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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县心声

儋州

■ 本报记者 陈蔚林

“把儋州建设成为海南西部最大
的物流园区”“深入挖掘儋州文化，用
文化辐射影响周边地区”“面向东盟在
儋州发展智能制造业，充分发挥儋州
作为西部中心城市的作用”……省五
届人大四次会议开幕两天以来，儋州
代表团的审议现场总是热火朝天。代
表们拿着满是勾画和注释的《政府工
作报告》和《海南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
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草案）》，围
绕“儋州加快建成海南西部中心城市”
建言献策。

“省‘十三五’规划纲要对全省经济
社会发展作出了全面部署，是指导全省
未来五年发展的纲领性文件。”严朝君
代表认为，规划纲要提出要建成万洋高

速公路、加快儋州机场前期工作、推进
儋州国家新型城镇化综合试点等，为儋
州今后的发展注入了强大的动力，使儋
州人民深受鼓舞，备感振奋。

但是，严朝君代表同时提出，目前，
儋州还面临着发展不足，特别是经济总
量、财政收入规模不大、综合经济实力
不强等诸多问题。与会代表纷纷结合
工作实际、调研成果提出攻坚破题的意
见建议。

“东盟十国人口众多，消费潜力巨
大，儋州为什么不能凭借独特的区位优
势，承接广东等地产业转移，面向东盟
市场大力发展智能制造业呢？”王大辉
代表分析认为，若是面向国内市场，与
广东、深圳等制造业发达地区竞争，儋
州在劳动力和运输成本上都没有较大
的竞争力，但如果乘着“一带一路”国家

战略之东风，凭着海南大胆开放、先行
先试的好经验、好作风，发展符合海南
生态立省原则的智能制造业，儋州大有
可为。

张耕代表在审议中透露，儋州机场
将在 2016 年内完成前期工作，争取
2017 年开工建设，于 3 年内完成建
设。这一信息也给与会代表带来灵
感。刘成才代表就说，儋州应该尽快开
始谋划设计，建设与机场规划设计配套
的临空产业园，利用日益成熟的交通、
物流条件，不仅吸引广大游客，也吸引
高新技术人才、企业来到儋州、落户儋
州，趁势而为打造一个“海南西部高新
技术园区”或“海南西部新区”，为儋州
经济发展崛起凝智聚力。

对此，严朝君代表表示认同，他补
充，儋州还要立足洋浦港、白马井中心

渔港和将要开工建设的儋州机场空港
发展现代临港工业，要加快推进木棠工
业区和王五农产品加工物流区基础设
施建设，重点发展农产品加工、修造船、
水产品加工、下游化工、现代物流等产
业，以此补齐工业“短腿”。

你谈经济、我讲生产，张萍代表却
另辟蹊径。她认为，素有“诗乡歌海”之
称的儋州文化资源极为丰富，不仅有北
宋文豪苏东坡留下的千古绝唱，中国书
法家协会授予的“中国书法之乡”称号，
在这片热土上孕育成长的儋州调声也
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海南本土音乐之
风采——省文联聚力打造，以海南民族
民间音乐精典曲调编创的音乐组曲《椰
岛神韵》中，以儋州调声为基调的曲目
占据了半壁江山。

当前，儋州还逐渐培育起雪茄文

化、旅游文化等许多新的文化业态，张
萍代表建议，“儋州应该深入挖掘文化
资源，以不断增强的软实力辐射和带动
周边市县，以此建成和巩固儋州的西部
中心城市地位。”

严朝君代表表示，儋州面临着升格
为地级市、成为国家新型城镇化综合试
点市的历史新机遇，西环高铁的开通、
万洋高速公路的建设、海花岛这一重大
项目的实质性开工建设，都为加快把儋
州建设成为海南西部中心城市提供了
强劲推力。“十三五”期间，儋州要认真
落实“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
大发展理念，抢抓新机遇、奋发新作为，
大力实施“一市双城三区四地”发展战
略，推动儋州从“内陆时代”走向“滨海
时代”，切实扛起海南西部重镇的责任
担当。 （本报海口1月27日讯）

儋州代表团热议加快建设西部中心城市——

奋发作为抢机遇 书写西部新华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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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会特写

陵水

本报海口1月27日讯（记者况昌勋）参加海
南省两会的省人大代表张耕透露，儋州机场将在
年内完成前期工作，3年内完成建设。

2016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海南省“南北东
西、两干两支”机场布局加快推进，今年将抓好美
兰机场二期扩建、凤凰机场三期改扩建，确保博鳌
机场在今年博鳌亚洲论坛年会前投入使用。重点
做好儋州机场项目前期工作。

2015年省两会时，张耕就向大会提交《加快
推进儋州机场建设》建议，今年儋州机场筹建情况
有了新进展。张耕介绍，儋州机场已经得到了中
国民用航空局的支持，正在按照省委省政府的部
署加快推进前期工作，争取明年开工建设，3年内
完成建设。

张耕介绍，儋州机场的建设，对完善海南省
“南北东西、两干两支”的运输机场布局，对提
升国际旅游岛建设水平，促进西部地区经济社
会加快发展和促进儋州加快海南西部中心城市
建设具有重大意义，并将给当地老百姓带来更
多的福祉。

根据公开消息，儋州机场项目规划占地面积
约2.2平方公里，总投资额约15亿元。近期目标
机场年旅客吞吐量为90万人次，远期到2045年
目标机场年旅客吞吐量达360万人次。

省人大代表张耕透露：

儋州机场计划
3年内建设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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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会速递

本报海口1月27日讯（记者金昌波）“海南
有着宜于人居的生态环境，完全有资本、有实力在

‘健康中国’的国家战略中大有作为。”在省政协六
届四次会议上，省政协委员陈冬霞建议，海南将环
境友好型的大健康产业作为海南经济新的增长
极，全方位支持大健康产业的发展，倾力打造海南
健康岛。

“从目前情况看，无论是国家，还是个人，对于
健康的投入，我国都远低于欧美发达国家，海南也
不例外。”陈冬霞告诉记者，最新数据统计显示，我
国农村居民人均年度消费支出中医疗保健为
614.2元，城镇居民人均年度消费支出中医疗保健
为1118.3元，我省的人均卫生费用为2067元。

“对比之下，差距还是很大的。”
就如何打造海南健康岛，陈冬霞有三点建议：

一是在海南博鳌乐城医疗先行区的基础上，整合
海南医药产业、养老产业、度假旅游产业、医疗服
务行业、各市县自然生态环境等优势资源，制定海
南大健康产业发展总体规划；二是有针对性地制
定鼓励产业发展的优惠政策，从土地、税收、财政、
项目、人才、医疗报销等多方面，倾斜支持大健康
产业的发展；三是大胆创新，进一步加大医改力
度，开放社会资金办医的政策环境，积极培育健康
市场。

陈冬霞委员：

全力打造海南健康岛

本报海口1月27日讯（记者陈蔚林）今天，
琼中代表团向省五届人大四次会议提出建议，建
立对计划生育特殊家庭（独生子女死亡或伤残）的
关怀扶助长效机制，让为国家作出贡献的计划生
育家庭优先分享改革发展的成果，让他们精神上
得到慰藉、生活上得到帮助。

琼中代表团指出，我国实行计划生育政策30
多年来，随着计划生育工作的深入开展，部分计划
生育家庭出现了一些新的情况和问题，特别是有
的独生子女父母达到不能生育的年龄后，遇到独
生子女意外死亡、伤残或患重大疾病，在养老保
障、精神慰藉、健康护理、应急救助等方面面临许
多现实困难。

虽然我省对这些家庭有特别扶助政策，但条
件非常严格，需同时符合以下基本条件：1933年1
月1日以后出生；女方年满49周岁；只生育一个
子女或合法收养一个子女；现无存活子女或独生
子女被依法鉴定为残疾（伤病残达到三级以
上）。因此，有些家庭独生子女死亡或伤残后，
而父母年龄达不到特别扶助政策领取条件，就不
能享受国家特别扶助政策。还有的家庭生活非
常贫困，既使得到特别扶助，也是杯水车薪，基本
生活得不到保障。

琼中代表团建议，对女方年满49周岁且符
合条件的独生子女死亡、伤残家庭，在享受国家
的特别奖励扶助金的基础上提高扶助金补贴标
准，提高扶助补贴标准为：农村独生子女伤残
500元/月；农村独生子女死亡600元/月，城镇
独生子女伤残 700 元/月；城镇独生子女死亡
800元/月。

同时，琼中代表团建议，出台计划生育特殊家
庭扶持政策，对特殊家庭因灾害、疾病等原因导致
家庭生活困难的，根据实际情况及时予以医疗、养
老和住房等一系列扶持政策。

琼中代表团：

建立计划生育特殊家庭
关怀扶助长效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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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提案建议本报海口1月27日讯（记者况昌
勋 程范淦 通讯员陈思国）吸收着北纬
18度的冬日阳光，陵水圣女果飘香全
国。今天，在省两会陵水厅，圣女果成
为了焦点，让不少代表刹不住话，从圣
女果说到农业，说到农民。

农产品、农业、农村，之所以成为陵
水黎族自治县代表团各位代表的关注
焦点，是有原因的。数据显示，陵水地
方一般公共财政预算收入连续10年保
持高位增长，而陵水农村居民人均收入
却落后全省，并且与全省平均水平的差
距在一步步拉大。

“农业是陵水的特色产业，但目前
农业生产大部分仍是以家庭为单位的
小农经济，品牌农业还有很大的提升空

间。”省人大代表麦正华说，提升发展热
带特色高效农业，是推动陵水农业农村
发展、增加农民收入的关键措施，是民
生需要。

“说句实在话，陵水农业没有拳头
产品，现在也只有圣女果有一定的规
模、有一定的名气。”省人大代表黄聪
说，陵水圣女果品牌之所以能建立起
来，就是实现了标准化生产、采摘，口感
好，在创建品牌过程中发现，品牌农产
品带来的效益远高于普通大路货。

黄聪话还未落，另一位基层代表周
巨红插话说：“陵水圣女果有名气了，价
格高，其他地方的圣女果也被拉到陵水
包装，冒充陵水圣女果。长此以往，会
逐渐侵蚀、冲击陵水圣女果的品牌。”

农业品牌要创建，也要保护，这样
才能可持续。坐在一旁的陈国舜问道：

“其他地方的圣女果混进来了，能把这
些‘李鬼’查出来吗？可以建立可追溯
系统，贴上二维码，这箱圣女果是哪块
地的、怎么种的、什么时候采摘的等信
息都能够查到。”

“我们到山东、浙江、新疆等农业发
展大省考察时，这些省区的农产品品牌
保护值得我们借鉴。”黄聪说，“新疆一
些地方规定，农户采摘葡萄需要采摘许
可证。农民需要采摘葡萄了，先向当地
农技人员申请，农技人员到地里进行检
测，农残、质量等条件合格了，就给采摘
许可证。没有采摘许可证的葡萄，收购
商不会接收或者不能打吐鲁番品牌。

这样一来很好的杜绝了‘李鬼’，也保证
了农产品质量。”

打造品牌农产品，不仅要看产品质
量，还要看品种。“陵水种植冬季瓜菜的
时间在全省算是领先的，但是经过这么
多年的发展，一些老的品种逐渐从高效
变成了低效，需要进行调整。”省人大代
表杨松仕说，陵水可以从外地引进一些
适合陵水种植、且符合市场需求的新作
物、新品种。

去年，陵水现代农业示范园可谓
“火爆”全省，在园区内，就培育了不少
新的品种，等待推广、走向市场。当然，
示范园内，一系列现代科技也让参观者
惊讶不已。

省人大代表杨文平说，“亩产经济

论英雄”，农业需要插上科技的翅膀。
陵水要继续加强现代农业科技示范基
地、标准化生产基地建设，发挥带动和
示范作用，同时加强农业科研教学推广
合作单位、农业科研院所的合作，走产
学研一体化道路，提高产品科技含量，
增强农产品竞争力。

互联网是现代科技的重要内
容。麦正华说，互联网可以提升改造
传统农业，目前陵水正在在实施“互
联网+农业”行动计划，做好“农村互
联网基础设施、农村电子商务公共服
务平台、农业大数据平台和物联网”
三大基础项目建设，并已经和阿里巴
巴集团合作，引进了“农村淘宝”项
目，推进品牌建设。

陵水代表团献计发展品牌农业——

要让圣女果“甜”进农民心中

■ 本报记者 杜颖

“老倪！这会议茶歇的10分钟，我
可是登门了，咱俩聊聊！”在今天省人大
代表分组审议会场，东方团的吉明江代
表笑着走进了海口团，来找倪强代表。

两名人大代表都是市县官员，在场
的工作人员颇为熟悉：一位是东方市委
书记，一位是海口市长。两人不但是省
人大代表，也同是全国人大代表。在北
京，在海南，4年多来共同议政，可像这

样借两会时间找上门来拍板定事的还
是头一回。

吉明江代表先掏了“心窝子”：“倪
市长，我来的目的，是希望能够促成八
所港与海口港的合作！”吉明江坦陈，八
所在外出名的有两样东西：一个是铁
路，一个就是码头。这些设施都是解放
前建的，经历世纪风雨，如今八所港还
在为东方市的经济社会发展服务。

“2013年之前，越南等东盟国家原
材料都从八所港进入海南，再集散全

省；后国家进行了港口政策调整，从
2013年之后海南对东盟的原材料需求
基本都是海口港派船队赴东盟采购，这
意味本可直接从八所港上岛的货物，都
要绕道北边，在海口港卸载，再南下或
北上，造成资源的浪费。”吉明江说，“我
们何不‘强强合作’形成‘一带一路’强
大的航母团队？”

去年，八所港吞吐量达到3500万
吨，海口港在全省1.5亿吨吞吐量中占
去了绝大多数份额，说海口港是“航母”

并不为过。
吉明江代表的提议，倪强连连点头，

“港口发展，靠单打独斗不行，港口与港
口之间是要相互合作的！我们现在与洋
浦合作，下一步就要与八所港紧密合作
起来，成为名副其实的港口集团，这也符
合省委对海南港口发展的要求。”

“由你海口港作航母，八所港做依
托，我们两市共同受益！”

“我也向您推荐承担海口港运力的
两家船队，他们现在的业务也正在向东

南亚等地区延伸。”
两位代表不谋而合，我省两大港口

“联手”在即。
“实现港口资源的整合，东方便可

以插上飞翔的翅膀。”吉明江对此充满
期待，“利用八所港各种专业码头，提高
东方市与东盟航线的航班航次和服务
水平，八所港便可以在海口港带动下，
成为边贸的重要港口和集散地。”

10分钟的交流，两个城市的携手
共赢…… （本报海口1月27日讯）

海口港八所港谋求“联手”，背后有个生动故事——

两名城市官员的10分钟对话

1月27日，省两会如火如荼进行中。而在盛会的背后，是媒体记者、安
保人员、服务人员等忙碌的身影，他们是两会中一道不可或缺的风景线。

盛会背后的身影

上图为媒体记者们
为了拍到更好的画面，
早早赶到会场抢占有利
位置。

本报记者 张杰
实习生 胡靖明 摄

左图为政协分组讨
论会场，秘书处工作人
员忙着记录委员的发
言。

本报记者 张杰
实习生 胡靖明 摄

右图为小记者
团队在两会现场赶
稿件，他们年龄虽
小，却不失职业记者
风采。
本报记者 李英挺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