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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论语

瞰新闻

据新华社利马 11 月 19 日电
（记者陈贽 李建敏 骆珺）2016年亚
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19日在
秘鲁利马举行。国家主席习近平应
邀出席并发表题为《深化伙伴关系
增强发展动力》的主旨演讲（演讲全
文见A07版），强调亚太要为世界经

济复苏注入新动力，为世界经济增长
开辟新道路。中国在谋求自身发展
的同时积极带动亚太国家共同发展，
为本地区人民创造更多机遇。

习近平指出，当前，亚太处在发
展关键当口。作为全球经济规模最
大、最具发展活力的地区，亚太要发

挥引领作用，采取有力协调行动，为
世界经济复苏注入新动力，为世界经
济增长开辟新道路。

第一，促进经济一体化，建设开
放型经济。我们应该构建平等协
商、共同参与、普遍受益的区域合作
框架， 下转A02版▶

习近平出席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并发表主旨演讲

深化伙伴关系 增强发展动力
实现亚太共同发展繁荣

经省委研究，现将拟任干部人选情况予以
公示。

公示期限：2016年11月20日至25日，共
5个工作日。

联系电话：（0898）12380，65378954（传
真）。

短信举报：18608912380。
联系地址：海南省海口市国兴大道69号海

南广场1号楼308室省委组织部干部监督处
（邮编：570203）。

举报网址：http：//12380.hainan.gov.cn。
中共海南省委组织部
2016年11月19日

（拟任干部人选情况见A02版）

海南省拟任干部人选
公 告

海南首个全国大数据应用项目

全国
食品质量
一查就知道

■ 本报记者 罗霞

在复杂严峻的国际环境下，海南
入境游打下一场漂亮的翻身仗。

统计数字显示，今年以来，海南
接待过夜入境旅游者一路飘红，成功
扭转连续3年下滑的局面。保持两
位数增长的入境游，成为今年海南旅
游发展的一颗闪亮明星。

入境游增长的背后，更让人欣喜
的是，积极扩大国际市场的海南旅
游，不断从形象、产品、环境等方面提
升旅游国际化水平，促进旅游的提质
增效，以给国内外游客提供更好的旅
游体验。

一个更具“国际范”的海南，正加
紧自我提升，热情迎接八方游客。

广拓市场推进客源国际化

在海南不少旅游景区，今年外国

游客的身影多了起来。海南槟榔谷
黎苗文化旅游区今年前10个月接待
境外游客超过6000人次，同比增长
50%以上；三亚南山文化旅游区前
10个月接待境外游客超过3.5万人
次，同比增幅超过20%。

“全省做大入境游的氛围浓厚，
有效推动了境外游客的增长。”三亚
南山文化旅游区营销总监孙文健告
诉记者，今年政府从政策支持、旅游

促销等方面大力支持海南入境游发
展，增强了企业开拓国际市场的信
心，不少企业加入到发展入境游行列
中来，积极开展宣传促销、旅游国际
化改造等工作。

国际化是旅游城市发展的高层
次阶段，实现客源国际化是旅游国际
化的重要指标之一。为促进入境游
发展、提高旅游国际化水平，今年，省
政府专门印发《海南省提高旅游国际

化水平和促进入境旅游发展实施方
案》，并出台入境旅游市场开拓扶持
办法、整合和调整有关民航客运财政
补贴政策条款等政策。同时积极创
新营销模式，全面“走出去”“请进
来”，加大境外市场的广告投放，通过
借用大型企业平台、派驻驻外营销代
表等扩大营销渠道。

海南旅游“朋友圈”今年互动繁
忙，海南美景在世界各地“奔走”。海

南赴俄罗斯等18个国家和地区参展
并已举办了24场专项促销活动；组
织23个国家和地区的30余批旅行
商和媒体记者来海南踩线和采访报
道；在北京、上海、广州、成都等四个
外国人集聚城市举办“发现海南”海
南旅游专项推介会；在海外主流新媒
体平台以及不少国家和地区的户外
媒体、报刊上投放海南旅游广告。

“在 2013 年、2014 年、2015 年
连续三年入境游接待量下滑的不利
局面下，经过全省上下的齐心协力，
今年海南入境游成功止跌回升，并在
多个客源市场涌现出发展新亮点。”
省旅游委主任孙颖说。

据统计，今年1-9月，我省接待
入境游客 49.27 万人次，同比增长
16.45%，外国游客增长22.06%，旅
游外汇收入约2.08亿美元，同比增长
34.34%。

下转A02版▶

今年以来我省入境游扭转连续3年下滑局面，旅游国际化水平不断提高

“国际范”积聚海南旅游新动能

近日，高空鸟瞰万宁石梅湾至大花角滨海旅游公路。据了解，这条旅游公路全长35.24公里，全线串联了
石梅湾、南燕湾、神州半岛等多个美丽海湾。为增强旅游公路的服务功能，规划建设有石梅湾东线高速出口处
服务区、南燕湾美食广场及旅游集散小镇等，旅客能够随走随看，随停随玩。 本报记者 张茂 摄

好看又好玩的旅游公路

本报海口11月20日讯（记者杨
艺华 通讯员袁国华）2016年老挝琅
勃拉邦省和农业促进银行“农业与小
额信贷”培训班今天在海口开班。来
自老挝琅勃拉邦省的18位政府学员，
以及老挝农业促进银行的15位高管
将在海南接受为期11天的培训。

今年7月，省委书记罗保铭率团
访问老挝，与琅勃拉邦省正式签署了

结好协议书。根据两省高层达成的共
识，海南将为琅勃拉邦省政府官员和
金融机构代表举办一期关于农业与金
融方面的培训班。同年8月和10月，
省农村信用社联合社理事长吴伟雄两
度率团赴老挝与政府、央行和农业促
进银行就合作事宜展开洽谈和调研。

据了解，此次培训班由省外事
侨务办公室主办，省农村信用社联

合社承办，海南职业技术学院协
办。授课内容包含海南农信社小额
信贷产品、小额信贷系统操作介绍，
以及小额信贷风险控制、农民小额
贷款贴息、小额信贷从事管理制度、
小额信贷薪酬制度等。此外，学员
还将赴罗牛山产业园、海南润达现
代农业股份有限公司考察，参观省
农科院永发科研基地等地。

老挝琅勃拉邦省代表团团长
Bounpheng Souksithi表示，因为
老挝农业人口高达85%，在农业领
域发展小额信贷势在必行，所以对
此主题的培训感到非常高兴，以汲
取中国在农业发展领域取得的前沿
成果。通过培训，学员们将把在海
南学到的宝贵经验在琅勃拉邦省乃
至老挝全国范围内付诸实践。

老挝学员“取经”海南农村金融
30余名政府官员和银行高管接受农业与小额信贷培训

■ 本报记者 陈蔚林 实习生 陈卓斌

临床医学学科被教育部授予
“高等学校特色专业建设点”，获批
省内首个医学博士后科研工作站和
海南省首批院士工作站；药学学科
拥有1个国家认证的研究中心、2个
省级重点实验室；基础医学学科是
我省高等医学教育及基础医学研究
的核心力量；公共卫生与健康管理

学科有效增强了对海南国际旅游岛
医疗健康产业发展的智力支持和人
才保障……

“这些年，海南医学院各方面发
展日新月异，尤其是学科建设趋势
不断向好，可谓是今非昔比。”细数
海南医学院学科建设之蜕变——从
最初只有医疗专业、护理专业，到如
今仅本科层次就有医学、理学、管理
学和工学4个学科门类的20个专

业，1955年便来校任教的老教授邓
子夫每每谈及都感慨万千。

在海南垦出医学沃土

今年87岁的邓子夫是海南医
学院首任生理学教研室主任，也是
海南生理学会的创始人。当年只有
26岁的他从中山医科大学毕业后，
便被直接分配到海口卫生学校（其

前身为海强高级医事技术学校，后
发展成为现在的海南医学院）任教。

当时，眼前的一切令邓子夫有
点沮丧——全校教职员工仅有几十
人，开设医疗、护理两个专业。也就
是说，学生在这里只能接受到“科普
式”的基础医学教育，不仅“学不深”，
而且“学不精”。他印象深刻：“我们
也没有自己的附属医院。老师和学
生要实验、实践， 下转A02版▶

近年来，海南医学院学科建设取得飞跃式发展

深情培沃土 躬耕育桃李

本报金江11月20日电（记者金昌波）近日，省
委副书记、省深化海南农垦管理体制改革领导小组
组长李军到澄迈调研农场农业用地规范管理工作进
展情况。

根据新一轮农垦改革的部署，在东昌农场试点
成功的基础上，今年7月，海南农垦在20个农场启
动农业用地规范管理工作，在精准测量土地的基础
上依法规范租赁合同，着力解决租期过长、租金过
低、面积过大、退休不退地、私垦滥占土地等突出问
题，盘活农场土地资产，增加农场地租收入，提高无
地少地职工收入水平。

李军来到位于澄迈的红光农场，现场察看土地
测量作业情况，与农场职工随机交谈，了解土地承包
和危房改造情况。随后，他主持召开座谈会，听取规
范管理工作进展情况汇报。截至目前，第一阶段的
户籍信息调查、农用地测量核查、合同审核、数据录
入等工作已基本完成。

李军充分肯定 20 个农场取得阶段性成果，
赞成转入第二阶段合同换签工作，并启动第二批
29个农场土地规范管理工作。他指出，合同换
签涉及真刀真枪的利益调整，第二阶段任务更加
复杂艰巨。要认真总结、运用成功经验，坚持农
场管理层带头，坚持敢于碰硬、狠抓反面典型，坚
持有针对性地开展政策法规宣传教育，坚持厅级
领导干部分片包干、督查指导，一个难题一个难
题地啃下来。随着农场社会管理职能移交地方
工作的顺利推进，要在规范管理农业用地的同时
推进农场改制转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积极
尝试农场二级企业管理层和职工参股，搞活农场
生产经营，创造良好的业绩，真正体现“盈利才
是硬道理”。

省直有关单位和澄迈县负责人参加调研。

李军在红光农场调研时强调

坚决啃下农场农业用地
规范管理“硬骨头”

我省入境游客49.27 万人次，同比增长 16.45%

旅游外汇收入约2.08 亿美元，同比增长34.34%

外国游客增长22.06%

韩国游客
4.59万人次

同比增长65.56%

俄罗斯游客
3.77万人次

同比增长32.04%

马来西亚游客
2.79万人次

同比增长 168.87%

泰国游客
同比增长 115.27%

越南游客
同比增长535.5%

今年1-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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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海口11月 20日讯 （记者计思佳）中国
共产党海口市第十三届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
今天选举张琦为海口市委书记，倪强、吴川祝为
海口市委副书记，当选海口市委常委的还有：郑
柏安、巴特尔（蒙古族）、李湖、王艳萍（女）、林海
宁、李向明、王忠云。中国共产党海口市第十三
届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选举李湖为
市纪委书记。

张琦当选海口市委书记

本报海口11月20日讯（记者王
玉洁 通讯员何凌 实习生刘妞）今天
上午，海南省第三届社会科学普及月
活动在海口明珠广场启动，活动共设置
了包括历史文化、南海知识、扶贫政策等
21个主题的咨询区，来自全省的百名社
科专家学者为市民提供免费咨询。

本届社科普及月活动将持续至
12月18日，大型咨询、专题研讨、知
识竞赛、理论宣讲、行走市县、品味文
化、拓展活动7大类近100项活动将
搅热全岛。

省社科联党组书记、主席，省社科
院院长张作荣在致辞中表示，本届活
动主题为“普及社会科学、助力脱贫攻
坚、提升人文素养”，并将宣传贯彻落
实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精神和服务我
省脱贫攻坚战的要求落实到各大板块
和主要活动中。

活动还表彰了一批荣获“全国优
秀社会科学普及专家”“优秀社会科学
普及作品”“优秀社会科学普及工作
者”和“全国社会科学普及基地”称号
的个人和单位。

活动由省委宣传部指导，省社科
联、社科院主办。

我省社科普及月
活动启动

本报牙叉 11月 20日电 （记者刘笑非 通讯
员王伟）中国共产党白沙黎族自治县第十三届委
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11月20日选举张蔚兰（女）
为中国共产党白沙黎族自治县委书记，胡翔（黎
族）、李广清为中国共产党白沙黎族自治县委副
书记。当选为中共白沙黎族自治县委常委的还有
秦晓宏、张志群（女）、符会从（黎族）、邢诒仪、马
琼才、王明干。中国共产党白沙黎族自治县第十
三届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选举秦晓宏
为县纪委书记。

张蔚兰当选白沙县委书记

■ 饶思锐

今年来，我省入境游扭转连续 3
年下滑局面，打了一个漂亮的翻身仗。

成绩的回归得来不易，也极能说明
问题。从优化旅游产品和旅游服务，提
升国际化水平，到扩大营销渠道，开辟
市场……海南入境游“升温”的背后，离
不开相关部门、企业的主动作为，也离
不开我们总结经验教训后的阔步前行。

当前，海南还有很多优质旅游资源
藏在“深闺”，一些新的景区不断产生，新
的旅游产品不断涌现，新的旅游业态不
断形成，我们要善于抓住契机，推进旅游
供给侧改革，不断优化境外游客的旅游
体验，使“海南游”更具“国际范”，也使

“海南热”这把火烧得更旺、更持久。

让“海南热”更持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