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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周晓梦 通讯员 官兆

“以前是自己垫钱出差，现在不需
要了。”4月25日，海口市美兰区人民
检察院刑事检察局检察官倪承山参加
财政业务培训班时表示，改革前，由于
原先经费保障不均衡，有时办案经费
没着落；改革后，经费固定支出，办案
的检察官不再为经费发愁。

倪承山口中的改革，是指2015年
7月我省推进的省以下法院、检察院
财政统一管理工作。

近两年来，作为司法改革的综合
配套改革措施之一，改革效果初显，对
于确保法院、检察院依法独立公正行
使审判权、检察权具有深远意义。

为司法公正筑起一道防线

2014 年，全国司法体制改革划

定首批试点省份，海南与广东、吉
林、湖北、青海、贵州和上海等省市
均位列其中。

我省在把握好中央顶层设计方
向上进行探索——省政府为此专门
印发《海南省省以下法院、检察院财
物统一上划省级财政管理具体实
施方案》，在吃透政策和摸清底数
深度结合的基础上，按照“早改革
早发展早受益”的原则，积极探索、
全面推开。

同时，我省利用省直管市县的体
制优势，推进省以下法检两院动作同
步，不做试点，均作为一级预算单位上
划省级财政部门直接管理。

2015 年 7 月，海南在全国率先
实现省以下法院检察院全部上划省
级财政统一管理。这有效地“封堵”
了外部干预，为司法公正又筑起一
道防线。

全省统一一个“账房先生”

统一上划之所以不易，不仅因为
要彻底打破原来按行政区域实行分级
管理、分级负担的体制，还因为全省上
下统一了“账房先生”，一系列财政业
务方面的“必修课”需要跨部门、有序
地衔接开展。

“先摸清家底，再上划统管。”为
确保改革不遗留问题，财政部门明
确方向，组织省以下法检两院通过
购买第三方审计服务的方式，一家
家彻底清查全省法院、检察院截至
2014 年底的资产、债权、债务等情
况。而这一过程，只用了不到 2 个
月的时间。

资产账本之所以要明明白白，
是为了让地方的归地方，让法检的
归法检。

据省财政厅国防与政法处负
责人金献平介绍，完成市县法检
两院各类资产的清查登记工作、
强化资产管理、减少历史负债包
袱，为省以下地方法院检察院财
政统管做好了准备工作，确保改
革顺利进行。

此外，我省制定相关办法，要求
法院、检察院取得的政府非税收入
全额上缴省级国库，实行“收支两条
线”，纳入省级财政预算管理。资
产、账务等账本问题迅速找到答案，
法检两院之前常遇到的“全年跑财
政拿经费”的尴尬局面也被改变。

司改需要一把“铁算盘”

说到底，财政“铁算盘”算的是司
法改革整体账、全局账。

“统一上划以后，避免了各法院之

间横向攀比和苦乐不均的现象，有利
于加强法院的保障性和计划性。更重
要的是，让我们有更多的精力回到审
判工作上。”省高院行政装备管理处处
长黄玉梅说。

一组数据能见证其中变化：2016
年，全省三级法院共受理各类案件近
16 万件，是 2007 年的 4.21 倍，比
2012年上升112.29%，比2015年上
升 27.73%；办结超 15万件，结案率
96.61%，同比分别上升 28.06%和
0.25个百分点，结案率位列全国法院
前列。

省财政厅有关负责人介绍，下一
步，财政部门将继续加强法院、检察院
财政管理，做好建立跨部门涉案财政
统一管理信息平台等工作，为司法机
关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检察权
提供可靠保障。

（本报海口4月25日讯）

海南严禁
从省外网购农药
并对农药批发实行总量控制

本报海口4月25日讯（记者孙慧）农药销售
管理是保障安全生产的重要环节。近日省政府
颁布《海南经济特区农药批发零售经营许可管理
办法》，其中规定需到取得经营许可的农药商店购
买农药，并严禁农药零售企业及农药使用者通过
网络交易平台从本经济特区以外购买农药。

办法规定，农药零售经营应当从本经济特
区的批发企业购进农药。除运输农药批发企业
采购的农药，以及经省级农业行政主管部门批
准用于科研与推广示范的农药外，单位和个人
不得擅自购买、运输、携带农药进入本经济特区。

我省相关部门要对全省农药批发和农药零
售经营网点实行总量控制。由省级农业行政主
管部门根据农业生产需要，科学规划、合理布局销
售网络。农药批发企业名录和销售网点规划应
当向社会公布。农药批发企业要根据农业生产
及市场供求实际需要采用公开招投标方式确定。

农业、工商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加强对农药
批发、零售企业的日常监管，每年进行1次全面
检查，不符合经营条件的限期整改，逾期达不到
整改要求的，依据《海南经济特区农药管理若干
规定》第四十二条规定，由原发证机关吊销其经
营许可证。

2017海南省第二届
旅游商品大赛启动
即日起至7月25日征集参赛作品

本报海口4月25日讯（记者赵优）今天上
午，“南国杯”2017海南省第二届旅游商品大赛
暨参选首届中国民族旅游商品大赛新闻发布会
在海口召开。记者从会上获悉，即日起至7月
25日进入大赛商品征集阶段，活动将从中选送
质高品优的旅游商品代表我省参加首届中国民
族旅游商品大赛。

本次大赛以“琼域特色、创新发展”为主题，
是在我省实施全域旅游战略的大背景下举办
的。据介绍，参选的实物类旅游商品的品类参
照首届中国民族旅游商品大赛设定的品类，由
以往的10大类增加到20大类，包含旅游特色
食品类、旅游茶品类、旅游饮品类、旅游日用竹
木品类、旅游化妆品类、旅游工艺品类、旅游纪
念品类等，即日起至7月25日为参赛作品征集
阶段，7月26日-30日进行大赛评审阶段，拟定
7月30日进行获奖作品揭晓及颁奖。获奖商
品将入选“2017海南省特色旅游商品”汇编手
册，我省参赛企业和个人获奖商品推荐参加

“2017首届中国民族特色旅游商品大赛”并推
荐进入“海南礼物”平台。

“五一”小长假预计发送旅客1.7万余人

海口火车站
各车次车票较充足

本报海口4月25日讯（记者邵长春 通讯
员周金丽）“五一”小长假将至，海口火车站也将
迎来旅游、探亲等中短途客流高峰。据悉，海口
火车站节日运输从4月29日起至5月1日止，3
天预计发送旅客1.7万余人次。其中，客流最
高峰预计出现在4月29日，发送旅客约6000
人次左右，目前海口火车站“五一”小长假三天
各车次剩余车票都较充足。

为进一步方便旅客出行，海口火车站重点
强化售票组织及旅客乘降组织工作，充分利用
好互联网售票、电话订票等方式。针对客流增
长的实际情况，合理调整窗口设置，加开售票窗
口，并延长窗口营业时间，为旅客提供售票导购
服务。同时，落实“绿色通道”各项服务措施，配
置轮椅、拐杖、担架等服务用品，主动为重点旅
客提供便利条件。

2102户获评我省2016年度
“纳税信用A级”纳税人

可用纳税信用
换融资额度

本报海口4月25日讯（记者杨
艺华 通讯员代为 曲易伸）近日，省国
税局、地税局在门户网站、办税服务
厅、微信公众号等渠道统一对外公布
2016年度纳税信用A级纳税人名单，
共2102户。纳税信用评价为A级的
纳税人可以纳税信用换融资额度。

2016年度纳税信用评价我省符
合规定条件的参评纳税人户数共
42274户，其中纳税信用评A级的纳税
人占总参评户数的4.97%。

扫码看
4GXJ-1型

电动胶刀割胶
视频拍摄：王玉洁
视频剪辑：王诗童

码上读

4月25日，参加4GXJ-1型锂电电动胶刀新闻发布会暨产品推介会的嘉宾，在儋州热科院试验场胶林里体验电动胶刀割胶。
本报记者 苏晓杰 通讯员 林红生 摄

4GXJ-1型电动胶刀

本报那大4月25日电（记者王
玉洁 通讯员林红生 邬慧彧 实习生
王晓庆）符合人体工程学的手柄、锋
利的刀片、BB机大小的电池、墨绿色
的外壳组成了第一代4GXJ-1型便
携式电动胶刀。今天上午，中国热带
农业科学院橡胶研究所正式推出这
把攻关了三年之久的电动胶刀，以电
力辅助人力割胶，不仅能降低割胶技
术难度和胶工劳动强度，还可以实现
快速、轻松割胶，保障产量水平。

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橡胶所研究

员、智能化采胶设备研究室主任曹建
华博士介绍，目前我国天然橡胶种植
面积已超过1700万亩，海南橡胶种植
面积超800万亩。“割胶是橡胶生产的
关键环节，受胶价低迷的影响，胶园存
在弃割、弃管的现象，越来越多的年轻
人不愿意从事劳动强度大、收入低的
割胶工作，对产业造成了较大影响。”

因此，提高胶园生产与管理效
率、实现节本增效、助力产业转型升
级成了产业和科技人员面临的重大
课题，曹建华说，热科院组建了智能

化采胶设备研究室，以研发电动胶刀
为突破口，适时开展全自动智能化采
胶机械研发。

历时3年攻关，智能化采胶设备
研究团队先后自主研发设计了17款
电动胶刀，经生产试验、试割、筛选和
优化，第一代4GXJ-1型电动胶刀最
终问世，成功突破了传统割胶刀伤
树、产量低、效率低、劳动强度大等技
术难题，并与宁波一家专业电动工具
生产企业合作，建立了我国第一条电
动胶刀生产线并实现量产，加速推进

科研成果转化应用。
在电动胶刀演示现场，特意从云

南赶来的胶工李先生尝试使用电动胶
刀割胶后说，“与传统的人力割胶刀相
比，这款电动胶刀用起来很轻便、省
力，老胶线不缠刀，割线也很平顺。”

热科院试验场三队的董秀乾跟
着专家学了三天就掌握了电动胶刀
使用技巧。她特意做了对比，与传统
胶刀相比，割完200株橡胶树，使用电
动胶刀可以提前半小时完工，而且身
体没那么酸痛，眼睛也没那么吃力。

“我们给电动胶刀设置了限位保
护装置，机器可以控制割胶深度和耗
皮厚度，割胶难度降低，可以不用完
全依赖专业胶工。”曹建华说，电动胶
刀主体部件可使用3到5年，按一个
胶工管理30亩胶园来算，除去更换
易损部件和刀片费用，每亩胶园每年
的机械使用成本在30元左右，胶农
用得起电动胶刀。

海南、云南、广东植胶垦区有关
负责人及部分植胶大户参加了电动
胶刀发布演示活动。

热科院成功研发第一代4GXJ-1型电动胶刀，降低割胶难度和强度

让割胶不再依赖专业胶工

本报海口4月25日讯（记者杨艺华 通讯
员翁书艳）4月26日是第十七个“世界知识产
权保护宣传日”。25日，海口海关在海南大学
五教二楼报告厅举办“知识产权海关保护进校
园”宣讲活动，首次将中国知识产权海关保护相
关法律法规、政策措施以及典型案例向社会公
众宣讲。

据海口海关法规处处长林伟介绍，知识产
权海关保护是指海关根据国家法律法规，在进
出口环节采取的保护知识产权的执法措施。他
提醒，旅客在境内外购买商品时，应对商品的
知识产权状况进行合理审查、判断，并保留购
买商品的相关凭证。无论是出境游还是“海
淘”、或者给国外亲友携带、邮寄货品，都要擦
亮双眼，不要买到假冒伪劣产品，当然更不能

“知假买假”。
中国外商投资企业品牌保护委员会主席王

志平表示，随着海南国际旅游岛全域旅游规划
实施步伐的加快，进出境旅客流携带进出境物
流同步加大，旅检渠道和邮递渠道侵犯知识产
权的风险也在增加，海口海关在海南为中国知
识产权保护筑起“蔚蓝防线”意义重大。

“知识产权海关保护
进校园”活动海大举行

省以下法院检察院统一上划省级财政管理近两年来效果初显

统一“账房先生”助力司法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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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三亚4月25日电（记者林
诗婷）记者昨天从三亚市政府获悉，
为推进该市政府投资项目采用PPP
建设模式的相关工作，三亚于日前
出台《三亚市推动政府投资项目采
用PPP建设模式实施方案》，明确成
立PPP项目推进领导小组，由市、区
及各相关部门主要负责人参与，统
筹协调、整合资源，共同推进PPP项
目等工作，助力重点项目稳步建设。

根据方案，三亚成立PPP项目
推进领导小组，办公室设于该市发

改委，项目具体推进实施工作由各
相关单位牵头负责。具体而言，该
领导小组将完善PPP项目库，做好
项目前期工作，保障项目前期工作
经费；同时，将建立PPP咨询机构库
和PPP社会资本机构库，通过一次
公开招标，建立一个10-15个单位
的PPP咨询机构库、一个50个单位
的 PPP 社会资本机构库，以节省
PPP咨询机构和社会资本的多次招
标时间；此外，还将编制PPP项目实
施方案、设立项目公开招标条件，进

一步规范PPP项目规范化、标准化
推进。

三亚市政府相关负责人表示，
该市将加大业务培训力度，对相关
业务人员开展PPP模式的财政风险
管理、融资创新、操作流程及法律
风险防范等方面培训，同时，还将
加强督办力度，制定具体的督查方
案，定期通报各整治组、各责任单
位的任务完成情况，公布督查结
果，发挥新型融资模式对重点项目
建设的促进作用。

三亚出台PPP建设模式实施方案
成立领导小组，助力重点项目建设

PPP（Public-Pri-
vate Partnership），即
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
是公共基础设施中的一
种项目运作模式。在该
模式下，鼓励私营企业、
民营资本与政府进行合
作，参与公共基础设施
的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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