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个项目价格调高1919
按2015年的调价幅度上调1515%%

本报三亚5月11日电（记者林
诗婷 黄媛艳）记者今天从三亚市政府
相关部门获悉，三亚市公立医院医疗
服务项目将启动新一轮的价格调整，
涉及项目148项。其中92个项目价
格降低，19个项目价格调高。

根据方案，此次主要针对医技诊
疗类的医学影像和超声检查两大类
项目的大型医用设备检查治疗价格
以及部分常规医疗检查价格作适当
下调，并对其他医疗检查项目价格予
以规范。

另外，本次调价后的医疗服务价
格为最高指导价格，三亚市各公立医
院可根据成本变化情况自主向下浮动
价格，幅度不限。

11 项进行价格修订
新增“中医辨证治”11 个项目

三亚公立医院调整
148个医疗项目价格

个项目价格降低9292
降幅在 22..77%% 至 1212%% 之间，

总体下降66%%

个项目保持现行价格水平35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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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海南企业

■ 本报记者 陈雪怡 通讯员 李平

如今，在莫桑比克楠普拉省安戈
谢市，房屋多了，车辆多了，商店餐馆
多了，会说“你好”“谢谢”等简单的中
文词汇的当地人更多了。这是海南海
域矿业有限公司董事长朱炳德第四次
踏上这片土地时感受到的最直观变
化。

这种变化的背后，有安戈谢市最
大的企业——海域矿业的一份贡献。

当地政府主要负责人感叹道：“一
个海域矿业直接带动了整个安戈谢市
的经济发展，几乎凭借一己之力，加快
了当地十年的发展进程。”

“海域矿业为能参与‘一带一路’
建设，助力中莫两国实现共荣而感到
自豪。”日前，记者与朱炳德联系采访
时，他已在莫桑比克待了一个多月，正
在主持公司关于加快生产、提高产量、
优化管理等工作。他说：“我们有信心
借矿价上涨这股市场东风，继续与当
地携手共掘发展‘富矿’，书写互利共
赢新篇章。”

带动安戈谢经济产业发展

在非洲，电力非常紧缺，而海域矿
业却拥有用于采矿的市政供电，且用
电量占安戈谢全市用电量的60%以
上。这在非洲的矿业类公司中实属难
得，也体现了海域矿业在当地经济社
会发展中的重要地位。

2010年，海南省地质局成立海南
海域矿业有限公司。自成立以来，该
公司坚持深耕莫桑比克，以矿产资源
的开发利用为主营业务，目前在当地
拥有采矿权2个、探矿权8个、资源储
备钛铁矿800万吨、锆英砂100万吨，
是如今我省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中，唯一一家成功开采矿产品并取得
较好经济效益的公司。

在2015年的莫桑比克年度企业
博览会上，莫桑比克总统纽西亲自为
海域矿业颁发“年度国家矿业类企业
出口总额第二名”奖杯，以此表彰该公
司的发展及其出口产品对当地税收和
国际影响力的贡献。

据了解，在加快生产、提高产量的

同时，海域矿业将再申请2个采矿权，
继续新增采点扩大生产规模。

安戈谢市政府相关负责人表示，
海域矿业的发展也带动了当地其他产
业的发展，“通过公司运营所产生的需
求，直接带动本地电力电网、通讯网
络、交通运输、道路港口、民用建筑、农
畜养殖、果蔬种植、餐饮酒店等行业的
发展，对安戈谢的经济发展、市政基础
设施建设等作出了巨大贡献。”

为当地人开采民生“富矿”

海域矿业90%以上的公司员工
都是安戈谢本地人。公司提供了500
多个工作岗位，优先照顾矿区所在地
的村落居民，当地员工拿到的平均收
入是当地其他企业职工平均收入的
2—3倍。

“前段时间刚从茅草屋搬进砖瓦
房，我还买了辆摩托车给弟弟开，让他
可以载客赚钱，这样家里又多一份收
入。”海域矿业的一位当地员工说，现
在安戈谢人以拥有一件公司制服为
豪，越来越多的当地人询问他如何到
公司工作，有不少还是跨省慕名而来。

此外，海域矿业还致力于为当地

人民开采更多民生“富矿”。2011
年，海域矿业与莫桑比克中央政府签
署《社会责任项目备忘录》，承诺了总
金额300万美元的相关社会责任项
目，涵盖涉及教育、医疗卫生、电力、
道路交通、农业、扶贫、孤残儿童保障
等方面。

通过直接付资和项目援建等多种
方式，海域矿业目前累计投入资金
220多万美元，已完成的项目包括：为
安戈谢中心医院引进手术设备、购买
救护车辆、改善办公条件；为尚卡捷乡
修建居民活动室，修复乡村医院、中心
小学，架设通电主网；为安戈谢市农业
局购买专业农用拖拉机，引进津巴布
韦种牛；支持楠普拉孤儿院的建设发
展……此外，安戈谢市柏油路的修复
和部分重建，以及尚卡捷乡民用接电
入户工程等项目也在稳步推进中。

宣传两国友谊的“桥梁”

以海域矿业为桥梁，2013年，在
海南省地质局的积极推动下，时任楠
普拉省省长的西达利亚·曼努埃尔·
沙乌克访问海南，与我省签订缔结友
好省份的协议。这是我省企业在“一

带一路”建设中积极作为结出的又一
硕果。

实际上，海域矿业在“一带一路”
建设中，不仅是参与者，也是“先行
者”。在楠普拉省，海域矿业被当地政
府选为他们在中国的“宣传大使”，希
望通过展现海域矿业在该省多年来的
良好发展，以吸引更多的海南企业、中
国企业到楠普拉省投资。

据了解，前不久，楠普拉省省长维
克多考察安戈谢期间，还特地询问海
南省地质局代表团何时能够访莫，他
们希望海南省地质局及海域矿业能为
楠普拉省的农业、旅游、渔业、基础设
施建设等带来更多的投资者。

自豪，压力，自信，是朱炳德任
职海域矿业董事长近一年来的深刻
感受：“为能参与‘一带一路’建设，
助力中莫两国实现共荣而感到自
豪；为公司受前期矿价低迷影响，遇
到危机陷入困境而感到压力；也为
当前矿价持续好转，公司效益明显
改善而感到自信。”

朱炳德说，接下来，海域矿业将为
更多中国企业进驻莫桑比克提供引
导、推荐和帮助。

（本报海口5月11日讯）

本报五指山5月11日电（记者贾
磊）五指山市政府今天发布《五指山市
人民政府关于加强房地产市场调控工
作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支持市
民合理住房需求，遏制投机性购房，切
实促进该市房地产市场的平稳发展。

《通知》规定，在五指山市范围内，
非本省户籍居民家庭限购1套住房，
并暂停向在本省已拥有1套及以上住

房的非本省户籍居民家庭出售住房。
对于海南省无住房的非本省户籍

居民家庭，在本市范围内购买住房，需
提供从购房申请之日前在本省连续缴
纳2年及以上个人所得税纳税证明或
社会保险缴纳证明。补交、补办个人
所得税纳税证明或社会保险缴纳证明
的将不予认可。

此外，该市引进的各类人才，其家

庭可在本市购买1套住房。以上所提到
的住房包括商品住宅、产权式酒店客房、
符合转让条件的保障性住房，并包含新
房和二手房。其中商品住宅包括普通住
宅、高档公寓、低层住宅和酒店式公寓。

该市还禁止商品住宅预购人将购
买的未竣工的预售商品住宅和产权式
酒店客房再行转让。

对本省居民而言，居民家庭新购

买的第2套及以上住房，须取得不动产
权证满2年后方可转让；非本省户籍居
民家庭新购买的住房，须取得不动产
权证满2年后方可转让；企事业单位、
社会组织等法人单位新购买的住房，
须取得不动产权证满3年后方可转让。

房地产开发企业在办理商品房预
（销）售许可时，需严格按照国家发改
委《商品房销售明码标价的规定》向该

市物价局报备商品房价格，并严格按
照“一房一价”进行销售。

此外，自5月11日该文件发布之
日起，该市产权式酒店项目客房销售比
例不得高于该项目客房总数的30%，
其余70%必须用于自持经营使用。原
已销售的项目其销售比例已超出前述
比例的立即停止销售，新批建的项目
严格按照规定销售比例进行销售。

用产业引擎带动当地经济和民生改善，化身“宣传大使”助力中莫交流

海域矿业：为莫桑比克开采民生“富矿”

五指山市出台房地产限购政策
非本省户籍居民家庭限购1套住房

5月10日下午，59岁的水稻育种专家尹明（右一）拖着病腿，冒雨在乐东尖峰
镇黑眉村山栏稻育种试验地里察看稻株成熟期的表现。

据介绍，作为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水稻研究中心平台山栏稻改良项目主持人，尹
明带领科研团队经过10年努力研发出表现优秀的山栏稻新品系，攻克了海南山栏稻
矮化育种和早造种植山栏稻不抽穗的难题，而且保留了山栏稻原有的显著特征。

本报记者 苏晓杰 摄

省五届人大常委会
第二十九次会议召开

◀上接A01版
听取了关于《2017年海南省省本级财政预算调整
方案（草案）》有关情况的汇报；听取了《关于2016
年度环境状况和环境保护目标完成情况与环境保
护法执法检查整改情况的报告》有关情况的汇报；
听取了关于人事任免有关事项准备情况的汇报。

会议经研究提出，省五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
九次会议建议议程为：审议《海南省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关于召开海南省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
第六次会议的决定（草案）》；审议《海南省第五届
人民代表大会第六次会议主席团和秘书长名单
（草案）》，提交省五届人大六次会议预备会议选
举；听取和审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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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
资格的报告。

会议经研究提出，省五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
次会议建议议程为：审议海南省人民政府关于提
请审议《关于在海南经济特区暂时变通“五网”建
设项目涉及部分法律法规规定的行政审批事项
的决定（草案）》的议案；审议海南省人民政府关
于提请审议《海南省劳动保障监察若干规定修正
案（草案）》的议案；审议海南省人民政府关于提
请审议《海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
益保障法＞若干规定修正案（草案）》的议案；审
议海南省人民政府关于提请审议《海南省实施＜
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调解法＞办法（草案）》的议
案；审议海南省人民政府关于提请审议《海南省
环境保护条例修正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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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口市扬尘污染防治办法》的报告；审议海南省
人民政府关于提请审议2017年海南省省本级财
政预算调整方案（草案）的议案；听取和审议海南
省人民政府关于2016年度环境状况和环境保护
目标完成情况与环境保护法执法检查整改情况
的报告；审议任免案。

主任会议还听取了关于《海南省第五届人民
代表大会第六次会议主席团常务主席名单（草
案）》有关情况的汇报；听取了关于省五届人大法
制委员会主任委员出缺期间指定一位副主任委员
主持工作的建议的汇报；听取了关于建设人大预
算联网监督系统的报告；听取了关于海南省政府
非税收入管理情况调研报告；听取了关于我省社
保基金监督管理情况的调研报告；听取了关于《中
华人民共和国精神卫生法》实施情况的调研报告；
听取了关于《海南省海上搜寻救助条例》实施情况
的调研报告；听取了《关于开展全省城镇内河（湖）
水污染治理三年专项行动专题询问工作方案
（稿）》有关情况的汇报；听取了《海南省人大常委
会关于加强和改进执法检查工作的意见（讨论
稿）》有关情况的汇报。

省五届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
第三十九次会议召开

◀上接A01版
提出未来5年的工作目标切合实际，有着重要而
深远的意义和极强的号召力。“只有干部干干净
净，事业才能顺顺利利”“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不落
下一个海南百姓”“推动住有所居向住有宜居迈
进”等词句回应民生关切，道出群众心声。

互联网对党代会报告的评价热词排名显示，
多数民众认为报告内容科学、务实，绘出引领我省
长远发展美好蓝图。还有民众认为报告内容形象
生动，如“政策千条万条，不落实就等于白条”“把
好用权‘方向盘’，系好廉洁‘安全带’”等比喻贴切
而易于理解，提升了民众对党员干部和政府履职
尽责的信心。

在互联网对党代会报告讨论热度最高的十大
名词中，“美丽海南百镇千村”“全域旅游”“生态环
境专项整治”“旅游经济圈”等成为重点，民众表示
赞同党代会报告中对生态环境的重视程度，认为
海南要找到最合适的发展路径，保护环境与发展
经济相结合。这些名词里隐藏的商机也激发了创
业者的热情，不少创业者表示看到了新能源、热带
特色高效农业、旅游业等领域的商机，并希望政府
提供更多指导和政策支持，助力广大小微型创业
公司发展壮大。

《报告》显示，在党代会报告总结过去5年工
作成绩部分，民众在“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加快推
进”“生态保护与建设力度加大”“经济持续健康发
展”等方面的获得感较强。其中，“保障性住房覆
盖面达35.8%、居全国前列，农村危房改造17.6万
户，惠及168万人”获得感最强，民众认为其有助
于实现城市低收入人群“居者有其屋”的目标。在
今后5年的九大任务中，“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为主线，加快经济转型升级”最受民众期待。“推
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深入推进改革开
放”“持续开展生态环境整治”等也获民众期待。

超九成民众为党代会报告点赞

◀上接A01版
这正是位于此次文博会1号文化产
业综合馆中的海南馆造型。今年文
博会，海南的参展主题是“椰风海韵，
文化海南——海南让您生活更美
好”。散落在脚边的细沙与专程从海
南带来的火山石，参观者一踏进馆中
就能感受到“椰风海韵”。

站在300平方米“海味”十足的
展馆中，海南拿古方食品有限公司运
营总监陈孪霁热情地向客户们介绍
着她的椰子油产品。陈孪霁是文昌
东郊镇良田村的一个村民，在大众创
业、万众创新的氛围中，她从自家亲
戚一直在做的椰子油“下手”，创新包
装设计，创立品牌“拿古方”。

“去年我们来深圳文博会时效果

很不错，今年就又报名参加。”陈孪霁
说，自己的创业也带动了身边一些村
民创业。

据海南紫宣集团董事长郑钟平
介绍，他们已为拿古方等多家生产海
南特色产品的企业打造应用程序，以

“互联网+”帮助企业进行线上推广。
上午刚一开幕，海南香岛集团主

推沉香产品的柜台就吸引了不少来
宾关注。往年展示的多是沉香原料，
而今年参展有了新变化，企业展示的
沉香产品进行了一番文化包装：焚香
木盒上雕刻黎族图腾，外包装上镂空
雕出海南岛地形图……据介绍，这样
富有巧思的文创产品让沉香受到了
年轻族群的喜爱，也为公司带来了不
错的经济收益。

文化内涵让产品更“吸睛”

同往年一样，今年，海南在非物质
文化遗产馆中也设有自己的展示馆。
往届文博会中，海南非遗馆多是呈现
黎族织锦等非遗代表性项目演示，今
年，皮薄馅足的琼式月饼、古法制造的
老盐和牛粪糖产品也成了主角之一，
它们同样也是非遗代表性项目。

今年3月，琼式月饼正式入选第
五批省级非遗代表性项目名录，海口
富椰香饼屋食品有限公司的琼式月
饼具有200多年制作历史和低糖低
脂的特色工艺，该产品在文博会上一
亮相就引来大家争相品尝。

“散装老盐30元一斤，包装后的
则是60元一斤。”老盐产品负责人介

绍。洋浦盐田海盐晒制技艺是国家级
非遗代表性项目，此次也是老盐产品
首次来到文博会。据了解，平日里，价
格的翻倍不仅没有“赶”走消费者，反
而让更多人对这个“小竹筒”产生浓厚
兴趣，手工制作的竹筒，外面雕刻着晒
盐技艺，返璞归真的粗麻绳手提结更
是为产品增加了几分地域特色。

正如多位本地参展商说道，文博
会的核心是“文化”，文化产业作为我
省十二个重点产业之一，近两年来发
展迅速，企业在产品策划与包装上也
着重挖掘其文化内涵。

当天上午，省委常委、宣传部长肖
莺子参观海南馆，在听取相关介绍后对
此次文博会筹备工作给予了肯定并进
行了指导。 （本报深圳5月11日电）

创新挖掘传统资源 多元展示文化海南

热科院研发
海南山栏稻新品系

6个稳定株系
预测亩产达300公斤以上
比传统品种增产25%以上
类型表现：抗倒伏、抗病性强

◀上接A01版
听取关于《海南省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六次会
议主席团和秘书长名单（草案）》的说明；听取海南
省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代表资格审查
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

在会议的第二、第三阶段，审议并表决通过了
《海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召开海南
省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六次会议的决定》；审议
并表决通过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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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
资格的报告》；审议并表决通过了《海南省第五届
人民代表大会第六次会议主席团和秘书长名单》，
并提交省五届人大六次会议预备会议选举。

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毛超峰，省高院院长董
治良，省检察院检察长贾志鸿，以及有关部门的负
责同志列席会议。

◀上接A01版
依托电商发展的活力，白沙将铺

开千亩南药、万亩茶园的打造，同时借
助“白沙生态农业”的县域农业公共商
标，继续推动县域农业公共品牌发展
战略，将小而散的企业与产品整合抱
团，补齐发展短板。

今年，白沙14个整村推进工作和
3个特色小镇建设正在铺开，以优质
生态为基础、融合民族特色的美丽乡
村建设也会借助电商渠道发力，推动
白沙电商从“卖农产品”到“卖生态”

“卖特色”的突破。
“白沙县委县政府将贯彻省第七

次党代会精神，通过发展互联网经济
和电子商务，为农民增收拓展新渠
道、为脱贫攻坚注入新动力，为供给
侧改革提供新尝试。”白沙县委书记
张蔚兰说。

从卖产品到
卖生态卖特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