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澄迈城市推介走进郑州
吸引近30家主流媒体关注

本报郑州11月 5日电（记者徐一豪）今天上
午，“富硒福地，长寿澄迈”2016海南澄迈城市形象
暨旅游房地产推介会在郑州国际会展中心召开新
闻发布会。

发布会吸引了人民日报、河南日报、大河报、文
汇报、郑州电视台、大河网、凤凰网、新浪网等近30
家主流媒体参加。与会记者饶有兴致地观看了澄迈
城市宣传片，“澄迈真的太美了，令人心生向往。”新
浪网记者感慨说，希望找个机会去澄迈实地体验。

记者注意到，为第一时间与朋友及网友分享澄
迈之美，不少记者通过微信、微博等新媒体展示推介
会盛况，会议还没结束，腾讯网、郑州日报新媒体等就
已经刊发了推介会稿件。会后，各媒体还前往展会现
场参观、采访，以各种形式聚焦澄迈此次推介活动。

郑州电视台记者侯雪华说，此前只知海南三亚、
海口等城市，参加此次推介后，才发现海南还有澄迈
这样一个让人心动的地方，“我们想去澄迈拍一档旅
游节目，向郑州市民展示澄迈之美。”会后，她还拷贝
了澄迈城市宣传片留作资料。

此次活动由澄迈县委、县政府主办，海南日报报
业集团承办。河南日报报业集团副总编辑肖建中，
澄迈县政府办、新闻办、房管局、旅游委等相关单位
负责人出席发布会。 (相关报道见A04版)

新华社北京11月5日电 在新
华社建社85周年之际，中共中央总
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
平发来贺信，代表党中央向新华社
全体同志致以热烈的祝贺。

习近平在贺信中指出，新华社
是我们党创办和领导的新闻舆论机
构，是党的新闻舆论工作重镇。85
年来，新华社坚持党指引的方向，坚
持党性原则，坚持政治家办社，与人
民同呼吸、与时代共进步，宣传党的
主张，反映群众呼声，为我们党团结

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断取得革命、
建设、改革重大胜利作出了重要贡
献。

习近平强调，新形势下，新华社
要不忘初心、继续前进，坚定不移跟
党走，牢牢把握正确政治方向和舆
论导向，传承红色基因，弘扬优良传
统，锐意改革创新，加快融合发展，
扩大对外交流，加快建设国际一流
的新型世界性通讯社，更好服务于
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更好服务于广
大人民群众，不负党和人民重托。

5日上午，新华社建社85周年
纪念大会在京举行。会上宣读了习
近平的贺信，新华社老同志、职工和
青年同志代表先后发言。

1931年11月7日，新华社的前
身红色中华通讯社在瑞金成立，
1937年1月在延安改名为新华社。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新华社成为
国家通讯社。经过85年的发展，新
华社现拥有32个国内分社和180个
驻外分社，用户遍布全球200多个
国家和地区。

习近平致信祝贺新华社建社85周年

本报三亚 11 月 5 日电（记者
林诗婷）记者从三亚市 2016 年第
三季度金融运行分析会上获悉，
三亚今年前三季度固定资产投资
完成557.7亿元，同比增长10.4%，
超全省平均增速2%，企业投资增

速明显。
从固定资产投资情况看，三亚

前三季度完成年度计划的72%。其
中，旅游房地产业完成投资340.7亿
元，占比约61%；社会事业投入不断
加大，今年累计投资完成100亿元，

占比约18%；得益于今年“双修”项
目建设，三亚基础设施完成投资
82.5亿元，占比约14.8%。

值得一提的是，前三季度，基
于企业项目建设进展快、投资力度
大等优势，三亚固定资产投资主体

以企业为主，企业投资增速明显。
企业投资430亿元，占同期固定资
产完成额的77%，完成年度投资计
划的80.8%；政府投资127.7亿元，
占 23%，完成年度投资计划的
52.2%。

三亚前三季度固投同比增长超10%
企业投资增速明显

“环球功夫小镇”
落户定安
总投资120亿元，明年全面建设

本报定城 11月 5日电（记者邓
钰 通讯员司玉 黄荣海）记者日前
从定安县政府获悉，中国武术文化
产业基金首期投资项目“环球功夫小
镇”落户定安，建成后将成为国家级
武术与娱乐传媒、培训及表演中心，
并将进一步打造成世界级功夫文化
中心。

该项目拟选址于定安县定城镇
潭榄河两岸，计划用地规模1500亩，
总投资约120亿元。项目将于今年
年底完成规划设计，明年全面建设，
首期工程计划工期为 18个月至 20
个月。

项目以传播东西方功夫文化创意
为主题，整合武术、娱乐、传媒、养生及
旅游元素，划分为武术运动、文化创
意、影视制作、职业教育、养生休闲五
大板块及功能区域，其中包括国家武
术散打训练中心基地、环球功夫城、功
夫电影城、世界搏击文化中心、武术创
客空间和国家武术学院中心校区六大
重点设施。

海南组团参展中国农交会

琼中绿橙夺得
网上评比柑橘类冠军

本报昆明11月5日电（记者况昌勋）今天，第十
四届中国国际农产品交易会在云南昆明市开幕，海
南携51家企业、300多种农产品组团参展。农交会
首日，海南团现场销售额达16.3万元，达成意向合
作订单3.2亿元。

农交会是经国务院批准、农业部主办的大型农业
行业盛会。本届农交会，海南展团参展面积540㎡，其
中综合展示区面积450㎡，销售展区90㎡。展示主题
为“绿色、生态、健康”，充分展示冬季瓜菜、热带水果、
热带经济作物、现代种业、海产品、优质畜产品、精深
加工品等海南省名特优产品。除海南展区外，五指山
红茶、琼中绿橙、三亚芒果、海南雪茄、白莲鹅、霸王岭
山鸡、澄迈福橙等产品亮相农产品地理标志展区。

交易会将各地同类品牌农产品进行网上评比。
今天上午，琼中绿橙、赣南脐橙、湘西椪柑、秭归桃叶
橙、渝北梨橙等全国品牌柑橘集中展示，经过介绍、
观众品尝后，通过网上投票评比，最终琼中绿橙以
2839票夺得冠军！

在海南展区，海南文昌鸡传统蒸煮和茶油蒸鸡
吃法让昆明市民赞不绝口。此外，西沙诺丽酵素、富
硒辣木茶、灵芝、牛大力等海南养生保健农产品，火龙
果、莲雾、芒果等热带水果也深受当地群众的青睐。

11月5日，海胶集团海口凤梨种植基地里，工人们正在劳作。
据了解，近年来海胶集团大力调整产业结构，利用部分低产胶园更新种植凤梨，目前提早进

入采收季节。相比于原来低产胶园每亩产值400元到500元，胶工月收入1000元左右，现在海
胶集团种植的凤梨，每亩产值2.5万元左右，工人每月收入近4000元。 通讯员 梁丰源 摄

海胶集团产业结构调整见成效

凤梨园里话丰收

中国人首次太空泡茶

朴槿惠移交部分职权

本报海口11月5日讯（记者周元
陈蔚林）省委六届十一次全会刚刚结
束，我省今天又紧锣密鼓召开省扶贫
开发领导小组会议，对脱贫攻坚工作
再部署、再强化。省委书记罗保铭主
持会议并强调，全省各级各部门要进
一步提高认识、统一思想，把脱贫攻坚
工作作为一项重大政治任务和第一民
生工程，聚焦问题、多管齐下、形成合
力，以严实硬精准的作风开路，举全省
之力坚决打赢今年的脱贫攻坚战。

省委副书记、省长刘赐贵，省委
副书记李军，省委常委许俊、张琦、胡
光辉，副省长何西庆出席会议。

罗保铭充分肯定了一个多月来
全省上下实抓狠抓脱贫攻坚工作的
良好势头和明显成效。他指出，国务
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日前在海南巡

查脱贫攻坚工作发现的问题，准确客
观，条条点中穴位。我们要正确认
识，高度重视，对号认账，深刻反思，
迅速整改。省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和
省扶贫办对全省扶贫工作要加强统
筹指导，加强对经验和有效措施的推
广，加强对偏差和问题的矫正，加强
与国务院扶贫办的汇报沟通，加强对
外省扶贫动态和有效措施的了解和
借鉴推广。

罗保铭强调，脱贫攻坚事关党性
宗旨、事关海南民生福祉、事关国际
旅游岛声誉，全省各级领导干部要进
一步提高思想认识，向党中央看齐、
向习总书记看齐，从政治责任上、从
感情立场上高度重视扶贫脱贫，多管
齐下，综合施策，形成全省脱贫攻坚
的强大合力。不光市县书记、市县长

首当其责，省委省政府重要部门、省
直主要厅局、省属金融机构也必须把
支持脱贫、做好各自分管负责脱贫专
项工作的责任扛起来，层层传导压
力，使工作更实更准更落地。“凡是涉
及各市县的扶贫事项，凡是沾扶贫的
事，省直各有关部门都要开绿灯，以
钉钉子、马上办的作风第一时间办
理，不能过夜！”

罗保铭说，脱贫攻坚工作是一面
镜子、一块试金石，是对各级干部能
力和作风的大考。面对这一艰巨挑
战和使命，面对暴露出的基层基础工
作薄弱等问题，必须实打实、硬碰硬，
拿出老牛耕地的做法，深耕、精耕、细
耕、复耕，逐人逐户逐村不间断地做
深入、具体、扎实、有针对性的工作，用
严、实、硬、精准的作风为完成年度脱

贫攻坚任务开路。要采取严厉的、超
常规的组织措施，在一线考察选拔干
部，为扶贫脱贫工作提供坚强的组织
保障；要加强对贫困户和扶贫干部的
培训，不讲概念、大原则，要接地气、聚
焦问题，使其更好地了解掌握政策。

刘赐贵在部署脱贫攻坚工作时
提出了10个方面的具体要求。一是
注重学习、掌握政策，结合本地区、本
部门实际，把扶贫相关政策学深、学
懂、掌握好；二是继续办好扶贫电视夜
校，真正把夜校办成工作阵地，发挥其
应有的作用；三是尽快完善驻村干部
管理制度，加强驻村干部管理，驻村干
部必须在村里吃住，以脱贫攻坚骨干
力量为村干部作表率、树新风；四是
配齐配强各级扶贫干部，根据工作需
要及时调整和充实扶贫干部力量，确

保脱贫攻坚工作有效有序向前推
进；五是抓好扶贫手册的填写工作，
为进一步推进精准识别、精准脱贫
提供依据，确保工作做细、做实、做到
位；六是健全完善扶贫信息资料，通
过大数据等新的技术手段，对贫困对
象精准识别、对扶贫干部精准管理；
七是提高扶贫资金使用效率，在确保
资金使用方向正确的情况下，采取有
效措施加大资金统筹整合及监督管
理力度，确保资金用出实效、不违法
违规；八是落实外出打工、种养等重
点产业扶贫举措，细致做好贫困户外
出打工思想引导，在深入了解扶贫对
象实际情况的基础上，对每个贫困户
采取有针对性的扶贫措施；九是确保
扶贫对象“三保障”， 下转A02版▶

(相关报道见A02版)

罗保铭主持省扶贫开发领导小组会议强调

统一思想 多管齐下 形成合力
以严实硬精准的作风为打赢脱贫攻坚战开路

刘赐贵李军出席并讲话

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四次会议

审议香港基本法
第一百零四条解释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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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海口11月5日讯（记者尤
梦瑜）今天晚上，省委书记罗保铭会
见了受江西省委书记鹿心社委托前
来迎接孙新阳同志赴江西任职的江
西省纪委常务副书记刘卫平一行。

罗保铭欢迎刘卫平一行的到
来，并请他转达对江西省委书记鹿
心社的问候和感谢。罗保铭表示海
南坚决拥护和服从中央关于孙新阳
同志到江西工作的决定，对孙新阳
同志在海南工作26年间对海南经

济社会发展作出的努力和贡献给予
充分肯定。他说，新阳同志政治过
硬、能力全面，历经多岗位锻炼，在
省纪委工作8年，积累了丰富的纪
检工作经验。特别在任海口市委书
记一年半的时间里，带领四套班子

“五加二、白加黑”开展双创，带动海
口从市容市貌到干部作风都发生了
历史性转变。

罗保铭表示，海南与江西人缘
相亲，交流紧密。希望新阳同志到

江西后尽快进入角色，在全面从严
治党的新形势下，紧密团结在以习
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忠
诚履职、苦干担当，为党和人民作出
新的更大的贡献。同时也希望新阳
同志当好桥梁纽带，促进琼赣两省
深入交流合作。

刘卫平转达了江西省委书记鹿
心社的问候，感谢海南为江西培养
输送优秀领导干部。他表示，江西
省委坚决拥护中央决定，非常欢迎

并期待孙新阳同志到江西任职。同
时，江西省纪检监察系统全体同志
有信心在孙新阳同志的领导下，认
真贯彻落实中央全面从严治党的各
项部署要求，推动全省纪检监察工
作再上新台阶。

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马勇霞，
省委原常委、海口市委原书记孙新
阳，省委常委、秘书长胡光辉，江西
省委组织部及海南省纪委、省委组
织部有关负责人参加会见。

罗保铭会见江西省客人

本报椰林11月5日电（记者陈
雪怡 程范淦 通讯员符宗瀚 胡阳）
记者今天从陵水黎族自治县相关部
门了解到，《陵水黎族自治县促进电
子商务发展奖励扶持办法（暂行）》于
日前出台。

此项办法涵盖电商经营主体、电
商培训体系、快递物流业发展、电商服
务体系、电商发展环境等5个方面。
奖励对象为在陵水县注册登记领取工
商营业执照或在县电商办备案，以信
息网络、电子数据、信息技术为主要手
段，生产、销售陵水农特产品、工业产
品、旅游产品等产品的电商相关的企
业、各类网店、协会、物流企业等，以及
支持陵水电商发展的机构、团体和个
人等。

“陵水将对网店运营、B2B及B2C
销售、开设官方旗舰店、招引优质电商企
业、知名电商企业落户陵水等给予奖
励。”陵水副县长许辉春介绍，陵水将鼓
励有资质的机构开展电商业务培训，对
经批准审核的培训项目及相关培训和考
察学习，给予补助。

陵水给电商产业
发“红包”
推出多项奖励扶持办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