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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论语

■ 张成林

黎族制陶是制陶技艺中的“活化
石”，昌江石碌镇保突村的妇女们，借助
这一传统手艺推动黎陶产业化发展，找
到了脱贫致富的法宝。（见今日A06版）

黎陶产业化之路，既继承发扬了传
承千年的制陶技艺，又推动了当地特色
旅游的发展，同时，也因地制宜找准了
致富产业，可谓一举多得。之所以有诸
多利好，关键在于找准了传统与现代的
契合点，让老手艺在新形势下焕发出了
新活力。这也再次启示我们，发展能否
驶入“快车道”关键在于能否找准优势，
能否创新思路让老传统展现出新光彩。

事实上，除却制陶，我省还有诸多
珍贵的传统工艺，如黎锦、苗绣、根雕、
制铁等。在全域旅游、扶贫攻坚、精品
城镇化等时代大潮下，这些传统工艺
的价值日渐凸显，当务之急，需要我们
因地制宜，充分挖掘好这一“富矿”，带
动更多群众脱贫致富。

一图看看
海南人有多爱读书
去年省图书馆总流通量300万余
人次，人均借书13.25册

让老手艺焕发新活力

海南省人民政府
综合服务热线

12345，件件落实，事事着地

海南省地方税务局
关于按时做好

2015年度企业所得税
年度纳税申报工作的

通告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

业所得税法》及其实施条例、
《企业所得税汇算清缴管理办
法》的规定，2015年度企业所
得税汇算清缴期限截止至
2016年5月31日，请企业所得
税归我局管辖的纳税人尽快
通过网报或者各办税服务厅
办理2015年度企业所得税汇
算清缴申报。我局将对逾期
申报和不申报的纳税人根据
《税收征收管理法》及其实施
细则进行处理。

海南省地方税务局
2016年5月25日

本报海口5月24日讯 （记者张谯星）今天上
午，省委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召开专题会议，深入学习
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安徽小岗村农村改革座谈会上
的重要讲话精神，研究海南贯彻落实工作。省委副
书记、领导小组组长李军主持会议，副省长、领导小
组副组长何西庆出席。

与会人员集体观看了座谈会新闻视频报道，结
合海南“三农”工作和本部门实际，交流了学习体会。

李军强调，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为我们在
新形势下做好“三农”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根本
遵循。各地各部门要把学习贯彻重要讲话精神作为
当前一项重大政治任务抓紧抓好，切实推进农业供
给侧结构性改革，大力发展生态循环农业，扎实推进
新一轮农垦改革和其他涉农改革，全力打好脱贫攻
坚战，科学谋划水利建设和绿化，加强村镇规划管控
等“三农”重点工作。要加强和改善党对“三农”工作
的领导，健全强农、惠农、富农的体制机制。

何西庆谈了学习体会，要求以习近平总书记的
重要讲话为遵循，清醒认识海南农村改革发展的现
状和面临的问题，以超常的精神和干劲，进一步做好
海南“三农”工作。

省委农村工作领导小组专题学习
习近平总书记小岗村农村改革
座谈会重要讲话精神

本报海口5月24日讯（记者周
晓梦）省政府办公厅近日印发《海南
省排污权有偿使用和交易工作方
案》，将通过市场调节来促进企业污
染物减排，这标志着我省排污权有
偿使用与交易工作正式启动。

《方案》明确，将构建起我省排
污权有偿使用和交易的政策法规、
配套管理制度以及技术支撑体系；
实施排污权取得有偿化制度，建立
全省统一、规范的排污权有偿取得
一级市场；在一级市场成熟发展的
基础上，推动企业间排污权交易，逐

步培育、建立排污权交易二级市
场。按照《方案》工作安排时间线，
我省2018年将启用交易平台，接受
省内企业排污权购买申请，组织开
展排污权公开拍卖及企业交易。

《方案》提出，实施排污权有偿
使用和交易的对象，包括我省行政
区域内新建、改建、扩建项目企业，
具体对象条件另行规定。对现有排
污单位，暂不实行排污权有偿取得。

《方案》要求，全省各级环保部
门要切实把好排污权交易的审批及
许可关，核准企业排污权指标申购

量、“富余排污权”及其来源等，严防
企业通过虚构、虚报排污指标购买
或出售排污权；要加强对参与交易
企业的资格审查，引导“富余排污
权”向十二大重点产业倾斜出售，促
进环境资源的优化配置。

此外，我省还将积极探索建立
排污权交易扶持激励机制，为引导
企业约束排污行为，鼓励其进场交
易，对有偿取得排污权的企业，可综
合考虑其污染治理措施落实情况和
生产经营情况，采取“以奖代补”方
式，优先安排省减排专项资金补助。

我省开展排污权有偿使用和交易工作

海口开启“双创”模式以来，以生态领规划、以项目保增

长、以棚改促建设、以真心惠民生、以铁腕转作风，大力推动

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和城市管理综合执法改革，在短短一年

内，实现了市容市貌、群众态度、干部作风三大转变，带动了

经济社会全面发展。

本报今起开设“温暖城市 创新海口”专栏，对海口的民

生、城市管理、经济发展、改革创新进行深入报道，以期对全

省的经济社会发展提供鲜活样本。

■ 本报记者 李科洲 计思佳

“好过以前！”陈春茂说。
“不止，好多多啦！”郑燕玲纠正。
5月19日，时近中午，位于海口

市新华南路的居仁坊，几位居民在小
广场纳凉，聊起坊里的小街小巷改
造，发生了上面有趣的对话。

对于变化，郑燕玲最直观的感
受是，“以前白天坐这里都有蚊子咬，
现在没有了”。

不远处，72岁的梁国龙正扶着

100岁的老父亲在散步。梁国龙家
几代人都住在居仁坊，对它的变化，
他有说不完的“好”。

走在新铺的火山岩地砖上，父
子俩步履平稳，脸上露出平和的笑。
家门前长年长着黑斑的墙壁涂白了，
头顶上杂乱的电线也归置到一根大
套管里，“整个天空都亮了！”改造后，
蚊子、老鼠、蟑螂都少见了，连路过上
学的小学生也不随手扔垃圾了。

“双创”如何进一步惠民利民便
民？海口更注重小街小巷这些“里

子”，当作“天大的小事”，去年投入4
亿元完成了858条小街小巷改造，
今年还将投入6.92亿元，改造小街
小巷1576条。

在海怡路，银湘公寓的住户潘
辅力最直观的感受就是自家的房子
增值了。“我们的房子从1990年代的
每平方米500元到现在的4800元，
与环境不断变好大有关系。”

潘辅力1996年就住进了银湘
公寓。当时周边都是土路，加上临
近美舍河，一下雨海怡路就变成了

“汪洋大海”。“以前碰到台风季，小
区一淹就是20多天。”潘辅力说，

“现在很少会出现路面积水的情况
了。”除了排水变得通畅，居民们也
发现道路宽了、路灯亮了、花坛美
了，垃圾也不乱堆了。

龙舌路的改造则带动了经营业
态的新变化。

走进这条老街，只见绿树成荫，
路两边的店铺招牌镶嵌上了朱红色
镂空的“龙形”图案，古朴典雅。丹
青着色，藤黄晕染， 下转A03版▶

本报海口5月24日讯（记者孙
慧 通讯员成和军）记者今天从省住
建厅获悉，从今年5月初开始，省整
违办启动了2016年第一次全省整治
违法建筑情况专项督查工作，对6个
市县的整违工作进度滞后问题和26
个乡镇、区国道沿线的226宗违法建
筑问题进行了挂牌督办、限期整改。

为贯彻落实省政府《关于深入
推进六大专项整治加强生态环境保
护的实施意见》和全省生态环境保

护工作电视电话会议精神，及时掌
握全省整治违法建筑工作动态和进
展情况，省整违办专门下发通知，明
确督查时间、任务分工及督查内容
等，要求各市县提前做好自查自纠
工作，并成立两个督查小组，分南
部、北部、西部三个片区对全省19
个市县进行实地督查督导。

5月17日至20日，省督查组对
南部片区三亚、陵水、万宁、保亭、白
沙、乐东、五指山7个市县进行了实

地督查督导，督查内容主要有两项：
一是国道沿线的违法建筑整治工作
情况。包括各市县境内的G223、
G224、G225道路两侧边沟外缘20
米范围内的违法建筑底数、现状、整
治工作进展和违建拆后垃圾清理、
植树绿化等情况。二是各市县（含
洋浦）今年1-4月份违建整治任务
落实情况。包括是否按计划开展今
年整治工作并取得实际成效；本辖
区内违法建筑总量和增量控制情

况，查处量、拆除量和减存量情况，
违建举报受理处理情况等。

通过实地督查，摸清了相关市
县1-4月整违工作情况和国道沿线
的违法建筑底数、现状，并在三亚市
召开了南部片区督查工作反馈会
议，现场发放督查整改通知书和专
项督办通知书13份，对6个市县的
整违工作进度滞后问题和26个乡
镇、区国道沿线的226宗违法建筑
问题进行了挂牌督办、限期整改。

我省开展今年首次整治违法建筑专项督查

226宗违法建筑被挂牌督办

■ 本报记者 苏庆明 黄媛艳

家在三亚市吉阳区抱坡岭脚下的
市民高宁，近日上了一趟抱坡岭，感到
很欣慰。“小时候山上都是树，我们经
常上山摘芒果，但后来它变得面目全
非。”高宁说，从上世纪90年代起，抱
坡岭遭到不合理开发，树木被砍光，成
了一座“秃头山”。去年起，三亚市政
府对这里实施山体修复，种植各类苗
木逾10万株，绿化面积近12万平方
米。“空气又变得新鲜了。”他说。

市民孙女士也对身边的变化感
到惊喜，“身边多了一座公园。”她说
的公园指的是位于春光路路口与凤
凰路交界处的市民果园，这里原来计
划建房地产项目，但因房地产项目将
阻挡山体、破坏生态和城市景观，被
政府置换回来建起了公园。

这两件事看似没有关联，实质是
新理念新思维引导下城市发展新实
践的产物。

2015年 6月，国家住建部把三
亚定为全国唯一的“双修”“双城”试
点城市。“双修”，指的是生态修复、城
市修补，“双城”，指的是建设海绵城
市、地下综合管廊城市。三亚为此请
来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等顶级
设计机构主导规划编制，计划用10

年时间践行。
在城市转型发展上，这座祖国南

滨旅游城市走在了全国前列。三亚
“双修”“双城”具有紧密关联的几个
要点：一是下定壮士断腕的决心，改

变资源消耗、生态破坏的粗放发展模
式，走内涵式发展道路；二是思维先
进，用主张以生态景观发挥市政功能
的“大脚革命”理念推进这一系统工
程，变被动为主动，减少维护成本；三

是融修复、修补工作和城市做精调优
为一体，剑指国际化精品旅游城市发
展目标；四是结合“双修”“双城”，推
行“还绿于民，还路于民，还景于民，
还海于民”等，让百姓有充足的获得

感。因此，省委常委、三亚市委书记
张琦强调，三亚建设精品城市，要以

“双修”“双城”为抓手。
精和妙，是三亚“双修”“双城”工程

令人印象深刻的地方。下转A02版▶

“双修”“双城”带来三亚城市发展新理念新思维新风貌

新实践孕育新三亚

海口10亿多元改造2434条小街小巷赢大民心

小街巷大民生 小市井暖意融

开
栏
的
话

低空俯瞰三亚白鹭公园水清树绿。 本报记者 武威 摄

作为海口“双创”首条改造的小街巷，居仁坊面貌大改观。本报记者 张茂 摄

文昌铺前3000亩
西瓜找到买家
仍有2万余吨西瓜待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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