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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2016海南黎族苗族
传统节日“三月三”

还有 天1

■ 本报记者 黄媛艳

200多亿元的投资，占地4000多
亩，如此大体量的重要项目，三亚最近
果断拒绝。理由只有一个，纯商业地产
开发不符合三亚经济转型需求！

类似的案例，在三亚并不鲜见。三
亚清醒地认识到，要以发展质量为重，
优中选优，严把项目入口关。从“招商”
到“选商”，鹿城主动适应经济新常态，
培育发展新动能。

培育发展新动能成共识

市委书记当起“推销员”，这在三亚
不稀奇。

海博会上，省委常委、三亚市委书
记张琦过了一把“自行车瘾”，他骑着竹

子制成的创意自行车，感受新技术带来
的新体验，以实际行动为三亚低碳绿色
创意产业“吆喝”。

同一周，张琦把广东省委常委、广
州市委书记任学锋一行请到鹿城，在三
亚代表团赴粤取经的基础上，邀请兄弟
城市的负责人实地了解三亚情况，在邮
轮、高新技术和旅游产业等新兴经济领
域现场推介鹿城资源，谈合作，取真经。

邀请德国健康产业代表话合作，共
建医疗产业园项目；接待海博会嘉宾，
早餐会成为洽谈会；会见企业家代表
团，共话“深亚产业园”建设；邀请专家
把脉美丽乡村建设，风情小镇打造产业
小镇……

发展新经济、培育新动能，升级传
统动能、塑造核心竞争力，是三亚把握
大众旅游消费特点，遵循新发展理念、

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的必然选择，亦已
成为鹿城各界的共识。

“最近一个高端酒店项目业主主动
提出放弃可带来现金流的配套地产项
目，项目设计中将别墅部分改为游乐空
间，更加重视项目、产业的可持续发
展。”三亚海棠区区委书记林海透露，海
棠湾瞄准产业方向，有选择性地招商，
不断提高项目引进门槛，引导产业进
驻，实现产城融合发展。

撬动新产业发展成常态

博鳌亚洲论坛年会期间的“医疗
热”也延续到了会后。3月26日，三亚
中医健康旅游的重点项目——三亚国
际友好中医疗养院正式开业。

从三亚国际友好中医疗养院开业，

到哈佛附属布莱根医院落户三亚，健康
产业成为三亚发展新引擎。张琦透露，
医疗健康产业是中国的朝阳产业，三亚
下决心大力发展健康服务业，建设未来
面向中国、面向东南亚乃至面向世界的
健康疗养中心。

为确保系列产业发展有稳固的抓
手，鹿城积极融入“大三亚”旅游经济
圈，以“多规合一”为基础，以“十大工
程”“十项计划”为抓手，加快实施产业
发展计划，分区推进全域旅游发展计
划，稳步实施国际化进程推进计划，做
实做强三亚经济。

“三亚成立创业产业引导基金，充
分发挥金融机构的作用，推动产业结构
调整。”三亚市市长吴岩峻表示，鹿城坚
持“以亩产效益论英雄”，围绕重点产
业，逐步发展亚龙湾玫瑰风情小镇等8

个特色产业小镇，有序推进现代服务业
产业园、临空产业园等14个产业园的
规划建设，促进项目集聚，引进优质企
业和项目，优化产业结构。

新产业快速推进，传统产能转型升
级。今年前两个月，三亚新建商品房销
售网签数量同比增长52.52%，网签面
积同比增长48.09%，房地产业去库存
成效明显。同时，全市房地产业增加值
GDP占比从“十一五”末期的32.2%下
降到2015年的16.6%，跌幅近50%。

“去年，我们只有3.6%的土地出让用
于房地产，单纯的房地产项目一律免谈，
今年只会更严。”三亚市发改委主任张利
透露。今年三亚固定资产计划投资776.6
亿元，房地产项目比去年减少13个，基础
设施项目同比增长52.57%，高新技术项
目同比增长62.94%。 下转A04版▶

从“招商”到“选商”，撬动新产业发展

三亚：经济转型注入新动能

■ 本报记者 况昌勋

今天上午，在琼中黎族苗族自治
县加钗农场白石岭水库，王世才如往
常一样，沿着水库巡查，量一量坝体上
的草，超过了10厘米，他就用刀割短。

王世才是琼中水务局聘请的3位
白石岭水库管理员之一。“之前水库坝
体草木丛生，都有一人多高，容易滋生
白蚂蚁，导致土坝漏水，而草高也看不
出来哪里漏水，到了雨季，就成为悬在

老百姓头上的一把‘利剑’。”王世才说。
今年以来，海南着力推进农垦水

库行政管理职能移交地方改革工作，
经过努力，目前移交工作已完成，明晰
了农垦水库安全管理责任，明确了加
强农垦水库安全管理的各项措施，利
于市县统筹防洪防灾。

明确责任破解“两张皮”

时处旱季，白石岭水库水位较低，

四周甚至已见底。“但是，巡查工作不能
马虎。”琼中水务局副局长高柳说，“水
库安全要防患于未然，3位管理员每天
24小时巡查值守，无论有没有问题，都
要向我们汇报，只有这样，进入雨季后
的防汛防洪才能做到心中有数。”

然而在两年前，高柳对白石岭在
内的5座水库总是心里没底。“这5座
水库是农垦水库，改革前行政管理体
制不顺，我们不知道水库情况如何。”
高柳说。

据悉，我省农垦有88座水库，分
布在13个市县的24个农场，其中小
（1）型水库 33 座、小（2）型水库 55
座。省水务厅有关负责人表示，由于
农垦水库行政管理职能承担主体不明
确，相关市县政府和市县水行政主管部
门未能很好地对农垦水库安全进行监
管，农垦水库的日常管理不到位、工程
效益低下、安全隐患比较突出，严重影
响了水库下游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下转A04版▶

农垦水库行政管理职能移交市县

海南为农垦水库装上“安全阀”

4月6日，位于海口国家高新区美安科技新城内的美安产业孵化园一期项目7.7万平方米的办公楼已经基本
完工，只待企业入驻。今年3月，创志实业、东旭光电等10家企业签约入驻高新区。一季度，高新区顺利实现开门
红，不仅为自身跨越发展开拓了空间，也为海口市经济发展注入新活力。 本报记者 王凯 摄

海口美安新区
筑巢待凤来

本报海口4月7日讯（记者孙慧 通讯员王晓欣）
记者今天从省住房公积金管理局获悉，为提升住房公
积金服务质量，提高缴存职工满意度，自2016年4月1
日起，凡在省住房公积金管理局缴存住房公积金的单
位一律建立住房公积金单位专管员制度，并实行住房
公积金提取业务单位集中办理制。

据介绍，住房公积金专管员由缴存单位指定、住房
公积金管理局认可，主要负责本单位住房公积金的缴
存申报、单位缴存信息变更、转账汇款等住房公积金相
关归集业务；协助本单位职工办理住房公积金各项个
人业务、与公积金管理局核对个人缴存余额、贷款余额
等具体业务数据；解答本单位职工住房公积金相关问
题；协助住房公积金管理局做好住房公积金政策宣传、
核实职工在办理业务时所涉及的相关情况；整理并保
管本单位住房公积金相关文件、资料和凭证。

缴存职工如果不是急需提取本人住房公积金的，
均可以在准备好提取材料后，本着自愿原则，交由本单
位住房公积金专管员进行初核、保管和代办。住房公
积金管理局还将设立专门的服务窗口受理单位集中办
理提取业务的申请，方便专管员办理业务。

我省建立住房公积金专管员制度

公积金提取
可由单位集中办理

本报海口4月7日讯（记者罗孝平）庄严肃穆的
黎祖祭祀大典，古老的黎锦、苗绣、制陶技艺，令人捧腹
的少数民族传统体育竞技比赛……最甜不过糯米酒，
最美不过“三月三”。

2016海南黎族苗族传统节日“三月三”活动将于
4月9日至11日在白沙黎族自治县举行主会场活动，
届时，全省多地将合奏起欢快的海岛欢歌，听不尽原生
态民歌对唱，赏不完黎家苗家风情。

为了全方位展示海南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民
族团结进步、百姓增收致富、文化长足发展的全新风
貌，本报明日推出全彩特刊《欢庆三月三》（见4月8
日B05—B12版），展示全省民族地区“十二五”经济
社会发展成就和部分民族市县的新发展、新气象。敬
请关注。

本报今日推出
《欢庆三月三》特刊

据新华社北京4月7日电（记者韩
洁 申铖）财政部等11部门7日正式公布
《跨境电子商务零售进口商品清单》，意
味着将于8日实施的跨境电商零售进口
商品新税制一切准备就绪。今后只有清
单上的商品能够按照跨境电商零售进口
的新税制来进口，清单之外商品仍执行
一般贸易税收政策或行邮税政策。

根据新税改方案，4月8日之后，我
国对跨境电商零售进口商品将不再按
邮递物品征收行邮税，而是按货物征收
关税和进口环节增值税、消费税。

据财政部消息，跨境电子商务零售
进口税收政策实施清单管理，主要是为
了避免工业原材料等商品通过跨境电
子商务零售进口渠道进境，扰乱正常贸
易秩序，同时便于日常征管操作。这也
是延续了此前征收行邮税时“个人自
用”的规定。

此次公布的清单共包括1142个8
位税号商品，主要是国内有一定消费需
求，可满足相关部门监管要求，且客观
上能够以快件、邮件等方式进境的生活
消费品，其中包括部分食品饮料、服装

鞋帽、家用电器以及部分化妆品、纸尿
裤、儿童玩具、保温杯等。

根据相关主管部门的意见，清单内
的商品将免于向海关提交许可证件，检
验检疫监督管理按照国家相关法律法
规的规定执行；直购商品免于验核通关
单，网购保税商品“一线”进区时需按货
物验核通关单、“二线”出区时免于验核
通关单。

财政部表示，清单将根据跨境电子
商务发展、消费者需求变化等因素适时
进行调整。 (相关报道见A10版)

《跨境电子商务零售进口商品清单》正式公布

海淘新税制今起实施

本报三亚4月 7日电 （记者苏庆
明 通讯员陈吉楚）三亚市近日正式出台
《三亚市公务用车制度改革实施方案》，
将取消公务员和参公人员一般公务用
车，保留必要的符合规定的特殊用车。

根据《方案》，此次车改范围包括三
亚各级党委、人大、政府、政协、审判、检
察机关，各级民主党派和工商联，各级参
照公务员管理的人民团体、群众团体、事
业单位。非参公事业单位、国有企业、国
有金融企业公务用车制度改革待中央、
省有关政策出台后另行部署。

据了解，改革前，三亚各级党政机关
公务用车总数1198辆。改革后，各级党政
机关保留机要通信、应急、特种专业技术用
车和符合规定的一线执法执勤岗位车辆及
其他车辆共712辆，保留比例为59.4%。

针对参改人员，《方案》提出改革公
务交通保障方式，适度发放公务交通补
贴，公务出行在规定行政区域内自行选
择出行方式，不再报销公务交通费用。
规定行政区域之外办理公务的，按差旅
费有关规定执行。

三亚出台公务用车
改革实施方案
取消公务员和参公人员一般
公务用车

■ 本报评论员

世间万物运动，皆有自己的速
度。在海南，有一种“速度”让人为之
惊叹：博鳌机场从开工到试飞仅用10
个月、论坛新闻中心从动工到验收只
用了174天……在刚刚过去的博鳌亚
洲论坛年会上，“海南速度”得到与会嘉
宾与中外媒体的交口称赞。在这场举
世瞩目的盛会中，海南上下以实干担
当，刷新了干事、创业、发展的种种“速
度”，在世人面前展示了良好的新形象。

速度出效益。西环高铁 2 年 3 个
月便建成通车、西南电厂一号机组只
用1年就建成投产、“投资项目百日大
会战”一举开工上千个项目……近年
来，一个个项目的落成，不断刷新着

“海南速度”，而“海南速度”反过来又
带动一批批重大项目开工投产。不断

刷新的“海南速度”凝聚了人心、汇聚
了人气、集聚了人力，换来了日新月异
的海南画卷，为海南征战“十三五”、全
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建成国际旅游
岛，补足了后劲，夯实了基础。“海南速
度”，已经成为海南经济又好又快健康
发展的突出标识。

速度展形象。作为中国对外开放
的重要窗口，作为国际旅游岛，海南是
其他国家衡量中国形象的重要参考。
近年来，海南以一系列的发展证明，海
南没有让世人失望。博鳌亚洲论坛、
澜湄合作会议、中非合作圆桌会议等
国际盛会的高质高效举办，国际医疗
旅游的先行先试，低空、游艇旅游的快
速推进，离岛免税效应的日渐扩大，全
域旅游的积极探索……旅游业的快速
发展、基础设施的不断完善、重大项目
的迅速建成，让世人充分认识到了一

个朝气蓬勃、前景美好的海南。“海南
速度”，已经成为展示中国蓬勃发展的
一个窗口形象。

速度见精神。干事创业，重在一
股劲。面对复杂的国内外经济新环
境，面对经济下行的种种压力，海南
不等不靠不要，而是就地汲水，立地
生金，瞄准目标，“5+2、白加黑”，昂首
奋进，创造了发展新速度。而这正体
现了弥足珍贵的“海南精神”。“海南
精神”为“海南速度”的产生提供了不
竭的动力，同时，“海南速度”中体现
的“敢打必胜、实干担当、攻坚克难”
等精神特质，又赋予“海南精神”新的
时代内涵，是对“海南精神”的丰富和
发展。

速度创造效益，速度激发活力！
“海南速度”已成为海南的一个品牌，
一个形象。它之所以令人赞叹，就是

因为它契合了时代需求，彰显了实干
担当的海南精神，体现了善做善成的
海南担当。“海南速度”的出现不是偶
然的，是海南近年来落实中央精神、抢
抓发展机遇、加强作风建设、实现政通
人和的必然结果和生动体现，是海南
站上新的历史起点、迎来崭新局面的
一个显著标志。“海南速度”带来的变
化，提振了广大干部群众拼搏发展的
信心和士气，助推全省各地掀起新一
轮城乡面貌大变样的热潮。

当前，宏观环境经济下行风险仍
在，发展任务繁重紧迫，新常态下，如
何快速有效推动经济转型升级，实现
又好又快健康发展？“海南速度”对此
给出了有力回答。在“十三五”伟大征
程中，我们要凝心聚力，乘势而进，不
断刷新发展速度，不断展现海南新形
象，不断续写新的辉煌。

“海南速度”提振海南信心
——保持“海南速度”彰扬“海南精神”系列评论之一

■ 张成林

房屋改造中收受“好处费”、村干
部借子之名骗领危房改造补贴、为亲
戚作假办证骗补助……自4月5日以
来，本报“微腐败监督哨”专栏已连续
推出多期，以点名道姓的方式，直指
群众身边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起
到了很好的震慑和警示效应。

“微腐败监督哨”所反映的基层
腐败案例，事情看似不大，所损害的
却是百姓的切身利益。基层干部，
职位再低，也是党和政府在基层的
代言人，是民众对干部形象最为直
接的认知，因此，微腐败损害的更是
党和政府的公信力和形象。

反腐应无远弗届、无微不至。
基层社会虽处在监管的末端，但不
能成为被遗忘的角落。对待基层微
腐败我们却不能有微态度，必须高
度重视，直面百姓诉求，集众智，汇
群力，形成基层反腐的强大合力。
腐败再微，也要严厉打击；权力再
小，也要关进制度的笼子。

对待微腐败
不可有“微态度”

最高法发布毒品犯罪案件司法解释

4月11日起下调
定罪量刑数量标准

甘蔗种植3至5年内
将基本退出海南

儋州新盈湿地
发现极危鸟类勺嘴鹬

“统考”新政出台后，
“千金难买”EMBA？

世卫组织首次发布全球糖尿病报告

全球成年人患者
近40年增加3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