方，中俄医科大学联盟聚集了中俄
两国共104所（中俄各52所医科大学），包含哈尔滨
医科大学、北大医学院、清华大学、复旦大学医学院、
莫斯科第一国立医科大学、萨拉托夫国立医科大学、
太平洋国立医科大学等中俄知名医学院校，是目前中
俄高校规模最大、参与院校最为广泛的合作联盟。

作为论坛重要成果之一，星源资本投资的“海南
医达星昊医院”成为亮点。在论坛上星源资本与中俄
医科大学联盟达成签约并揭牌——中俄医科大学联
盟国际医院，正式落址三亚市“海南医达星昊医院”。

在首届国际旅游岛三角梅花展现场，工人们在加紧布展。 本报记者 张茂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