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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1月份，全省各市县空气质量总
体优良，其中优级天数比例为89.2%，良级天
数比例为10.8%。

按照城市环境空气质量综合指数（以二
氧化硫、二氧化氮、可吸入颗粒物、细颗粒
物、臭氧、一氧化碳6项指标进行计算）评价，
2016年1月，空气质量排名靠前的5个市县
分别是五指山、保亭、乐东、屯昌和白沙。

2016年1月全省18个市县（三沙市暂
不纳入排名）城市（镇）环境空气质量排名
如下。

海南省生态环境保护厅
2016年2月26日

排名

1

2

3

4

5

6

7

8

9

城市

五指山市

保亭县

乐东县

屯昌县

白沙县

陵水县

昌江县

三亚市

澄迈县

环境空气质量综合指数

1.739

1.759

1.878

1.914

1.976

2.130

2.145

2.154

2.161

排名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城市

琼中县

万宁市

文昌市

儋州市

琼海市

定安县

东方市

海口市

临高县

环境空气质量综合指数

2.181

2.188

2.200

2.374

2.415

2.461

2.538

2.556

2.658

2016年1月市县环境空气质量排名公告 海南省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
公告

（2016）琼01执恢53号
本院依据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本院（1998）海中法经初字第

397号民事判决和权利人的申请，立案执行申请执行人深圳市叁如
实业有限公司与被执行人海南琼山宝利总公司、海南宝利房地产开
发公司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因被执行人拒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所
确定的义务，本院拟将查封被执行人海南宝利房地产开发公司名下
位于海口市国贸大道A6-6地段王府别墅D座（产权证号12858，建
筑面积508.47平方米，四层住宅楼）的房产进行现值评估和处置。
对上述法院待处置的财产有异议者，自本公告刊登之日起15日内
以书面形式向本院提出异议，并提交相关证据材料。逾期本院将依
法处分上述财产。

特此公告
二O一六年三月十八日

海南省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
公告

（2016）琼01执恢54号

本院依据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本院（1999）海中法经初字第
275号民事判决和权利人的申请，立案执行深圳市叁如实业有限公
司与海口海红实业发展有限公司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因被执行人
拒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所确定的义务，本院拟将将查封的被执行人
海口海红实业发展有限公司名下位于海口市西门外西边路综合楼
201号（房产证号11523，面积为387.72平方米）的房产进行现值评
估和处置。对上述法院待处置的财产有异议者，自本公告刊登之日
起15日内以书面形式向本院提出异议，并提交相关证据材料。逾
期本院将依法处分上述财产。

特此公告
二O一六年三月十八日

建言海南

论坛回响
■ 本报记者 侯赛

被称为“安达曼海上的一颗明珠”的
泰国普吉岛，陆地面积仅为海南岛的2%
不到，每年却吸引上千万的外国游客。
前来参加博鳌亚洲论坛2016年年会的
泰国普吉府副府尹乔克第·阿莫瓦特在
接受本报记者专访时，分享了普吉岛旅
游业发展的经验，并针对海南全域旅游
发展战略提出宝贵建议，期待未来可以
在旅游产品开发，以及如何促进本土居
民分享旅游发展红利方面，“姊妹岛”之
间可以互相沟通和借鉴学习。

增加直航航班
增强可进入性

今年博鳌亚洲论坛年会，博鳌机场
的投入使用，对阿莫瓦特来说，是一个莫
大的惊喜。他表示，创建国际旅游岛，发
展全域旅游，对于岛屿经济体来说，最重
要的首先是要加强互联互通，增加直航
航班，增强游客的可进入性。

“普吉岛的旅游业发展一方面得益

于气候的优势，而另一方面，更得益于充
足的直航航班。”阿莫瓦特告诉记者，普
吉岛距首都曼谷近900公里，一开始也
是通过转机，接待一些来此避寒过冬的
欧美客人，后来渐渐加大了国际直航航
线的开通力度，亚洲客人尤其是中国游
客也相继来到这里。

而直达航班的稳定性，也让普吉岛
旅游业受益匪浅。阿莫瓦特举例说，
2014年上半年，泰国外国游客入境旅游
市场曾受到冲击，普吉岛却未受太大影
响。主要原因是普吉岛有大量国际直达
航线，游客可直接来到清静安宁的普吉
岛度假旅游，享受和欣赏旖旎的热带海
岛风光和富有特色的泰国文化。

丰富旅游产品
完善基础设施

“作为岛屿旅游目的地，我们得益于
沙滩、阳光等自然旅游产品体系的优势，
如何突破单一的旅游产品体系，丰富海
岛旅游产品，吸引游客来了一次，还想来
第二次、第三次，这应该是我们共同探讨

的问题。”阿莫瓦特表示，强调全域旅游，
就要建立起与之相匹配的丰富的旅游产
品体系。

阿莫瓦特告诉记者，目前，环保旅游、
历史文化游以及体育娱乐旅游等已经被
确立为普吉岛未来的旅游产品发展方
向。“作为海岛目的地，我们注重自己的生
态保护，文化特质的挖掘，以及致力于开
发更多市场需求的旅游产品，这应该是我
们共同努力的方向。”阿莫瓦特认为，丰富
的旅游产品体系，可以吸引不同个性化需
求的游客，让市场选择更加多元化。

“除了丰富的旅游产品体系，完善的
基础设施建设和服务，也应该是我们不
断努力的方向。”阿莫瓦特表示，虽然是
第一次来到海南，但他对海南岛的环岛
高铁和公路建设印象极为深刻，他表示，
在这些方面，普吉岛和海南应该不断地
沟通，互相借鉴经验。

让本土居民
共享发展红利

“如何吸引外出人员回乡，让旅游发

展的红利惠及每一个本地居民，我认为
海南和普吉岛可以更多沟通和相互借
鉴。”阿莫瓦特在参观了琼海龙寿洋万亩
田野公园，了解到琼海“三不一就”的发
展模式后，认为普吉岛与海南岛之间有
了更多共鸣。

阿莫瓦特认为，“全域旅游强调处处
是风景，这是对游客的尊重，同样，全域
旅游也应该强调对本土居民的尊重，让
每一个人都能分享社会发展的红利。”

阿莫瓦特说，按照多数国家的发展
轨迹，农村在发展之初，几乎都是农民选
择了进城去打工，可生活久了，会发现自
己的生活质量并没有很大的提高，于是
政府鼓励回归故里去工作。这与泰国所
支持实施的乡村政策是一致的，即每个
人都回到家乡，发展自己的家乡。

“人是与家乡共同发展成长的，收支
的平衡会让一个农民家庭幸福，而每一
个农民家庭幸福了，这个国家也是幸福
稳定的。”阿莫瓦特希望，在这一点上，海
南与普吉两个岛屿可以深入沟通，加强
交流。

（本报海口3月28日讯）

泰国普吉府副府尹乔克第·阿莫瓦特：

岛屿旅游发展首在加强互联互通

本报三亚3月28日电（记者孙
婧）三亚海棠湾国家水稻公园项目瞄
准水稻元素，将打造水稻文化旅游基
地。记者今天从项目方获悉，项目一
期工程投资2.8亿元，包括袁隆平水
稻试验田等稻田景区，以及民俗文化、
艺术产业、创意旅游等不同板块。

“国家水稻公园要建成农旅结合
的水稻文化基地，现在一期项目计划
投资2.8亿元，规划用地3800亩。”三
亚市海棠湾国家水稻公园开发有限公
司相关负责人表示，水稻公园将建在
海棠区龙江塘片区。

记者从布局示意图上看到，公园
的主体是2700亩的水稻田景区，其中
300亩作为袁隆平水稻试验田。外
围则依次布局了风情小镇、农耕博物
馆、民间艺术美术展馆、大型实景演义
舞台、乡村主题酒店、商业街、水稻风
情摄影基地等板块。

三亚打造水稻
文化旅游基地
海棠湾国家水稻公园一期
投资2.8亿元

本报海口3月28日讯（记者金昌波 通讯员
林玥）今天下午，省检察院在海口召开集中整治和
加强预防扶贫领域职务犯罪专项工作座谈会，邀
请省扶贫办以及教育、财政、审计、交通、农业、林
业、水务、民政和发改委等省直相关部门领导，共
同为检察机关参与查办、预防扶贫攻坚领域职务
犯罪献计献策，并决定在全省开展为期5年的集
中整治和加强预防扶贫领域职务犯罪专项工作，
严肃查办、积极预防扶贫领域的职务犯罪。

自2014年底开始，省检察院和省发改委、省
农业厅共同在全省开展了为期一年半的涉农项目
职务犯罪专项预防工作，对416个涉农项目8.1亿
元专项资金逐一核对，从中立案83人，追回被套
取、骗取或不当发放的资金2400余万元，检察机
关还向有关部门提出检察建议53份，建立健全规
章制度72项，推动了中央、省委强农惠农富农政
策的落实，同时，也为服务保障脱贫攻坚战积累了
经验。

今年3月7日至16日，省检察院再次组成9
个调研组，对全省各个市县的扶贫工作进行专题
调研，详细了解了我省扶贫工作情况，并草拟了
《关于充分发挥检察职能为海南打赢脱贫攻坚战
提供有力司法保障的意见（征求意见稿）》，提出了
检察机关服务保障脱贫攻坚12条措施。会上，与
会人员从不同的角度对进一步做好脱贫攻坚专项
工作提出建议和意见。

省检察院表示，将认真梳理、研究和吸纳各部
门的建议，进一步修改完善，尽快印发全省各级检
察院执行。同时，省检察院党组决定在全省开展
为期5年的集中整治和加强预防扶贫领域职务犯
罪专项工作，严肃查办、积极预防扶贫领域的职务
犯罪，推动扶贫政策和资金落实到位，为如期实现
脱贫攻坚目标营造风清气正的良好环境。

会议由省检察院检察长贾志鸿主持。

我省将集中整治预防
扶贫领域职务犯罪
为期5年，推动扶贫政策和资金落实到位

泰国普吉府副府尹乔克第·阿莫瓦特。
本报记者 陈元才 摄

本报海口3月 28日讯（记者许春
媚 陈雪怡 黄媛艳 通讯员周水 冯丽
文 陈栋泽）3月 27日，中国民航正式
执行夏秋季航班计划。记者今天从海
口美兰国际机场、三亚凤凰国际机场
南北两大机场获悉，今年新航季两大
机场共计开通国内外航线62条，较去
年同期均有大幅增长，民航业根据海
南即将到来的4月反馈情况，均分析认
为其不再是传统淡季的开始，而是冬
春旺季的延续。

据悉，此航季将持续到10月29日，
共计31周217天。

美兰机场方面，新开通海口⇌毕节
⇌兰州、海口⇌桂林⇌忻州、海口⇌惠州
⇌西安、海口⇌临汾⇌呼和浩特、海口⇌
天津⇌锦州、海口⇌兴义⇌成都等航线
46条，计划执行航班84020架次，每周
航班量达到2710架次，同比上个夏秋航
季增长26.5%。今年夏秋航季新开通了
锦州、兴义、惠州、临汾等航点，计划通航

城市达到82个，同比上个夏秋航季增加
了12个；有33家航空公司计划在美兰
机场运营130条航线，比去年同期增加
26条。

“今年的4月份已非传统淡季的开
始，属于冬春旺季的延续。”美兰机场相
关负责人告诉记者，近几年来通过政府、

企业的通力合作营销，海口的航空市场
已经呈现出淡季不淡的新特点，“去年4
月至5月美兰机场旅客量已与7月至8
月暑运持平，4月客座率88.9%，高出夏
秋平均客座率2.1%，今年的市场预计会
更好。”

该负责人表示，目前，海口至广州、

深圳、长沙等重点城市的航班进一步加
密，如海口至广州的航班一天高达20
班，至北京、深圳、长沙等地的航班每天
达到13班以上，“海口至一线城市的航
班公交化、至二线城市的航班快线化已
基本成型，至三四线中小城市的通达性
也正不断增强。”

凤凰机场方面，新航季新增16条
国内外航线，其中国内航线9条，国际
航线7条。将有28家国内外航空公司
执行三亚进出港航线，包括海南航空、
南方航空、中国国际航空、东方航空、
香港航空、港龙航空、胜安航空、马印
航空等。

南方航空、海南航空、吉祥航空
将新开三亚⇌桂林⇌成都、三亚⇌
济南⇌沈阳、三亚⇌温州⇌大连等
航线；四川航空和首都航空将新开
三亚⇌高雄、三亚⇌胡志明、三亚⇌
岘港等航线，持续扩充东南亚航空
市场。

2016夏秋航季拉开大幕

美兰、凤凰机场新增62条国内外航线

3月28日，机器轰鸣，渣土车穿梭，海口国家高新区美安科技新城工地一派热火朝天建设场景。
昔日的荒坡上，美安科技新城的骨架逐渐成型，正日益展示出琼北高新技术聚集核心区的风采。据悉，美安科技

新城目前已累计完成投资45亿元，一期路网年内将全部打通，实现功能性通车，完成总工程量的85%。
记者 古月 通讯员 王媛 摄

绿草荒坡
将崛起科技新城

三亚凤凰国际机场

新开通航线16条，国内

9条，国际7条；将有28家
国内外航空公司执行进出港
航线。

本报海口3月28日讯（记者陈怡）博鳌机场
建设项目是海南省重点工程，省委、省政府高度重
视。海航集团今天举行“向建设者致敬——博鳌
机场建成运营庆功大会”，表彰并奖励参与博鳌机
场建设的先进集体及个人，累计奖金近3000万
元。

该项目于 2015 年 3 月 19 日开工建设，于
2016年1月完工。建设者们以不到10个月的建
设周期完成项目建设，彰显了海南精神，创造了海
航速度。

博鳌亚洲论坛年会是我国实施周边外交、多
边外交的重要平台，博鳌机场重点服务博鳌亚洲
论坛年会，机场的建成真正实现了“一地办会”。
同时，该机场建成运营将进一步完善海南空中运
输航线，强化海南空运能力及综合交通运输网络
体系，带动海南旅游产业升级，提升对外开放水
平，加快国际旅游岛建设，助力海南参与“一带一
路”的战略建设，促进海南经济发展。

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毛超峰表示，在博鳌亚
洲论坛年会期间，国家领导人、外国政要、中外记
者对博鳌地区基础设施发生的显著变化交口称
赞，其中亮点之一是博鳌机场的建成运营。

毛超峰认为，其重要意义有两点，一是海南如
何在经济新常态下，走出了一条加快海南经济社
会发展之路。博鳌机场的建成运营给予重要启
示：大家只要坚守肩上的责任，努力苦干没有干不
成的事。二是博鳌机场在10个月内建成运营，提
振了全省上下、各行业的信心和干劲，可以说博鳌
机场建成运营的意义远远超越了一个机场的建
设，将激励、激发全省人民奋进拼搏，扎实肯干，顺
利完成“十三五”期间的各项目标和任务。

博鳌机场助力
海南立体交通

本报讯（记者黄媛艳）记者日前从
丽星邮轮发布会上获悉，丽星邮轮今
年将新增以海口、三亚为母港，前往越
南芽庄等地的邮轮航线。

11月3日至12月25日，丽星邮
轮“天秤星”号将开启以海口为母港的
邮轮航线，执行“海口—下龙湾—岘港
—海口”的全新航线，该航线为4天3
晚，逢周四出发，价格最低为1999元/
人。同时，“天秤星”号还将开通“海口
—公海—芽庄—岘港—海口”的5天4
晚航线，逢周日出发。

从12月 26日至 2017年 3月 31
日，“天秤星”号将开启以三亚为母港
的邮轮航线，执行“三亚—岘港—下龙
湾—三亚”4天3晚的航线，逢周五出
发；同一时间内，也将执行“三亚—公
海—芽庄—岘港—三亚”的5天4晚
航线，价格最低为2490元/人，逢周一
出发。

丽星邮轮有关负责人透露，此次
开通的邮轮航线集旅游观光、欣赏传
统文化和美食购物等为一体，为旅客
带来更多的邮轮度假体验。

值得一提的是，为实现“海空联
动”协调发展，三亚目前已开通“三亚
—芽庄”“三亚—岘港”的直达航线，将
极大促进该市开拓东南亚客源市场，
打造更为多元的旅游度假产品体系。

丽星邮轮今年
将开通多条航线
以海口、三亚为母港，前往
越南芽庄等地

2016年夏秋航季
（3月27日——10月29日）

海口美兰国际机场

新开通航线46 条，每
周航班量同比增长26.5%；
计划通航城市82个，同比
增加12个。

制图/许丽

◀上接A01版
他指出，东昌农场要抓紧研究和解决改革试点中
遇到的重大问题，对私垦私占地、退休不退地、周
边农民侵占农场用地的要坚决收回，并要避免因
地上作物补偿标准过高而增加改革成本。农场
改革与发展要同步推进，既要加快设立“东昌
居”，剥离社会管理职能，又要加快完善操作性强
的企业化改革方案，抓紧组建和做实农场投资公
司，积极寻找合作对象，发展项目公司，培育市场
主体。省农垦投资控股集团要大力支持农场公
司化改革和农场投资公司发展合作项目。农场
党员干部要带头深刻理解中央和省委省政府关
于农垦改革发展的文件精神，带头落实改革举
措，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各级各方执行政策要切
实做到一视同仁，避免厚此薄彼、影响改革推
进。他希望东昌农场今年6月底前稳步完成农
场公司化改造和社会管理移交，为全省农垦改革
取得阶段性成果发挥示范作用。

省直有关部门、省农垦投资控股集团以及海
口市、文昌市有关负责人参加调研。

李军在东昌农场调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