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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海口9月11日讯（记者叶
媛媛 通讯员符晓虹）记者今晚从省气
象台了解到，南海热带低压已于今天
下午在南海南部生成，省气象局19时
10分发布台风四级预警。

据气象部门监测，南海热带低压
于11日下午在南海南部生成，17时
其中心位于越南富安省东偏南约540
公里的南海南部海面上，中心附近最
大风力有7级（15米/秒）。省气象台
预计，该热带低压将以每小时15公里
左右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
逐渐增强，并可能于明天上午前后加
强为台风，且于13日上午前后在越南
中部沿海登陆。受其影响，琼岛11日
夜间到13日白天多地有雨。

南海热带低压已在南海南部生成

省气象局发布
台风四级预警

本报海口9月11日讯（记者罗
霞 通讯员陈术颖）省工商局今天提供
的数据显示，今年以来，资本快速涌入
海南，省政府确定的十二个重点产业
成为资本青睐的风口。前8个月，海南
企业数量实现明显增长，新增注册资
本（金）增幅超过50%，其中8月份新
增注册资本（金）增幅达约113%。

在十二个重点产业中，互联网产
业、医疗健康产业、金融保险业、会展

业、房地产业和高新技术、教育、文化
产业等6个产业企业数量和注册资
本（金）均呈现增长态势。其中，医疗
健康产业企业数量和注册资本（金）
增长均排名首位。

“我省前8个月新增市场主体和
新增注册资本快速增长，反映了海南
投资营商环境的持续优化改善，也反
映出海南产业发展政策效应开始显
现。”中改院院长助理夏锋分析道，今

年以来，海南继续深入开展省域“多
规合一”改革、推进简政放权工作，继
续深化商事制度改革，简化和完善注
销登记流程，下放企业登记权限，积
极为投资者提供优质高效服务，创造
了“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良好氛围。
同时，互联网产业、医疗健康产业、金
融保险业、会展业、教育、文化产业等
现代服务业开放政策，使海南正在成
为投资热土，海南后发优势开始显

现。
据了解，今年以来，我省医疗健

康产业积极发挥生态环境优势和国
际旅游岛政策优势，以多元化社会办
医、特色中医药等为重点，积极探索
医疗业与养老旅游服务业的深度融
合，企业数量呈现井喷式增长态势。
油气产业是我省海洋经济的四大支
柱产业之一，借助南海油气资源和海
南区位优势，企业数量明显增长。会

展业依托良好的区位优势，不断加强
硬件设施建设、加大会展承载能力、
提高会展企业竞争力，企业数量呈现
良好增长态势。现代物流业抓住“一
带一路”的战略机遇，进一步加强物
流通道和服务设施建设，完善物流网
络空间布局，大力发展保税物流、跨
境电商物流、中转物流以及第三方物
流和第四方物流，注册资本（金）较去
年同期有较大增长。

资本快速涌入海南十二个重点产业
前8个月我省新增注册资本（金）增幅超50%

五指山市
选举委员会
公 告
根据2016年6月22日五

指山市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三十四次会议

决定，2016年9月28日（农历

八月廿八日星期三）为五指山

市市、乡（镇）两级人大代表选

举日。

特此公告。

五指山市选举委员会

2016年8月18日

海南首个全国大数据应用项目

全国
食品质量
一查就知道

本报海口9月11日讯（记者周晓梦）为期4天
的天鹅湾·海报集团2016金秋车展，今天在海南国
际会展中心圆满闭幕，参加车展的广大品牌车商收
获的不仅是火爆的人气，更有沉甸甸的成交量。据
车展组委会统计，车展4天观展人数共计18.6万人
次，成交车辆6196台，销售金额8.63亿元。

超大展览规模、众多汽车品牌及给力的价格优
惠，点燃了市民赏车购车的热情。在车展最后一天，陆
续前来观展购车的市民仍有不少，今天观展人数3.86
万人次，单日成交车辆1360台，销售金额1.38亿元。

作为“海南最能卖车的汽车展会”，海报集团金
秋车展已经成功举办9届，今年天鹅湾·海报集团
2016金秋车展以“新科技·新生活·新感受”为主题，
展示汽车工业科技创新成果，引导绿色环保低碳汽
车消费潮流。 （更多报道见A03版）

金秋车展圆满落幕

4天成交车辆6196台
销售金额8.63亿元

本报海口9月11日讯（见习记者郭畅）由省商
务厅、省食药监局支持，海南日报报业集团主办的
2016海南美食文化节今天在海口名门广场落下帷
幕，为期3天的美食文化活动为市民游客带来一场以
美食为媒、文化为韵，与产业交流互动的城市盛宴。

据了解，2016海南美食文化节依托“海岛美
食”，提升美食文化影响力，丰富美食品牌内涵，助力
海南树立各市县形象新名片，吸引海南本地民众乃
至全国游客慕名而来，见证了海南美食文化产业的
魅力与城市蝶变。今后，海南美食还将把“引进来”
和“走出去”相结合，强化资源整合，链接起海南特色
资源与民族文化，实现美食与产业深度融合、提升。
同时，加速海南特色美食的品牌推广，擦亮“全域旅
游+美食”的名片。 （更多报道见A04版）

2016海南美食文化节落幕

9月10日，高空鸟瞰正在治理中的海口西海岸五源河的水质和河道。
五源河全长约23公里，曾饱受环境污染、多处断流等顽疾困扰，今年被纳入海口市城

镇内河（湖）水污染治理工作的重点综合整治对象。据了解，海口今年将投资37亿元，对
包括五源河在内的31个水体进行水环境整治。 本报记者 张茂 摄

本报海口9月11日讯（见习记
者陈嘉博）记者今天从海口市交通运
输港航局获悉，值海口至厦门集装箱
班轮快线开通一周年之际，海口港与
厦门港近日在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
谈会上共同签署了《友好港口合作协
议》和《关于开展集装箱内外贸同船
运输业务合作框架协议》，继续加强
与厦门港的交流与合作，在确保航线
稳定运营的基础上，努力将航线延伸
至东南亚港口，充分发挥海口港面向

东南亚的桥头堡作用，同时，不断深
化邮轮业务、港口拖轮业务、物流贸
易等方面的合作。

一年前，在国家“一带一路”战略
大背景下，在省、市两级领导的支持和
推动下，作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
重要港口的海口港与厦门港，抓住发
展港口经济的机遇，发挥各自航线、货
源、区位等优势，共同培育集装箱运输
市场，开通海口至厦门集装箱班轮快
线，努力将海口、厦门与国内其他主要

港口以及东南亚、东北亚港口串联起
来，打通跨区域的物流大通道。

海口至厦门集装箱班轮快线由
厦门港务海运有限公司负责运营，自
2015年9月开通至今年8月，共完成
350 个 航 次 ，完 成 箱 量 12 万 余
TEU。今年6月7日开始，还开展内
外贸同船运输业务，将航线延伸至东
北亚港口，截至8月底，进口外贸重
箱完成44TEU，出口外贸重箱完成
139TEU。

海口港与厦门港签署友好港口合作协议

拟将航线延伸至东南亚

12日夜间到13日白天

海南岛北部多云有小到中雨
局地大雨，最高气温30-32℃

中部，多云有大雨
局地暴雨，最高气温29-31℃

东部，多云有大雨
局地暴雨，最高气温30-32℃

西部，多云有小到中雨
局地大雨，最高气温30-32℃

南部，多云间阴天有大雨
局地暴雨，最高气温30-32℃

今年前8个月

海南新增市场主体70620户

同比增长25.30%

新增注册资本（金）

2693.44亿元人民币

同比增长51.66%

今年8月份

海南新增市场主体14945户

同比增长169.62%

新增注册资本（金）

349.78亿元人民币

同比增长113.30%

企业数量增幅较大产业
医疗健康产业

同比增长466.67%

油气产业

同比增长300%
会展业

同比增长117.42%

企业注册资本（金）增幅较大产业
医疗健康产业

同比增长1670.95%

会展业

同比增长924.88%
现代物流业

同比增长527.04%

今年上半年海南千人企业数

从2014年的19.91跃升为23.11
高于全国15.90的平均水平

跃居全国第七位
海南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发展势

头强劲，增长比例领跑全国，名列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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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临城9月11日电（记者计
思佳 特约记者吴孝俊 通讯员潘志
国 王庆玉 实习生钟圆圆）骄阳似
火，临高县博厚镇马袅片区一块
800亩的坡地上，凤梨树生长正旺，
迸发出勃勃生机。“凤梨抗风、抗水，
上个月的水灾几乎对我们基地没有
产生影响。”海南宏鑫和农业发展有
限公司副总经理廖小辉骄傲地说。

9月9日上午，临高千亩凤梨精
准扶贫项目启动仪式在博厚镇新贤
村举行。此项目通过“龙头企业+银

行+合作社”的产业扶贫模式，由合作
社提供土地，企业提供种植技术及保
底收购，银行提供信贷资金，共同打造
凤梨产业，帮助当地农民脱贫致富。

据了解，新贤村去年人均收入仅
占全省农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
入的25.8%。“大家平时都种甘蔗、水
稻和反季节瓜菜。现在甘蔗行情不
好，一亩最多能挣200元。”新贤村党
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苏光明说。

作为新贤村的扶贫包点单位，
中国农业银行海南分行和临高县相

关部门在调研的基础上，帮助新贤
村成立了热带水果种植农民专业合
作社，引入专业种植凤梨的海南宏
鑫和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实现凤梨
在当地的规模化、标准化生产。

“大家热情很高，现有141户村
民用土地入股，入股土地达 932
亩。我们计划把两块面积达1300
亩的坡地用来种凤梨。预计一年后
销售收入可达1170万元，毛利260
万元，解决120人就业。”苏光明说。

根据签订的方案，宏鑫和农业发
展有限公司不仅要为村民提供种植
技术和销售渠道，并且要进行保底价
收购。廖小辉说，愿意承担如此大的

风险，是因为公司对凤梨市场充满信
心。“目前中国市场上99%的凤梨产
自菲律宾及台湾地区，海南的凤梨更
有价格优势，未来前景很好。”

好的市场前景也让银行有底气
把钱贷给农民。农业银行海南分行
行长韩明告诉记者，引进的公司和
华润集团签有长期供销合同，能够
确保销售渠道，保证农民利益最大
化，“银行预计先期对新贤村村民发
放900万元左右的贷款。”

“‘龙头企业+银行+合作社’的
模式可以让三方共赢，并且将形成
一种长久收益‘造血’式扶贫。”苏光
明对未来充满信心。

临高探索龙头企业+银行+合作社扶贫模式
博厚镇千亩凤梨精准扶贫项目启动

扶贫攻坚 全面小康

本报金江9月11日电（见习记
者许林 记者李佳飞 特约记者陈超）

“2015年返乡大学生创业扶持评选
工作已经完成，决定扶持奖励对象
86 名，扶持奖励资金共计 271 万
元。”记者从澄迈县日前举行的科学
技术奖励大会暨“双驱”发展战略动
员会上获悉，为最大限度发挥释放青
年创业创新活力，澄迈县持续发力，3
年投入超600万元，扶持150余名返

乡大学生创业，带动就业超600人，
努力打造“大众创业”优选之地。

据介绍，澄迈积极创建省级创
业型城市，构建有利于大众创业、万
众创新的政策环境、制度环境与公
共服务体系。

此外，充分发挥国家级科技企
业孵化器平台作用，依托海南生态
软件园，建立一批低成本、便利化、
开放式众创空间和虚拟创新社区，

建设多种形式的孵化机构，构建“孵
化+创投”的创业模式。大力发展市
场化、专业化、集成化、网络化的“众
创空间”，实现创新与创业、线上与
线下、孵化与投资相结合，为小微创
新企业成长和个人创业提供开放式
综合服务平台。

同时，积极推动创客文化进学
校，鼓励学生动手、实践、创业。支
持企业员工参与工艺改进和产品设

计，培养造就一大批勇于创新、敢于
冒险的创新型企业家，鼓励全社会
微创新、微创业和小发明、小改进。

据澄迈县有关负责人介绍，澄迈
正努力建设数量较大、结构合理、素
质较高、具有开拓创新能力的人才队
伍，到2020年，力争实现全县人才资
源总量达7.5万人以上，人力资源对
经济增长贡献率达到40%以上。

（更多报道见A02版）

3年投入超600万元扶持150余名返乡大学生创业

澄迈打造“大众创业”优选之地

海口投资37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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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新宁官员冒用
他人学籍蒙混25年
副县长候选人提名资格被取消

我国天文学家首次观测到对地球
构成潜在威胁的小行星2009ES

小行星
又来骚扰地球

召回事件愈演愈烈

三星Note7手机
遭多国“封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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