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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工作领导小组 引进社会资金投入 进行差异化打造

澄迈让美丽乡村建设成惠民抓手
最高检来琼督导
司法行为专项整治工作

本报海口4月27日讯（记者金昌波 通讯
员卢巨波）4月25日至26日，最高人民检察院
深化规范司法行为专项整治工作督导组在海南
督导工作。

督导期间，督导组听取汇报海南检察机关
规范司法行为专项整治工作情况，并前往省检
察院、省检一分院实地调研了解情况。据了解，
海南检察机关严格按照最高人民检察院的部署
要求，在开展深化规范司法行为专项整治工作
中从严从实抓好每个环节的工作，确保专项整
治见实效。近年来，全省各级检察院对自身存
在的司法不规范问题边查边改、立查立改，针对
问题根源，明确整改方向和整改重点，共制定整
改措施395条，向146家单位反馈整改落实问
题180个，切实增强整改的针对性和实效性。

司法体制改革试点以来，全省检察机关还
将司法规范化建设作为深化司法体制改革的重
要内容，坚持“放权”与“控权”并重，探索建立核
阅、检察官联席会议、重大复杂敏感案件监督把
关、检察官司法档案、案管部门流程监控等内部
监督制约机制，全方位加强检察官办案的监督
制约，推动规范司法行为常态化、规范化、长效
机制建设得到不断完善。

督导组充分肯定了海南省检察机关开展深
化规范司法行为专项整治工作，希望海南检察
机关持之以恒地抓基层、抓苗头、抓常态，不断
提升全省检察人员规范司法水平，真正做到司
法为民、取信于民。

全球矿产能源基金
总部基地落户三亚
第一批资源基金已入驻

本报三亚4月27日电（记者林诗婷）全球
矿产能源基金总部基地昨天在三亚亚太金融
（基金）小镇揭牌，并迎来第一批资源基金入驻，
为全球优质资源项目提供各种资金配置。

目前，三亚亚太金融（基金）小镇已有20家
基金申请入驻，资产规模达到百亿元，此次成立
的矿产能源基金总部基地是小镇五大产业方向
的第一个总部基地，将为全球优质资源项目提
供各种资金配置。揭牌仪式上，该小镇还与广
发证券等机构签署战略合作协议，构建全方位
基金PB服务中心。

据悉，亚太金融（基金）小镇自1月3日揭
牌以来，第一期2.8万平方米已经建成，以构建
一个全方位的基金PB服务中心，创建产学研
三位一体共生金融业态，形成五大特色基金总
部基地为目标，构建亚太金融投资生态系。

国际欧亚科学院
海口揭牌
推动高新区人才队伍国际化

本报海口4月27日讯（记者郭萃 通讯员
马溪曼）今天下午，国际欧亚科学院（中国）海南
院士专家服务中心揭牌成立并与海口国家高新
区签订合作框架协议。该中心将加速推动高新
区人才队伍走向国际化，推动园区人才工作驶
入“快速通道”，为海口产业现代化发展、产业供
给侧改革提供新动能。

据了解，国际欧亚科学院海南院士专家服
务中心与高新区将共建专业化高端智库，形成
有机、有效、智能的平台、基地，为海南前沿科学
技术研究、咨询和技术服务、产业转化与“向海
经济”的发展提供系列的科学服务，为高新区内
的有关企业投融资和走向国际创造条件。同
时，紧紧围绕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海口高新区
产业规划，加大海口高新区产业链和产业发展
方向研究，帮助高新区科学研判产业发展现状，
适时提出产业发展对策，促进海口高新区产业
快速集聚，加快高新技术产业化步伐。

海南颁发首张
新版外国人工作许可证

本报讯（记者王玉洁 通讯员杨大毛 实习
生王晓庆）美籍华人、海南热带海洋学院研究员
王肃文近日在省政府政务服务中心领到了新版
A类外国人工作许可证，获得了2年有效期的
工作许可。这是我省颁发的首张新版外国人工
作许可证。

此外，符合外国高端人才（A类）条件的王
肃文还享受了“绿色通道”服务，从提交申请到
拿到证件只花了两天时间。

海南省外国专家局有关负责人介绍，根据
外国人来华工作许可制度，该证件的颁发意味
着，外籍人士来海南工作将不再区分“外国专家
工作许可”和“外国人就业许可”，而是直接办理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国人工作许可证》。

为了给在海南工作的外国人提供更便捷的
服务，我省于4月1日起正式启动实施外国人
来华工作许可制度，目前已基本完成数据转换、
网络连接、窗口调整等筹备，让“数据网上行，人
才少跑路”。目前我省已授权海口、三亚和儋州
外事侨务办公室（外国专家局）受理审批当地外
国人来华工作许可事项，省外事侨务办公室（外
国专家局）受理审批省级部门、单位及其下属单
位和其他市县外国人来华工作许可事项。

4月27日，海口国家高
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狮子岭工
业园区海南英利厂区内，工
作人员把电池组装成电池
板，这是该公司光伏产品生
产制造环节的一部分。

据了解，狮子岭工业园
重点发展新能源、新材料和
节能环保产业，目前吸引总
投资超过百亿元，是海南新
能源产业发展集聚区。

本报记者 袁琛 摄

狮子岭工业园：

新能源产业
发展集聚区

本报海口4月27日讯（记者刘
袭 通讯员符丹丹）省质量技术监督
局今天与长影海南文化产业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在海口签署了《关于优化
长影海南“环球100”项目建设质监
行政服务备忘录》，为这一重点旅游
项目建设解决特种设备、标准化、质

量管理与认证等三大问题。
省质量技术监督局有关负责人

告诉记者，此次与长影海南文化产业
集团签署优化质监行政服务备忘录，
是全省质监系统服务保障海南全域
旅游建设的重要举措。

据悉，此次签署的备忘录主要从

三大方面优化服务“环球100”项目：
在特种设备方面，为重点项目提供特
种设备选型、安全管理等方面技术咨
询等工作；在标准化方面，指导推进
服务标准化建设等；在质量管理与认
证方面，支持、指导“环球100”项目
完善条件，申报创建“全国知名品牌

创建示范区”等。
2009年,长影集团走进海南，计

划投资380亿元，在海口打造超大型、
国家级、国际化电影产业园区，建设世
界级电影娱乐王国——长影海南“环
球100”项目,集影视娱乐、影视制作、
影视商务、影视服务于一体。

省质监局与长影海南文化产业集团签署行政服务备忘录

从三大方面优化服务“环球100”项目

中央媒体看海南

■ 新华社记者 周正平 代超

2012年启动美丽乡村、特色小
镇建设，2016年成全国首个“全域旅
游创建示范省”——海南承担了为全
国旅游供给侧改革、产业结构调整先
行探索的重任。

如今，海南全域旅游“国家试验
田”已经开花结果：为游客带来全新
旅游体验，海南找到了一条融合建设
全省人民幸福家园、中华民族四季花
园、中外游客度假天堂三大愿景的发
展新路。

全省打造大景区

来自四川达州的游客李阿姨在

琼海市住了一月有余。她告诉记
者，琼海虽然没有一个大型的旅游
景点，但她觉得到处都有吸引人的
景色。

自去年1月海南被确定为全国
首个全域旅游示范省以来，海南全
域旅游顶层设计体现了一个指导思
想：把海南全岛作为一个大景区来
规划建设，打开旅游产业闭环，实现

“日月同辉满天星，全省处处是美
景”目标。

海南省旅游发展委员会主任孙
颖介绍说，海南按照“点、线、面”发展
的思路推进全域旅游创建工作。着
重推进旅游精品城市、省级旅游产业
园区、旅游综合体、旅游景区景点、风
情小镇、乡村旅游点等“点”的建设；
打通旅游交通的最后一公里，建设通
达景点景区、乡村旅游点、旅游集散
地、旅游服务区的交通网络。

扩大优质旅游产品供给

海南全域旅游建设重点推进的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游客带来了更
加多元的旅游产品和体验。

孙颖介绍说，海南目前正借助全
域旅游和“国际旅游岛＋”，加快旅游和
其他产业融合发展，着力打造包括海
洋、康养、文体、乡村、会展、森林生态在
内的10大旅游产品。启动了海棠湾、
亚龙湾、清水湾等18个精品海湾和亚
特兰蒂斯、海花岛、海洋主题公园3个
滨海旅游综合体项目建设；推出了游
艇、帆船、潜水、海钓等近海旅游项目；
推进了博鳌乐城医疗旅游先行区建设
和41个中医药健康旅游项目建设。

目前，海南已经拥有众多特色节庆
品牌，迄今已打造了100个特色小镇、
1000个美丽乡村，融合了生态休闲、农

业体验、民族文化等元素，集观光、休闲、
度假、养生、购物等功能于一体。

共享旅游产业发展红利

2017年春节黄金周期间，海南接
待游客515.76万人次，实现旅游总收入
124.42亿元，旅游业带来了真金白银。

让百姓真正获得实惠，享受实实
在在的旅游红利，是海南省发展建设
全域旅游的根本目标。

截至2016年，琼海市已建上规
模农家乐 22家，为 5000 多名农民

“不离乡、不离土”提供了就业创业机
会。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什寒村自
2013年8月启动旅游项目以来，村民
的人均纯收入从2012年的2720元，
增长到2016年12013元。“海南旅游
扶贫优势明显、功效显著。”孙颖说。

（据新华社海口4月27日电）

海南全域旅游：

总能给你一个向往的理由
今年全省推广
新能源汽车4960辆

本报讯（记者邵长春）省政府办公
厅近日印发《2017年海南省新能源汽
车推广应用重点工作任务》的相关通
知，指出今年全省新能源汽车推广总
量为4960辆。

通知强调，各市县要加快新能源
汽车在公交、物流、环卫、邮政、机场、
景区等公共领域的推广应用，结合实
际推动新能源汽车在出租、校车等领
域的应用，确保完成年度推广任务。

同时，今年新增和更换的公交车
中新能源汽车比例不低于 60%；环
卫、物流、邮政、机场用车、旅游景区用
车新增和更换车辆中新能源汽车比例
不低于50%。

2017机场服务
质量论坛在琼召开

本报海口4月27日讯（记者邓海
宁 通讯员姚启皓）今天上午，由国际
机场协会（以下简称“ACI”）主办，海
口美兰国际机场承办的2017年机场
服务质量论坛（以下简称“ASQ 论
坛”）在海口市召开，共有来自国内外
113家单位的236名代表参加。这也
是ASQ论坛首次在海南举办。

据了解，ACI组织的机场服务质
量测评是全球知名的基准评估项目，
用于衡量旅客对途经机场的满意度。

本届ASQ论坛分为会前培训及
论坛分享两大主要部分，分享机场服
务工作经验，为世界各地机场与ACI
成员提供面对面讨论的机会，为各国
机场开阔视野、展示自我提供了良好
的平台。论坛期间，还就海南国际旅
游岛及海南航线市场向与会代表进行
了专题推介。

本报金江4月27日电（记者程范
淦 特约记者陈超）“103岁的老人还
能骑自行车，这种奇景我在澄迈见到
了。”今天，在澄迈县老城镇罗驿村，
参加全国党报社长总编辑澄迈大型
采访活动的中国报业协会秘书长胡
怀福很感慨。

从一个外人罕至的偏僻小村，到
年接待游客数万人的历史文化名村，
罗驿的美丽蝶变，始于2013年。

多年来，澄迈凭借优越的自然
环境先后斩获了“世界长寿之乡”

“世界富硒福地”“中国绿色名县”
“中国最佳休闲旅游县”“十大文化
特色旅游名县”等多项国家级殊
荣。2013年 3月22日，澄迈县启动
美丽乡村建设工作，着力打造 3条
美丽乡村带，即“福山桥头带”“永发
美亭带”和“老城罗驿美文带”。古
村罗驿就在美丽乡村建设的春风中
舒展出新的活力。

在美丽乡村建设中，澄迈因地制
宜，根据各镇不同的优势和特点进行
差异化发展打造。对于交通便捷、在
乡村旅游带上、适合发展旅游的村庄，
优先发展特色家庭农场、乡村民宿型

农家乐等；对于土地面积大的村庄，通
过引导村民以土地的形式入股，引进
龙头企业、合作社等进驻，发展特色热
带高效农业。

福山镇侯臣村位于西线高速
旁，利用“福山桥头带”美丽乡村建
设契机，澄迈采取党委政府引导、
企业投资、村民入股共建的模式，
将原本旧村庄闲置的房屋和宅基
地进行开发改造，建成集商铺、家
庭旅馆、茶坊、农产品展销等休闲
娱乐购物为一体的特色民居。这
被省内外媒体称为“侯臣模式”的
成功典范，不仅实现了社会资金的
大量投入，投资企业获得商业收
益，当地村民的钱袋子也渐渐鼓了
起来。

据了解，近年来，澄迈不断加大对
美丽乡村建设的资金投入，通过争取
中央、省级美丽乡村建设资金，调剂地
方政府财政资金和申请地债资金等多
渠道筹措资金，2016年投入美丽乡村
建设资金2.7亿元建设19个行政村，
2017年计划投入美丽乡村建设资金
4.8亿元建设30个行政村。

目前，澄迈县共有15个传统村落

入选中国传统村落名录，还有6个村
庄入选中国历史文化名村。作为中
国传统村落之一的罗驿村是海南历
史文化古村，村内文物古迹众多，
至今还保存古石屋民房 120 多间，
其中李氏宗祠为省级文物保护单
位。在美丽乡村建设中如何充分
展现传统村落的特色？澄迈县制
定了罗驿村历史文化资源保护实
施方案和罗驿村控制性规划，计划
今年投入 1000 万元开展拯救罗驿
村老屋行动，主要用于修复罗驿村

内文物保护单位和村民民居。
4年多来，澄迈以长寿、火山岩

古村落等元素为文化特色推进的美
丽乡村建设，已成为全域旅游、特色
产业惠农、养生居家的重要抓手，全
县年接待游客人数也从数十万攀升
至500余万人次。

澄迈县委书记杨思涛表示，澄
迈将进一步修改完善火山岩古村
落保护发展规划，突出特色，将建
设美丽乡村与全域旅游和特色农
业结合发展。杨思涛说，火山岩古

村落是澄迈的特色，澄迈将按照省
党代会报告提出的打造宜居宜业
宜游宜养的美丽家园建设新要求，
对火山岩古村落规划进行修改；同
时结合澄迈的长寿文化，融入长寿
老人的生活习惯、菜谱，长寿村庄的
尊老爱老文化教育等等，争取今年
内将澄迈 23 个火山岩古村落全面
打造成为美丽乡村，并对外开放，带
动全域旅游发展，促进农产品销售，
农民增收，让农民不离土地不离家
乡就能增加收入。

短评

一个偏僻的村庄为何摇身一变
成为旅游热点？澄迈县罗驿村这种
美丽蝶变值得思索。

从字面上看，美丽乡村建设就是
要让乡村变美，但它又不仅仅止于
此，实际上，它是一个系统抓手，还要
和全域旅游、脱贫攻坚、强农富民、

“五网”基础设施建设等工作结合起
来，和文明生态建设结合起来，和全

面建设小康社会结合起来，统筹推
进，让美丽乡村不但外在美，里子同
样美。澄迈正是看到了这一点，把美
丽乡村作为宜居宜业宜游宜养的美
丽家园来建设，加强领导，把美丽乡
村连成片作为“乡村带”来整体打造，
发展特色产业、推进全域旅游，同时
创新体制机制，通过引进企业投资，
引导村民入股等方式，引来资金活

水，建成一个又一个美丽村庄，为澄
迈年接待游客量大幅攀升提供了很
大的贡献率。

当前，我们正在加快建设经济繁
荣、社会文明、生态宜居、人民幸福的美
好新海南，而作为“美丽海南百千工程”
重要一环的美丽乡村建设正是美好新
海南建设的一个缩影。美丽乡村建设，
需要微观着手，更需要宏观着眼。

美丽乡村建设是个系统抓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