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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土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并参加
海域天然气水合物试采任务的各参
研参试单位和全体同志：

在海域天然气水合物试采成功
之际，中共中央、国务院向参加这次
任务的全体参研参试单位和人员，表
示热烈的祝贺！

天然气水合物是资源量丰富的
高效清洁能源，是未来全球能源发展
的战略制高点。经过近20年不懈努
力，我国取得了天然气水合物勘查开
发理论、技术、工程、装备的自主创
新，实现了历史性突破。这是在以习

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落
实新发展理念，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
略，发挥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可以集中
力量办大事的政治优势，在掌握深海
进入、深海探测、深海开发等关键技
术方面取得的重大成果，是中国人民
勇攀世界科技高峰的又一标志性成
就，对推动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具有
重要而深远的影响。

海域天然气水合物试采成功只
是万里长征迈出的关键一步，后续任
务依然艰巨繁重。希望你们紧密团
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周围，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
列重要讲话精神特别是关于向地球
深部进军的重要指示精神，依靠科技
进步，保护海洋生态，促进天然气水
合物勘查开采产业化进程，为推进绿
色发展、保障国家能源安全作出新的
更大贡献，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
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
梦再立新功！

中共中央
国务院

2017年5月18日
（新华社北京5月18日电）

中共中央 国务院

对海域天然气水合物试采成功的贺电

本报海口5月18日讯（记者李
磊 彭青林 通讯员黄顺祥）省五届人大
六次会议今天下午在省人大会堂举行
预备会议。预备会议共进行两项议程。

省五届人大六次会议的指导思
想是：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和十
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六中全会精神
和省第七次党代会精神，以邓小平理
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
观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
列重要讲话精神和治国理政新理念
新思想新战略，全面落实习近平总书
记视察海南时的重要讲话精神，牢固
树立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
看齐意识，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

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认真履行
宪法和法律赋予的职责，依法完成选
举任务，凝心聚力，奋力拼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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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预备会议由省人大常委会副主
任李宪生主持，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许俊、康耀红、陈海波、贾东军、林北
川，秘书长屈建民出席会议并在主席
台上就座。应出席省五届人大六次
会议代表375人，今天实到代表345
人，符合法定人数。

预备会议选举产生了大会主席团
和秘书长；表决通过了《海南省第五届
人民代表大会第六次会议议程》。

本报海口5月18日讯（记者彭
青林 李磊）今天下午，省五届人大六
次会议主席团举行第一次会议。

主席团第一次会议分两个阶段
进行，分别由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
会党组书记、省五届人大六次会议主
席团常务主席刘赐贵和省人大常委
会副主任李宪生主持。

会议应到主席团成员67人，实
到65人，符合法定人数。

会议推选省五届人大六次会议
主席团常务主席后，主席团常务主席
刘赐贵、李军、王瑞连、李宪生、许俊、
康耀红、陈海波、贾东军、林北川、屈
建民到主席台就座。

会议表决通过了省五届人大六
次会议日程。根据会议日程，此次大
会于5月18日至19日召开。

会议推选了省五届人大六次会
议全体会议执行主席，决定了大会副
秘书长，决定了大会表决议案办法，
听取了关于省五届人大六次会议选
举办法草案的说明，并决定将选举办
法草案提交各代表团审议。

会议还表决通过了《海南省第五
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六次会议主席团
关于宪法宣誓仪式组织办法》。

本报海口5月18日讯（记者彭
青林 李磊）今天下午，在各代表团审
议省五届人大六次会议选举办法草

案后，省五届人大六次会议主席团举
行第二次会议。

会议由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
党组书记、省五届人大六次会议主席
团常务主席刘赐贵主持。

会议应到主席团成员67人，实
到64人，符合法定人数。

会议听取了关于大会选举办法
草案审议情况的报告，决定将选举办
法草案建议表决稿，提请大会全体会
议表决。

会议听取了关于提请本次会议
选举的各项候选人建议名单的说明，
决定将候选人名单作为主席团提名，
提交各代表团酝酿。

省五届人大六次会议举行预备会议
主席团第一、第二次会议同日举行

刘赐贵分别主持主席团第一次会议第二阶段和第二次会议

全省纪检监察机关端午期间
集中组织开展明察暗访

本报海口5月18日讯 （记者况昌勋 通讯员姚
嘉）近日，省纪委印发《2017年端午期间全省集中组织
开展明察暗访活动方案》，要求全省纪检监察机关
2017年端午期间在全省集中组织开展明察暗访活动，
巩固和深化作风建设，防止“四风”问题反弹回潮。

此次明察暗访活动于2017年5月16日至31日开
展。重点查处四方面内容：隐形变异公款吃喝问题，尤
其是将公款宴请化整为零、分批报销，以及在内部食堂
搞超标准接待等问题；公款赠送土特产、粽子等节礼问
题；公款旅游，违规接受管理服务对象的宴请或者旅
游、健身、娱乐等活动安排，违规打高尔夫球等方面的
问题；公车私用或私车公养等问题。

根据《方案》安排，各市县纪委和省洋浦纪工委分别
组成明察暗访组，负责对各自管辖的相关单位开展明察
暗访；省纪委各派驻纪检组，负责对所驻在单位开展明
察暗访。省纪委党风政风监督室负责牵头协调组织2
个督查组，对各单位开展明察暗访情况进行督导督查。

《方案》要求，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周密部署安排，
制定切实可行的方案，扎实有效地组织开展明察暗访活
动；开展明察暗访的工作人员，要做到纪律严明、严格把
关、准确定性、秉公执纪，不得泄露明察暗访行程安排，
不得包庇袒护、隐瞒疑似问题线索，对工作中隐瞒事实、
包庇袒护、敷衍了事、不负责任的，将严肃追责问责。

对节日期间发现的“四风”问题，可向省整治“庸懒散
奢贪”专项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举报，举报电话：0898-
65386064；举报信箱：海口市国兴大道69号海南广场
2号楼省整治“庸懒散奢贪”专项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邮编：570203）；电子邮箱：hnzzylst@163.com。

■ 本报记者 郭畅 通讯员 秦海灵

落日余晖给小山村披上金色
的外衣。

“结婚那天，我说我嫁给了‘爱
情’，母亲却哭着说我嫁给了‘苦日
子’！”回忆自己从三亚远嫁到此的
过往，陈华说道，“当年，母亲是流
着眼泪帮我穿上嫁衣的。”就是因
为什寒是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最
贫困的村庄之一，陈华的婚事遭到
全家人的极力反对。

陈华如今是琼中红毛镇什寒
村“家常饭菜”农家乐的老板娘。
农家乐里，黎苗图腾点缀墙壁，椰
壳里兰花盛开，陈华正向一桌来自
四川的客人推介本地的高山云雾
绿茶及野生蜂蜜。

“什寒村用几年光景，从一个
贫困山村变成‘最美中国乡村’，一
万个想不到！”看着农家乐热闹的
场景，她对记者说。

如今，“天上什寒”是个美称，
可此前，由于什寒村海拔高、温度
低，橡胶、槟榔等农作物生长缓慢，
村民几乎看不到致富希望。

刚到什寒村时的那一幕让陈
华记忆犹新。“大巴车行驶至红毛
镇墟时，丈夫告诉我，翻过那座山
就到他家了。村里正在修路，要换
骑摩托车才能上山。”那时，让陈华
心里打退堂鼓的不仅是“母亲的眼
泪”，还有那渺茫的“致富希望”。

多年来，什寒村民年人均收入徘
徊在900元左右，传统的产业扶贫和
补助补贴性扶贫拔不掉什寒的“穷

根”。如何脱贫？如何致富奔小康？
其实，什寒村也有她的优势：既

有绿色生态的自然环境，又保存着较
好的黎族苗族传统民居特色，是个

“天然氧吧”，也是个“民俗博物馆”。
2012年底，琼中决定把什寒村

作为全县“奔格内”乡村旅游的扶贫
示范村庄，促进农业和旅游业融合
发展，引导村民逐步吃上“旅游饭”，
并以此探索旅游扶贫新模式。

此后，琼中累计整合投入各类
涉农资金2000万元用于什寒村的
基础设施建设，坚持以居民零动
迁、生态零破坏、环境零污染为标
杆，通过合理分享利益，形成了“政
府+公司+农民合作社+农户+品
牌+基地”的“什寒模式”。

路通了，人气旺了，政府为村民
提供了良好的致富平台。2015年，
陈华和丈夫决定开办农家乐，将自家
庭院稍作改造，融合黎苗装饰风格，
不仅为游客精心准备了农家菜，还

销售野生蜂蜜、铁皮石斛等土特产。
“每逢周末，提前订餐的客人

络绎不绝，到了‘三月三’等盛大节
日，母亲也会前来帮忙。”陈华笑着
说，农家乐每年可盈利七八万元。

漫步什寒村，随处可见装饰一
新的特色景观景点，随着文化广
场、游客咨询中心等基础设施建设
改造完成，这个天生丽质的村庄更
加靓丽，更加吸引游客。

为了让当地村民得到实惠，琼
中县旅游委下属的旅游总公司利用
村民的空闲房屋，改造成标准化驿
站、露营地等，携手农民合作社对其
统一运作。“我家拿出多余的一间房
作为民宿，公司负责装修及日常维
护，有客人入住，每晚收费100元，
我可以分得60元。”村民李强说。

2013年以来，什寒村的农家
乐由最初的两家增至现在的 20
家，全村旅游收入从无到有，每年
成倍增长。 下转A02版▶

（砥砺奋进的五年）

琼中旅游扶贫“什寒模式”助村民端起金饭碗，村民陈华感慨：

“我嫁给的‘苦日子’变甜了！”

首届“海购会”昨日启幕
省外百余商家洽谈采购海南产品

本报海口5月18日讯（记者杨艺华）集海南各类
名特优产品为一体的综合性采购平台——2017年（首
届）海南名特优产品采购大会（以下简称“海购会”）今
天上午在海口拉开帷幕，来自全国25个省区市的139
名采购商和111家省内知名企业齐集“海购会”现场，
洽谈采购海南产品。

“海购会”旨在搭建省内外企业交流合作平台，帮
助我省品牌企业和名特优产品开拓全国市场，使岛外
企业通过“海购会”发现商机。据了解，参展企业代表
了我省农副产品和工艺品生产加工的整体水平，参展
商品体现了海南特色，包括食品、饮品、旅游产品、海鲜
干货、热带水果等五大类，共1100多个品种。

据了解，家乐福华南商品中心派出了20人的采购
团队参与此次活动，同时其全国商品采购部也将通过
考察海南应季水果采购基地，了解海南本地果蔬及农
产品。通过“海购会”的洽谈合作平台，海南的热带水
果将有更多的机会进驻到家乐福各大门店。

北京三旗集团董事长柴国福介绍，海南的农副产品
一直是该集团采购的首选，12年的长期采购关系也让
集团和海南结下了不解之缘，今年三旗集团的采购金额
为3亿元左右，主要包括水果、蔬菜、海鲜等种类产品。

副省长李国梁出席大会开幕式。

海南首个碳排放权
交易中心三亚成立

本报三亚5月18日电（记者孙
婧）今天，第十二届世界低碳城市联盟
大会暨低碳城市发展论坛在三亚召
开。论坛为三亚颁发年度可持续发展
低碳城市奖，并设立海南三亚碳排放
权交易中心。

记者从大会上获悉，三亚市人民
政府、深圳排放权交易所、世界低碳城
市联盟达成三方战略合作，将在全国
碳排放权交易市场能力建设、海南三
亚碳排放权交易中心设立、碳排放权
交易及其他各项业务展开深度合作，
共同创建以三亚市为中心的区域碳交
易、碳金融、碳市场服务体系。

据悉，两天的会期包括碳资产与
碳交易、生态健康旅游和老年健康护
理、可再生能源与循环经济等分论坛，
来自芬兰、英国、中国等国家近40个
城市代表及全球低碳专家，共话低碳
经济与发展经验。

砥砺奋进的 年 脱贫攻坚在海南

南国都市报
全新改版受欢迎

本报海口5月18日讯（记者陈
蔚林）南国都市报今天改版了！作为
海南日报报业集团旗下的都市类媒
体，创刊16年来，南国都市报深受广
大读者喜爱。此次改版，南国都市报
迎来从形式到内容的又一次转身。

全新改版的南国都市报力求形式
美，对报头、报眉、分栏、字体、字号等
进行了重新设计和规范；更加注重将
国内重大事件、政策、现象，用本地化视
角探讨、分析、解读；更加注重选用记者
原创的稿件，让读者迅速掌握第一手资
讯，及时获取生活信息服务。

订阅南国都市报超过10年的老
读者蔡晋师，今天刚刚拿到报纸就发
现了不同：“从版面设置来看，新增了
琼海读本、三亚读本、儋州读本等等，
用一个整版把相关市县的新闻展现出
来。记者们深入全省各地，让我们足
不出户就了解到全岛的新闻，很接地
气！”他希望，未来南国都市报可以刊
发更多便民服务类新闻，做广大读者
的“贴心人”。

南国都市报的改版也受到同行媒
体的关注。许多媒体人表示，在这个
媒体环境剧烈变革的时代，南国都市
报能坚守初心，锐意改革，重塑自我，
秉持“用心、用行、用情”的办报宗旨，
实属不易。

⬆ 琼中红毛镇什寒村改造前的旧貌。 本报记者 陈元才 翻拍

⬅ 5月17日，琼中红毛镇什寒村村民蒋吉香展示当地的灵芝，这些特
色产品在旅游旺季往往供不应求。

本报记者 陈元才 通讯员 朱德权 秦海灵 摄

本报北京5月18日电（记者陈
雪怡）今天，“美好新海南 投资新机
遇”——2017海南综合招商活动新
闻发布会和重点招商项目发布会在
北京国家会议中心举行，约30家国
内外媒体将目光聚焦海南。发布会
以十二个重点产业为推介重点，热
情邀请国内外投资者和媒体参加6
月底在海南举办的综合招商活动。

据介绍，将于6月27日—28日
在海南举办的综合招商活动，包括
投资推介会、专题招商活动、合作交
流会、签约仪式等约40场活动，是
海南建省以来规模最大、内容最丰
富、产业针对性最强，覆盖所有市
县、覆盖十二个重点产业、覆盖国内
外企业的一次大型综合招商活动。

值得关注的是，今年我省将着力

在旅游产业新业态、旅游要素短板等
两个方面招商引资。在重点招商项
目发布会上，我省汇总的876个美丽
乡村建设项目首次在省外“亮相”。

“海南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
认真筹划、精心准备此次综合招商
活动，截至目前已组织策划374个
重点招商项目，投资额达 9862 亿
元。”省政府相关负责人介绍，近年

来，我省在北京、厦门等地举办多场
综合招商活动，今年在海南本省举
办综合招商活动，目的是为邀请国
内外投资者和媒体走进充满魅力的
海南，感受海南日新月异的变化，实
地考察了解海南的投资环境和优
势，深入对接洽谈投资项目，共享海
南发展新机遇。

(相关报道见A03版)

2017海南综合招商活动6月底举行
包括投资推介会等约40场活动 覆盖十二个重点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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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传海南车险不论大小一律现
场报案，否则将免赔或者拒赔？

省保险行业协会：
断章取义的传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