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嘉积 3月 20 日电 （记者
刘梦晓）“你这改造还要几天，对生
意没有多大影响吧？”“你这快要完
工了 ，验收 后就能重新营 业了
……”琼海近日全面开展小餐饮店
环境卫生检查工作，以迎接博鳌亚
洲论坛2017年年会的召开。

记者跟随食药监执法人员在琼
海市新民街看到，有10多家店铺在
赶工装修改造，有的增设食品制作
间，有的加装玻璃窗。

据了解，琼海在创建全国文明
城市、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工作中，
把整治小餐饮店的环境卫生作为
一个专项行动，全面整治设施设备
简陋、卫生脏乱差等问题，提升琼
海市小餐饮行业管理水平。

从本月9日至15日，琼海市食
药监局共检查餐饮单位408家，暂
扣《食品经营许可证》209家，正在
整改 344 家，完成整改 64 家。目
前，整治工作还在进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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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海口 3月 20 日讯 （记者
罗霞 蔡潇）今天举行的博鳌亚洲
论坛2017年年会海南省主题活动
新闻吹风会透露，博鳌亚洲论坛
2017年年会海南省主题活动中，多
个分论坛等活动筹备工作进展顺
利，亮点颇多。

博鳌亚洲论坛 2016 年年会期
间，我省首次举办以“共建21世纪
海上丝绸之路：岛屿经济发展的新
机遇”为主题的21世纪海上丝绸之
路岛屿经济分论坛，取得诸多务实
性成果。今年，我省将继续举办以

“海洋经济的新未来：开放与合作”

为主题的岛屿经济分论坛，与会嘉
宾将重点探讨本岛屿地区海洋经济
发展经验、愿景及合作路径，推动蓝
色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与2016年
相比，今年的分论坛参会国家和地
区代表性更强，嘉宾规格更高、分量
更重。分论坛将发布《全球岛屿经
济体发展报告（2016）》和《海洋经济
发展与合作倡议》等。

2017年中国-东盟省市长对话
关注人文交流、民心相通，与会各方
将围绕“深化人文往来，加强一带一
路建设”这一主题，以及“中国-东盟
教育交流合作新途径、新内容”“如何

进一步推动中国-东盟旅游合作”两
个分议题进行发言和讨论。

华商圆桌会议系海南省与国务
院侨办在博鳌亚洲论坛框架下自
2011年开始创办的华商领袖高端会
议，至今已成功举办6届会议。今
年，我省继续与国务院侨办联合举办

“华商领袖与华人智库圆桌会议”。
此次会议以“华商携手繁荣丝路”为
主题，围绕“直面全球化与自由贸易
的未来”的论坛年会主题，结合国家
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工作需要，细化
设置“一带一路”建设与创新发展、

“一带一路”建设与华商企业转型升

级、“一带一路”建设与公共外交和人
文交流、互联网+“一带一路”的合作
前景等五个分议题，着重凸显华侨华
人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相关
元素。

2017 博鳌乐城健康产业论坛
以“健康产业大趋势、大融合、大未
来”为主题，共设置产业聚焦、国际
经验借鉴、健康+金融、健康+大数
据4个专题。

南海议题分论坛将以“21世纪
海上丝绸之路建设与泛南海地区共
同发展：新形势下的机遇与合作”为
主题，在回顾和展望南海形势的基

础上，深入探讨如何进一步落实《南
海各方行为宣言》框架下的南海务
实合作，如何建立适用于南海的沿
岸国合作机制、以及如何推动“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倡议下南海沿
岸国发展战略的对接。来自印尼、
泰国、马来西亚、菲律宾、越南、新
加坡、韩国、印度、澳大利亚、加拿
大及中国台湾等10多个国家和地
区的70余名代表将出席本届分论
坛，将在“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倡
议和推动泛南海区域共同发展的框
架下，进一步突出海南角色和发展
诉求。

本报嘉积3月20日电（记者刘
梦晓 通讯员冯玉）今天下午，作为博
鳌亚洲论坛2017年年会主题活动的
海南风情美食园在琼海市博鳌镇博
鳌亚洲论坛大酒店开园（见上图）。

据介绍，今年的海南风情美食园
活动是由海南省商务厅与中远海运

博鳌公司携手打造的博鳌亚洲论坛
海南主题活动的特色品牌。

与往届相比，今年的美食园扩
大了规模，面积增加了8倍，大幅提
高了服务接待能力。此前，海南风
情美食园只在博鳌亚洲论坛年会期
间开放，服务于参加论坛年会的嘉

宾和新闻媒体。今年，为了让更多
人感受舌尖上的海南，美食园将在
论坛年会结束后继续延展，在3月
27日-29日举办首届博鳌美食文化
论坛，并在此期间向公众免费开放
博鳌亚洲论坛永久会址景区。同
时，美食园现场活动类型丰富，参观

者除了可以品尝五指山红茶、云顶
雾绿、金萱乌龙、瑞今黑猪肉、椰子
饭、芒果肠粉、椰子冻等70多种海
南风味的特色小吃外，还可以参与
现场举办的国宴厨师烹饪技艺表
演、欧美爵士乐队现场表演以及海
南传统竹竿舞等表演活动。

本报海口3月20日讯（记者尤梦瑜 通讯
员符总）今天下午，省政协机关在海口召开全体
干部职工大会。

省政协副主席王应际出席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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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达学习贯彻省委书记罗
保铭在全省领导干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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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议指出，省政协机关全体干部职工要认真
学习贯彻好全国两会精神，掀起学习全国两会精
神的热潮。要切实加强机关建设，进一步改进作
风、提高能力，以适应当前政协工作的迫切需要。

省政协机关召开
全体干部职工大会
传达学习全国政协十二届五次会议精神

本报海口3月20日讯 （记者
杨艺华 通讯员戴瑞）博鳌亚洲论坛
2017年年会在即，海南联通提前进
行网络优化，实现网络全面覆盖，并
将在年会期间实时监控一级骨干线
路和重要区域网络运行，全力做好
网络通信和应急保障。

海南联通今年首次将网络与信
息安全保障纳入论坛年会保障工
作，抽调各专业技术骨干分为内外
围两条线，实施24小时网络监控值
班制度，并实时监控一级骨干线路
和重要区域网络的运行，派出1辆
应急通信车，备有2部海事卫星电
话，安排技术人员800人次、车辆
300车次进行现场值守和线路巡
查，全力做好网络通信和应急保障。

通讯

海南联通全力保障
年会网络通信服务

博鳌亚洲论坛年会海南省主题活动中多个分论坛亮点纷呈

海南元素闪亮博鳌论坛

博鳌亚洲论坛2017年年会迎接

卫生

琼海344家餐饮店
整改环境卫生

海南风情美食园开园
27日-29日举办首届博鳌美食文化论坛

本报海口3月20日讯（记者邵
长春 通讯员张璐）记者今天从省交
通工程建设局了解到，海口绕城高
速四车道改六车道项目，是今年博
鳌亚洲论坛年会交通保障工程之
一，目前，该项目美兰机场段基本完
成，将在博鳌年会前开放通行。

美兰国际机场至龙桥互通约长
7公里，是进出空港的要道，施工单
位近日已顺利完成最后一层柏油路
面摊铺，目前已转入交通附属设施

安装。
海口绕城高速改扩建项目负责

人钟厚冰说，为确保在博鳌亚洲论
坛2017年年会举行前完工通车，该
项目高峰期有8个施工工作面同时
集中施工，还要保证这一路段施工
期间的车辆通行工作。

另悉，博鳌机场出口路以及东
线高速中原互通改建等博鳌亚洲论
坛年会交通保障工程也已全部完
工。

交通

海口绕城高速美兰机场段
将在年会前开放

本报讯（记者梁振君 通讯员
俞健 苏才芹）博鳌亚洲论坛2017
年年会即将开幕，为确保大会期间
天然气供应，气电集团中海油管道
输气有限公司利用LNG（液化天然
气）气化站备用储罐储备天然气2.2
万立方米，同时启动CNG（压缩天
然气）槽车一用一备，“两车一罐”全
程护航大会召开。

天然气

中海油“两车一罐”
全程护航大会用气 3月20日，海南风情美食园吸引不少游客光顾。 本报记者 袁琛 摄

本报三亚 3 月 20 日电 （记者
孙婧）三亚借助互联网技术，经过
两个五年的规划建设，智慧城市
建设成效初显。今天，三亚通过
市长专题办公会议讨论明确，下
一步，三亚智慧城市建设将向智
慧旅游、智慧交通等领域寻找突
破口，将三亚建设成为更高效率

的便民城市。
经过前期规划建设，互联网技

术已深入三亚的公共服务、海鲜排
档监管、政务资源公共平台、智慧旅
游、数字食安系统等领域开展服
务。当前三亚在信息化建设中存在
的问题是，由于各自为政、相互隔离
的建设方式，导致许多部门的业务

系统呈现信息孤岛的现象，也存在
着重复建设的问题。

下一步，三亚将着力破除上述
难题，打造智慧政务、城市服务和智
慧产业三大板块，提升市民信息化
建设获得感。

据了解，三亚智慧城市建设将优
先从智慧旅游和智慧交通方面突破，

一是改造旅游传统行业，深入开展信
息采集工作，建立反馈机制，让“哪里
好玩”“人多不多”“哪里好吃”“价格
如何”等游客需求得到极大的满足；
二是完善智慧交通建设，除了保留现
有“交通一卡通”形式外，将在公交出
行、停车交费等方面，启动手机支付
等新的解决方案。

本报那大3月20日电（记者易宗平 通讯
员张琳 邓梅花）儋州巡察形成常态化。3月23
日至5月22日，儋州市委将派出6个巡察组，对
市教育局、国土资源局、住建局等10个部门和
单位开展为期两个月的巡察监督。

据了解，此次重点对2013年以来8个方面的
问题进行巡察监督，包括党组织领导班子是否坚
强有力；党组织是否密切联系本部门、本领域实
际，真正落实中央、省委和市委决策部署；是否认
真检查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落实“三严三实”
专题教育查摆问题的整改；是否深入了解党委（党
组）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落实情况；纪委（纪检
组）是否全面履行党章赋予的职责；是否坚持党管
干部原则，坚持好干部标准和用人导向，强化领导
和把关作用；是否扭住“四风”问题不放，重点盯住
现职党员领导干部顶风违纪行为；是否着力发现
党员领导干部违纪违法的问题线索等。

儋州巡察形成常态化

10部门单位接受
8方面巡察监督

本报海口3月20日讯 （记者
刘袭 通讯员符丹丹）省质量技术监
督局充分发挥职能优势，采取有效
措施全力保障博鳌亚洲论坛2017
年年会的特种设备安全。目前，年
会区域14家酒店的电梯、锅炉、游
乐设备等187台特种设备，已经全
部定检。

从去年底开始，省质监局组织
执法人员对相关酒店、景区等调查
摸底，针对检测和检查中发现的问
题，现场发出《监察指令书》7份，要
求企业采取措施落实整改到位。
此外，省质监局还组织相关部门开
展电梯、锅炉、压力管道等项目的
应急演练，实地检验应急救援处置
能力。

质监

14家酒店特种设备
全部定检

三亚着力打造智慧政务、城市服务和智慧产业三大板块

优先发展智慧旅游与智慧交通领域

◀上接A01版
三是抓住一切机会、平台展示海南作为论

坛东道地的独特魅力。我省将继续与论坛秘书
处联合举办“博鳌亚洲论坛2017年年会招待晚
宴”，通过省主要领导致欢迎辞，并在宴会期间
视情安排海南特色文艺演出、海南特色美食、播
放海南宣传片等方式宣传、展示海南；推动我省
代表担任“金融业的绿色革命”“澜湄六国佛教
领袖对话”等分论坛的讨论嘉宾，讲好海南故
事；举办“海南省人民政府新闻发布会”，发出海
南声音；开展“论坛‘百姓代表’电视选拔活动”，
加强海南百姓对论坛的参与和互动；策划举办
《一代宗师 十世班禅》巨幅唐卡艺术精品展，丰
富论坛会外的中国文化元素；继续举办“海南风
情美食园”活动，并对活动内容和场地进一步扩
展和丰富，一方面使代表有机会体验海南美食
文化，另一方面利用活动平台对我省相关产业
进行宣介，今年的宣介主题为现代农业。

13项海南主题活动
将在年会期间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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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接A01版
切实解决工作推进不平衡、体制机制不适应、工
作质量有待提高等突出问题，确保常抓不懈。
大会战第一阶段即将收官，各有关部门、各市县
要自我加压、主动作为，组织要更强、责任要更
实，力度要更大、办法要更多，宣传要更广、发动
要更深，坚决实现2700名病残吸毒人员全部收
戒收治的阶段性目标，在此基础上推动三年大
会战持续取得更大成绩。要精心筹办第一阶段
总结表彰大会，对在大会战中表现突出的先进
集体和个人，以及举报毒品违法犯罪的有功群
众大张旗鼓地进行表彰奖励，充分调动各方面
参与禁毒斗争的积极性。

省有关单位、各市县禁毒委主要负责人等
参加会议。

三亚市重点公共区域的免费

Wi-Fi覆盖率达到94.6%
力争经过3年努力，使智慧产业总产值至少

达到50亿元以上，5年后达到100亿元以上

至2016年，三亚智
慧 产 业 实 现 税 收 近

42.48亿元 制图/陈海冰

本报讯（记者计思佳 郭萃）记者从日前海
口召开的全市招商工作会议上了解到，海口筛
选出今年首批招商项目 46 个，投资规模达
1046.75亿元。第二批招商储备项目正在筛选
中，预计也将超千亿规模。

据了解，去年海口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先
后赴北京、上海、天津、厦门等地进行点对点产
业招商，引进万达、雅居乐、华信、华润等知名企
业落户海口。全年招商引资签约项目198个，
协议投资总额1594.4亿元，协议投资额全省占
比32%，截至2016年底，项目落地率51.7%。

海口今年首批招商
储备项目达46个
计划投资规模超千亿元

本报八所3月20日电（记者邵
长春 通讯员杨宗龙 陈鹏飞）20日12
时59分，随着一声鸣笛，西环货线叉
河站至天涯站间的第一趟水泥熟料货
物列车开通。该列车装载着1688吨
水泥熟料，于当天16时19分到达天
涯站，行程185公里。

这是继2月28日公司在西环货
线进行货物列车牵引定数试验成功
后，叉河站至天涯站间开行的第一
趟水泥熟料货物列车。今后粤海铁
在西环货线的运输吞吐量将大幅度
提升。

西环货线运力提升

叉河-天涯站间首趟
水泥熟料货列开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