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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3月20日电 外交
部发言人华春莹20日宣布：国务院
副总理张高丽将于25日应邀出席
在海南博鳌举行的博鳌亚洲论坛

2017 年年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
演讲。

马达加斯加总统埃里、密克罗
尼西亚联邦总统克里斯琴、尼泊

尔总理普拉昌达、阿富汗议会长
老院主席穆斯利姆亚尔、缅甸副
总统吴敏瑞等外国政要将应邀出
席年会。

张高丽将出席
博鳌亚洲论坛2017年年会

多国政要将应邀出席年会

本报海口3月20日讯（记者罗
霞）记者今天从博鳌亚洲论坛2017
年年会海南省主题活动新闻吹风会
上获悉，博鳌亚洲论坛2017年年会
将于3月23日至26日在海南博鳌
举行，今年海南将继续在紧扣论坛
年会主题议题、立足海南优势与特
色的基础上，加大利用论坛平台和
资源的力度，将推出13项海南主题
活动，主题活动层次高、设计新、亮
点多。

根据截至目前的统计，我省领
导年会期间将出席会见、宴请、拜会
等外事活动约32场；见证或签署合作
协议、意向书、备忘录约12场，将促进
我省经济社会发展和国际旅游岛建
设，更好服务国家总体外交和周边外

交，更高水平融入“一带一路”战略。
省服务与利用博鳌亚洲论坛联

席会议工作机制领导小组办公室主
任、省外事侨务办主任王胜介绍，今
年，我省的论坛年会利用工作主要
包含13项内容，较去年更加精简、
务实，主题活动主要有三大特点。

一是继续将服务国家总体外交
和海南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紧密结
合，促进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组织

策划“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岛屿经
济”“2017年中国-东盟省市长对
话”等精品政治外交分论坛，为密切
我国地方省市与东盟国家地方政府
和民间的务实合作关系提供海南方
案，为丝路岛屿经济体的可持续健
康发展贡献海南智慧。部分参会外
国政要也将出席海南主题活动。

二是重点加强靶向对接，开展
“点对点”招商，促进产业发展，促成

项目合作。海南将重点围绕海南省
十二大产业的发展需要，举行“2017
第二届博鳌健康论坛”等活动，并配
合国务院侨办举办“华商领袖与华
人智库圆桌”。除这些活动外，我省
还将协调组织省内十二个重点产业
牵头部门以灵活多样的形式开展

“与论坛年会代表的靶向对接”。
下转A0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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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次高 设计新 亮点多

13项海南主题活动将在年会期间举行

海南省地质医院招聘
海南省地质医院面向全国公开

招聘一批编外医疗技术人员。详见
海南省地质局官网人事招聘专栏
（http://geo.hainan.gov.cn/hnge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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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海口3月20日讯（记者尤梦瑜 实习生林
敏 通讯员符总）今天上午，省政协六届三十次主席
会议在海口召开。

省政协主席于迅主持会议，副主席史贻云、陈
莉、王应际、丁尚清、王勇，秘书长王雄出席会议。

会议传达学习贯彻政协第十二届全国委员会第
五次会议精神，传达学习贯彻政协第十二届全国委
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精神，传达学习贯彻
省委书记罗保铭在全省领导干部大会上的重要讲
话，审议通过政协海南省第六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
第二十三次会议议程（草案）和日程，学习《中共中央
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政协民主监督工
作的意见>的通知》，审议政协海南省委员会2017
年度协商工作计划。

会议指出，学习贯彻全国两会精神对政协工作
有着重要意义，接下来，我省各级政协要认真学习贯
彻好全国两会精神，本月底召开省政协常委会议全
面传达学习会议精神，要于近期在各级政协和委员
中掀起学习贯彻的热潮，圆满完成今年的政协各项
工作，以优异的工作成绩向党的十九大献礼。

省政协六届三十次
主席会议召开
于迅主持

本报海口3月20日讯（记者李磊 通讯员黄顺
祥）今天上午，省五届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第三十七
次会议召开。会议决定，省五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
七次会议将于3月27日至28日召开，会期一天半。

受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罗保铭委托，省
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李宪生主持会议，省委常委、宣传
部长、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许俊，省人大常委会副主
任康耀红、贾东军、林北川，秘书长屈建民出席会议。

会议研究了省人大常委会领导分工安排的建
议；听取了关于省五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七次会议
建议议程和日程准备情况的汇报，并对会议建议议
程、日程进行研究；听取了关于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
会议主要精神传达提纲有关情况的汇报；听取了省
人大常委会有关部门关于拟提交省五届人大常委会
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的法规草案准备情况的汇报；
听取了关于调整海南省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
员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主任委员、副主任委员的
报告；听取了关于人事任免有关事项准备情况的汇
报；听取了关于接受辞去职务请求的议案有关情况
的汇报；听取了关于开展贯彻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
反间谍法》情况专题调研的报告；听取了关于省五届
人大五次会议代表议案处理意见的报告；会议还研
究了关于主任会议成员重点督办代表建议的意见。

会议经过研究提出，省五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
七次会议建议议程为：传达学习十二届全国人大五
次会议主要精神；审议海南省人民政府关于提请审
议《关于运用特区立法权暂停实施行政许可事项的
决定（草案）》的议案；审议海南省人民政府关于提请
审议《关于运用特区立法权下放行政许可事项的决
定（草案）》的议案；审议海口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
员会关于报请审查批准《海口市制定地方性法规条
例》的报告；审议三亚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
于报请审查批准《三亚市制定地方性法规条例》的报
告；审议陵水黎族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关于报请审查批准《陵水黎族自治县城乡容貌和环
境卫生管理条例》的报告；审议海南省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主任会议关于提请审议调整海南省第五
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主
任委员、副主任委员的议案；审议任免案等。

省五届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
第三十七次会议召开

本报营根 3月 20 日电 （记者
杜颖 郭畅）黎族苗族传统节庆活
动“三月三”即将在琼中主会场举
办。紧紧围绕我省“百镇千村”建
设，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将“三月
三”等民族文化元素融入乡村改造，
年内 168 个村落将实现富美乡村

“升级版”。
一度被冷落的黎族古老建筑，重

新回归到乡村的红土地上，让一大批
美丽乡村焕发出新生机。

在琼中新寨村，“乡村大舞台”的
黎苗风情设计引人驻足，每逢节庆，
穿着民族传统服饰的当地村民便在
舞台上载歌载舞，过去，这里只是村

口的一片水泥硬化地。
沿着仿古石阶穿过竹林，新寨

村什日宛村民小组全貌跃然眼前，
远山如黛，落日余晖，错落有致的
房屋，加上“立面改造、风貌管控”
下的民族传统图腾，让游客来了就
不想离开。

在琼中广大乡村，今年以来发生
的美丽变迁何止是新寨！

阵阵鞭炮声中，琼中吊罗山乡
大丛村迎来了整村乔迁的好日子，
全村190位村民将新居落成在青山
绿水间；和平镇堑对村，过去远在深
山人未识，如今房屋实现了全面改
造，二层特色黎族小楼，既还原了上

世纪黎族民居建筑的原貌，又与现
代居住方式进行了有机结合，一

“改”双赢，受到了乡亲的点赞。还
有什运乡便文村、湾岭镇鸭坡村
……今年以来通过乡村重建或改
造，已蜕变成具有黎苗文化特色的
旅游村庄。

再不是什寒村“一村独舞”，琼中
逐步成功探索出了一条“富美乡村
模式”，这一模式的核心，就是把民
族文化重新强势地注入到每一个乡
村改造的过程中，统一规划，统一改
造或重建，农民参与，政府补贴，家
家户户“一户都不能少”。“‘半土不
洋’无规划的杂乱民居在今后琼中

的乡村中不会出现。”琼中县委副书
记张长丰说。

乡村规划的统筹统建得到了广
大农民的支持。在营根镇朝参村，村
支书王进轩感言，“过去，农民盖房子
都是各干各的，近年看到很多村庄统
一规划改造后越变越美，越来越富，
现如今大家都听政府的，村庄有了吸
引力，农民致富没问题！”

按照规划，琼中今年将高规格、
高品质建设91个富美乡村，使2017
年全县富美乡村建设总规模达到
168个村庄。

琼中县委书记孙喆告诉本报记
者，琼中今年168个富美乡村改造完

成后，将让具有“黎韵苗风、锦绣琼
中”的乡村带熠熠发光，让琼中旅游
更具文化内涵，以“最好最美”的新姿
态欢迎远道而来的客人。

据悉，借助今年“三月三”活动主
会场的优势，琼中筹谋在前，在乡村
建设改造的同时，提前做好了“五片
八区十线”旅游线路规划，五片即东
西南北中5个旅游片区；八区即百花
岭风景名胜区等8个重点生态旅游
度假区；十线即红岭、云湖等10条乡
村休闲旅游精品线路。民俗体验、黎
苗文艺大联欢、红色印记等多种形式
的特色活动，深度推进了琼中“乡村
建设+全域旅游”的融合。

落实我省“百镇千村”工程，琼中将“三月三”等民族文化元素融入乡村改造

168个村庄年内打造富美“升级版”

3月20日，“中国（海南）青少
年航天强国梦”主题展在文昌国际
航天城航天主题乐园开展，神舟十
号飞船返回舱、航天员舱内服、航天
员救生物品等航天实物亮相，引来
众多航天爱好者。

据了解，这是我省首次举办大
型航天科普专业展览，展览将持续
至今年6月初。
文/本报记者 许春媚 通讯员 王先伟

图/本报记者 袁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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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海口3月20日讯（记者赵
优）记者今天从省旅游委获悉，在日前
召开的“2016中国（成都）旅游风云
榜”颁奖典礼中，由海南省旅游委组织
的“发现海南”系列推介会荣获最佳旅
游国际推广创新奖。

据了解，中国（成都）旅游风云榜已
连续举办三届，本届旅游风云榜由新闻
资讯平台今日头条、新媒体中心大数据
联盟等共同发起。经过评选，海南入选
年度十大最佳旅游目的地，其中“发现
海南”系列推介会荣获最佳旅游国际推
广创新奖。

为打造世界一流的海岛休闲度假
旅游目的地，提升入境游客人数和质
量，2016年，海南省旅游委分别在北
京、上海和成都3个城市，举办针对在
华外国人的“发现海南”旅游推介会。
据了解，“发现海南”旅游推介会重点
邀请各国驻华使领馆官员、外国商会
代表及其成员、外资企业代表、驻华机
构代表等出席，以吸引在华高端外国人
赴海南旅游，推动海外入境旅游发展。
推介会还播放省旅游委专门制作的《发
现海南》海南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微纪
录片，专题推介面向外国使领馆官员、
商会成员的海洋旅游、康养旅游、文体
旅游等海南旅游十大套餐产品。

“发现海南”旅游推介会
获最佳国际推广创新奖

本报海口3月20日讯（记者金
昌波）今天下午，省委副书记李军主
持召开全省禁毒三年大会战现场推
进会暨第三次月调度例会，听取进
展情况汇报，研究解决存在问题。
省高院院长董治良、省检察院检察
长贾志鸿出席会议。

与会人员首先现场参观了省琼
山强制隔离戒毒所、省强制隔离戒
毒所，了解这两个所设置地铺、搭建

临时板房解决收戒床位紧张的做法
和成效。随后，李军主持召开现场
推进会暨月调度例会，听取“八严工
程”相关指挥部和海口、三亚、定安
等市县汇报情况，协调解决遇到的
困难和问题。

据悉，禁毒三年大会战启动以
来，“八严工程”取得明显成效。破获
毒品刑事案件2177起，抓获毒品犯
罪嫌疑人2409名，缴获毒品和管制

类麻醉药品2144公斤；通过搭建板
房、将现有床位改成平铺、改造闲置
楼房等措施深入挖掘潜力，有效缓解
收治场所紧张问题，累计收治吸毒人
员4225人，其中病残吸毒人员1952
人。大会战行动方案提出的第一阶
段在侦部督毒品目标案件有重大突
破，零包贩毒案件高发问题得到初步
遏制，全省破案数、抓获毒品犯罪嫌
疑人数、缴毒数、判决数同比有大幅

度增长，全省娱乐场所涉毒问题得到
明显整治等目标任务已提前完成。

李军指出，大会战开展4个月
来，拿出血性、担当，打出了声威、
打出了成果，已经“渐入佳境”，确
立了打赢的基本态势，有效地扭转
了社会治安状况，省委省政府充分
肯定，人民群众普遍好评。但禁毒
是世界性难题，要牢固树立打持久
战的思想， 下转A02版▶

全省禁毒三年大会战现场推进会
暨第三次月调度例会召开

李军主持
本报三亚3月20日电（记者林

诗婷）记者今天从三亚市旅游委获悉，
今年俄罗斯游客赴三亚旅游热度呈直
线上升趋势，目前俄罗斯直航三亚航
线客座需求旺盛。俄罗斯TEZ TOUR
旅游集团透露，为进一步助推三亚入
境游市场发展，计划将3条俄罗斯直
飞三亚航线更换大机型。

据悉，三亚境外旅游促销团目前正
在俄罗斯开展专场旅游推介会，积极开
发国际高端旅游市场。俄罗斯TEZ
TOUR旅游集团相关负责人表示，集
团正计划将“叶卡捷琳堡⇌三亚”“新
西伯利亚⇌三亚”“克拉斯诺亚尔斯克
⇌三亚”3条直达航线航班由波音757
更换成大机型空中巴士300，预计每年
向三亚输送游客量增加两万多人。

3条俄罗斯直飞三亚
航线将更换大机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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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美舍河

辩证施治美舍河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如何影响你我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