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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书香海南 推动全民阅读

2016海南国际旅游岛五一房展
关
注

本报海口4月25日讯（记者叶媛
媛）记者今日从海口市住建局获悉，今
年1月-3月岛外人士购买海口商品住
房共计4375套，岛内人士购买海口商
品住房共计 6203 套，占比分别为
41.36%和58.64%。而根据去年1月-
12月数据统计，岛外人士与岛内人士
购买海口商品住房的占比分别为

43.41%和56.59%，可以看出，今年岛
内购买占比有所上升。

海口市住建局相关负责人介绍，海
口原本是个“岛外销售型”城市，一直以
来其商品房的主力购买群体都是岛外
人士。但在近两年，这种情况有所转
变，“这种变化主要源自于本地居民刚
需的提升。”

据介绍，近几年，海口通过出台各
类鼓励购房政策和持续举办多种形式
的促销活动稳固岛外人士购买力，提升
岛内购买量，稳步地调整了该市的商品
房购买人群占比，使整体市场朝更加健
康、稳定的方向发展。

另外，近年来，海口通过每年在海
口举办多次房展，联合大型房地产企业

举行各类促销活动，也在很大程度上吸
引了当地居民的关注，并推动了当地商
品房的销售。

据该负责人介绍，海口市住建局目
前正在筹备“五一”房展，该局将进一步
推出多种促销活动，并通过“互联网+”
和传统模式结合的方式，从线上和线下
多途径推动海口商品房销售提升。

本地居民刚需提升

岛内人士购买海口商品房占比上升

本报三亚4月25日电（记者陈雪
怡）2016海南国际旅游岛“五一”房展
三亚主场房展，将于4月30日至5月2
日在三亚市迎宾路三亚房地产交易中
心举行。记者今天从主办方处获悉，三
亚主场房展，除了有近50家优质房地
产企业携50多个地产品牌参展，并联

合开展丰富多彩的促销活动外，还会举
办精彩纷呈的特色活动，为观展群众呈
献一场房展“嘉年华”。

房展现场将有“观展集赞，礼送不
断”活动，如观展群众在展位前咨询楼
盘情况，可获得售楼员1个“赞”贴，集
满20个“赞”贴，即可在组委会礼品领

取处获赠一份精美礼品等。
据悉，三亚“五一”房展期间，参展

的多家优质房地产企业还将推出丰富
多彩的促销活动，包括万科湖畔度假公
园地产项目的促销活动：购房者在7天
内付清全款或7天内付清首付款并补
齐按揭资料，优惠5万元；黄金广场地

产项目的优惠活动：购房者在售楼处一
次性付款可享8.8折等。

此次三亚“五一”房展，由海南日报
报业集团和三亚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共
同主办，海南日报会展有限公司和三亚
市房地产协会联合承办，海南省住房和
城乡建设厅及海南省会展局提供支持。

特色活动精彩纷呈、礼品红包应接不暇、房展购房优惠不断……

三亚将上演“五一”房展“嘉年华”

本报那大4月25日电（记者邓
海宁）记者今天从儋州市有关部门获
悉，由儋州市人民政府和海南日报报
业集团主办、海南日报会展公司承
办，于4月30日至5月2日在儋州夏
日国际商业广场展出的“五一”房展
将迎来节奏明快、旋律优美的儋州调
声助阵，届时还将举办美食展、车展、
书展等活动，给市民和游客带来一场
不一样的精彩活动。

据了解，本次儋州“五一”房展将
有博亚兹·澜铂湾、尚德地产·林海风
情、衍宏万国大都会、福安·滨海城邦、
鼎尚广场等多个重点楼盘参展，为岛
内外消费者提供一站式购房服务。

观众到现场观展可享夏日广场
全场超级折扣，看房展送电影票，美
食餐厅优惠券，名品服装折扣券；现
场观众还可以报名儋州观展一日
游，看儋州名盘、品雪茄、品红酒、逛
雪茄小镇等。

在活动现场，主办方还准备了品
牌名车展、光明书香节书展、韩国暮
色婚纱浪漫婚纱展，以及儋州各种特
色小吃美食展等活动，为市民游客提
供多样体验。

儋州调声将助阵
“五一”房展

本报五指山4月25日电（记者易建阳 通讯员
符国楠）为提高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水平，弘扬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今天上午，海南省首期黎族制陶技艺
培训班在海南热带海洋学院（五指山校区）开班。

来自三亚、五指山、昌江、白沙、海南热带海洋学
院的50名黎陶制作传承人、黎陶从业者和黎陶爱好
者将在此进行为期30天的制陶课程学习，他们当中
年龄最大的61岁，最小的19岁。

“培训班师资力量雄厚，老师们主要是来自海南
省民族研究所、海南省民族博物馆、海南省非物质文
化遗产保护中心和海南热带海洋学院等学术机构的
专家。”海南热带海洋学院艺术学院院长符玉梅告诉
记者，海南热带海洋学院是我省唯一一所文化部实
施的“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群研修演习培训
计划”的承办高校。黎族制陶技艺的传承不仅对黎
族传统文化保护起到积极作用，还能促进黎族地区
农民的就业和增收。

此次培训既有黎族民俗文化概论、黎族图案分
析、黎陶产品包装设计及效果图基本绘制等内容的
课堂教学，也安排了黎陶加工制作、泥塑雕刻技艺等
内容的实践教学。

海南首期黎族制陶技艺
培训班开班

本报临城4月25日电（记者李佳飞 特约记者
吴孝俊）昨日上午，临高县调楼镇抱才港彩旗飘扬，
锣鼓喧天，人头攒动，一派喜庆的节日气氛。海南各
界人士、在琼台湾同胞纪念“和平女神”妈祖诞辰
1056周年海祭仪式在这里举行，琼台800多名妈祖
信众盛装参加活动。

此次活动由海南省妈祖文化交流协会和海南台
资企业协会主办。

琼台同胞临高纪念
妈祖诞辰1056周年

本报金江4月25日电（记者李佳飞）由澄迈县
农业局、澄迈县网店协会联合主办的澄迈农产品上
海产销对接会（华东电商专场）今天在上海市徐汇区
光大会展中心开幕，来自“长寿之乡”澄迈的特色农
产品引起上海市民和华东电商的关注。

据介绍，此次活动主要包括4大板块的内容：一
是“展”，即展示海南绿色农业产业成果，特别是澄迈
的无公害、绿色农产品、有机食品等；二是“销”，推介
会现场设置免费品尝、扫二维码即送礼品等活动，推
广销售澄迈优质农业产品、特色产品；三是“商”，即
设置专场，由专人负责和经销商、采购商、零售企业
进行洽谈，有意愿合作的可现场签订合同；四是

“网”，指充分利用互联网对展销会进行宣传推广，微
信上直播现场活动，粉丝和网友可同时参与现场产
品的拍卖等活动，实现推介会的在线展示、同步宣
传、追踪报道等，打造澄迈农业品牌良好形象。

活动主办方负责人介绍，当天，澄迈的陆侨无核
荔枝、桥沙地瓜、龙吉贡米、台农16号甜蜜蜜凤梨、
瑞溪牛肉干、福山珍珠石榴等特色农副产品受到上
海市民以及华东电商的追捧。

澄迈农产品亮相上海
特色农副产品受追捧

本报海口4月25日讯（记者况昌勋）近日，农
业部发布2016年第一批农产品地理标志登记产品
公告，澄迈白莲鹅、福橙、海南雪茄烟叶、霸王岭山鸡
获得农产品地理标志登记保护。截至目前，海南农
产品地理标志数量达7个。

近年来，省农业厅制定《海南品牌农业发展规划
（2015-2020）》，加强海南品牌农业建设，充分发挥
农耕文化的原生资源优势，推进区域特色优质农产
品发展，加快培育海南农产品品牌，增强农产品市场
竞争力，提升农产品品牌质量，实现农业增效、农民
增收。三亚、昌江等市县也出台扶持农产品地理标
志登记保护政策，培育农产品地理标志产品，有力推
动公共区域品牌发展。

此前，三亚芒果、琼中绿橙、五指山红茶获农业
部农产品地理标志登记保护。

海南4农产品获农业部
地理标志登记产品

■ 新华社记者 柳昌林 王晖余 王存福

今年一季度，海南地区生产总值等
主要指标增长快于预期，经济实现“开
门红”。随着海南全力推进“全域旅
游”，国际旅游岛建设正在加速。备受
关注的海南房地产业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持续发力，市场回暖趋势明显。

经济呈现回暖态势

在去年的海南一季度经济形势分
析会上，各级领导干部神色严峻，当时

海南经济增速降至4.7％，固定资产投资
增速更是近十多年来首次出现负增长。

在日前举行的2016年一季度经
济形势分析会上，海南省政府主要负
责人表示：“海南经济运行延续了稳
中向好、稳中趋快的态势，实现了‘开
门红’。”

一季度海南省GDP比上年同期增
长9.7％，增速比全国高3个百分点，比
年度预期目标高2.2个百分点；固定资
产投资同比增长11.7％；地方一般公共
预算收入同比增长10.7％，比去年同期
提高5.4个百分点。

国际旅游岛提质升级

旅游业的发展及转型升级代表着
国际旅游岛建设的水平和质量。

一季度，海南省接待游客总人数超
过1600万人次，同比增长13.4％，增速
高于去年同期2.2个百分点。

2月1日，海南省被确定为全国唯
一“全域旅游”创建省份。海南把全省
作为一个大景区建设，推动国际旅游岛
建设提质升级。

海南省旅游委主任孙颖介绍，海南

正全方位推进“国际旅游岛＋”计划，推
动旅游业与其他产业深度融合，提升旅
游产品供给能力和质量。

房地产市场供销两旺

今年2月份，海南省对商品住宅
库存消化期超过全省平均水平的市
县，暂停办理新增商品住宅等用地审
批、暂停新建商品住宅项目规划报建
审批。

据海南省住建厅有关负责人介
绍，一季度在全省房地产开发投资同

比增长15.7％的情况下，房地产销售面
积和销售额同比增长均在7成以上，增
速均比上年同期提高近100个百分点。

海南房地产开发结构也正在优
化。一季度旅游、商业等经营性开发投
资占房地产开发投资的比重为27％，
同比提高6.7个百分点。

海南省住建厅负责人表示，下一步
海南将鼓励房地产企业在加大营销去
库存的基础上，发展健康养生、休闲度
假等旅游地产，进一步引导房地产业转
型升级。

（据新华社海口4月25日电）

本报海口4月25日讯（记者符王
润）今天，光明日报4版“多彩神州·春
天的故事”专栏报道了因休闲观光农
业、高效农业的发展，琼海市龙寿洋国
家农业公园里的村民们生活发生了巨
大的变化。

文章中，龙寿村村支书李树介绍，
2013年，政府下大力气全面整治农田
基础设施，建起了农耕走廊、龙舟广场
等基础设施，村子一下就大变样了。

文章说，启动国家农业公园建设

后，琼海努力提高农产品附加值和单位
面积经济效益。如今，除了花海基地，
园区内各种特色农业基地星罗棋布，并
规划了民俗体验、观光旅游等七大功能

区。2015年10月，龙寿洋万亩田野公
园还被评为省级现代农业示范基地。

文章介绍，琼海市把创建“国家农
业公园”作为城镇化进程中统筹城乡发

展的重要手段，在多个国家农业公园里
搭建农业产业化、就地城镇化、乡村休
闲游、高新技术推广四大平台，让这些
农业公园成为农村转型发展和农民增

收的有效载体，成为“市民的公园、游客
的乐园、百姓的家园”。两年来，全市返
乡就业4万人，农民人均纯收入年增长
13.1%。

光明日报报道琼海市农业公园建设

来自琼海农业公园的获得感

4月19日，在海口市海垦
路绿谷康都社区书屋，居民正
在此借阅和阅读。据了解，为
了让读者就近使用海南省图书
馆的文献资源，海南省图书馆
从2014年开始联合相关单位
开设海图社区书屋，陆续开设
了福隆广场社区书屋、亚洲豪
苑社区书屋、江畔人家社区书
屋、水岸星城社区书屋和红城
湖社区书屋等多家书屋，书屋
平均配书2000册，种类丰富，
受到许多社区居民的欢迎。

本报记者 陈元才
实习生 陈若龙 摄

经济呈现回暖态势 “全域旅游”先行先试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发力

本报海口4月25日讯（记者尤梦
瑜 通讯员符弘茜）为了更好地满足高
校师生阅读需求，今天上午，海南凤凰
新华出版发行有限责任公司与海大图
书馆合作，面向海大全体师生，开展
2016世界读书日图书展销暨“你选书
我买单”活动。

据了解，在4月25日至27日活动
期间，海大师生可在活动现场的“图书
推荐单”上填写书名和ISBN号码，或现
场扫描喜欢的图书样书条形码，图书馆
将根据搜集到的反馈信息采购相应图
书，供广大师生借阅。

活动现场，海南凤凰新华书店展销
1000多种精品图书，供广大师生选择。

据悉，该活动是第八届海南书香节
图书展销系列活动之一。

海大师生
为校图书馆荐书

本报那大4月25日电（记者罗霞）
今天，全省固定资产投资项目现场推进
会走进海口、澄迈、临高、儋州，听取此4
个市县关于推进项目建设工作的汇报，
实地查看了一批在建项目，随后举行座
谈会畅谈感想，通过对比学习，改变观
念，激发动力，形成“比学赶超”的氛围。

来自省直有关部门以及各市县、国
开行海南分行、农发行海南分行等相关
负责人实地了解了海口国家高新区美

安科技新城、美安科技新城康迪电动汽
车项目、海南生态智慧新城项目、澄迈
怡宝纯净水生产项目、临高十里花廊项
目、临高天地人红心柚项目、儋州豪德
森达商贸物流城项目、海南西部中心医
院二期项目等项目进展情况，就各地在
推进项目建设中涌现出来的好经验好
做法进行了交流和学习。

一些市县在推进项目建设和发展
中的好做法引起与会人员的关注。海

口推进项目工作突出“五字诀”，即突出
“早”，谋划包装项目，为稳增长蓄能增
势；突出“活”，创新投融资模式，推动项
目落地；突出“引”，强化政策引导，加大
招商引资；突出“优”，做好全程服务，固
化项目建设推进机制；突出“严”，严格
督办问责，强化作风保障。澄迈完善和
固化项目推进机制；推进审批提速，一
季度全县投资项目平均审批时间从去
年的1.4天提速到1.35天；全力推进预

备项目动工。临高落实项目建设问题
销项制，推行“双减提速”项目审批制，
坚持一线办公制，实行定期督查制。儋
州以上率下，市党政主要领导和责任领
导带头每周至少用1天时间深入到项目
现场；建立周协调制度等；对建设工程
项目实行立项阶段、供地阶段、规划报
建阶段、施工许可阶段和竣工验收阶段

“五个集装箱式”并联审批方式。
在由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毛超

峰主持召开的座谈会上，各市县相关
负责人纷纷就此次现场推进会观摩和
学习感受进行交流。一些市县表示通
过对比学习感受到压力，将进一步加
快当地项目建设，促进经济发展，并就
推进项目建设提出建议。毛超峰针对
与会人员提出的园区发展、项目策划、
项目推进、营改增工作等方面工作进
行了交流，并就相关工作进行了部署
和安排。

全省固定资产投资项目现场推进会走进海口等4市县

“比学赶超”推进项目建设 本报海口4月25日讯（记者罗霞）全省固定资产
投资项目现场推进会今天传来消息，海口国家高新区
美安生态科技新城正处在加快建设之中，截至目前已
签约23个项目，总投资约145亿元。

按照产业融合模式重点打造的集产业发展、科技
创新、商贸物流等功能为一体的美安生态科技新城，将
努力建成创新型经济新高地，重点聚焦“生命健康”、“低
碳制造业”、“高新技术”三大主导产业集群以及文化创
意、现代服务业等特色新兴领域。

在23个项目中，生产性项目14个，总投资80.9
亿元；研发类项目1个，总投资3.35亿元；物流项目5
个，总投资44.3亿元；房地产及配套项目3个，总投资
16.1亿元。目前，在建生产性项目包括康迪电动汽车
集团年产10万辆电动汽车项目、海南威特电器集团威
特电气工业产业园项目等6个，总投资36.1亿元。其
中康迪电动汽车项目总投资20亿元，于今年1月开
工，计划2017年3月试生产；今年计划完成投资12亿
元，目前已完成投资约4亿元。

在园区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美安一期共30条道
路、总长59公里，目前已完成路基成型50公里、沥青
摊铺25公里、雨污水干管130公里、给水干管45公
里、桥梁8座；美造变电站、电力管沟、燃气、电信、给水
泵站、污水泵站、电力燃气燃油迁改、白莲干渠迁改等
其他基础设施配套项目正在同步推进。

海口美安生态科技新城
签约入驻项目达23个

家门口的“图书馆”

海南经济迎来“开门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