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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昆明6月13日电（记者杨
艺华 通讯员梁泽 张庆）2017南亚
东南亚国家商品展暨投资贸易洽谈
会（以下简称商洽会）12日在昆明开
幕。为借助商洽会平台推介我省十
二个重点产业，为6月底综合招商活
动进行前期预热，海南专场投资合作
推介会日前在昆明举办，真诚邀请云
南及东南亚企业来琼投资兴业共谋
发展。

“海南是我国最大的经济特区，
拥有众多独特的优势，在建设21世
纪海上丝绸之路的进程中，具有不可
替代的重要地位和作用。”云南省政
府副秘书长和丽贵表示，云南愿与海

南一道深化交流、携手合作，充分发
挥两省的资源优势、区位优势、产业
优势和政策优势，以旅游、航空、信
息、大健康等产业为优先领域，注重
政策协调和项目对接，共同推动两省
合作取得新实效。

海南省政府副秘书长方少民表
示，举办专场推介会是为了帮助云南
及南亚、东南亚国家的企业家加深对
海南的了解，寻找投资合作机会，促
进两省合作交流，实现琼滇互利共
赢、共同发展。他真诚邀请企业家们
参加我省6月底举办的全省综合招
商活动。

据了解，云南与海南同为泛珠三

角区域省份，均属“一带一路”重要节
点。早在2012年，两省就共同签署
了《琼滇战略合作框架协议》，致力在
经济、文化、社会管理、民生保障等方
面共同打造“山海互动、一程多站、南
南旅游”的旅游合作品牌。近年来，
随着双方交流合作的不断深化，两省
在航空快线、现代农业、旅游文化、教
育科研、会展物流等领域加强合作、
成果显著。

推介会上座无虚席，海南省商务
厅有关负责人向与会嘉宾详细介绍
了我省十二个重点产业发展情况，引
发广泛关注。

云南省旅游投资有限公司副总

经理徐联彪认为，海南和云南双方可
以合作开发旅游产品，云南的旅游企
业可以考虑在休闲度假和旅游景区
领域投资海南。

“我们希望能够在海南建设一个
农产品全产业的流通平台，把海南的
海鲜、果蔬产品通过冷链系统运到云
南来。”云南能投物流有限责任公司
项目总监王杰对投资海南冷链物流
表现出浓厚的兴趣。他表示，海南的
农产品具有独特的优势，发展冷链物
流潜力巨大。

云南是世界三大花卉产区之一，
拥有丰富的花卉资源以及发展经
验。海南发展花卉产业的条件也十

分优越，与会嘉宾认为，两地完全可
以实现资源互补、合作共赢。云南为
君开园林工程有限公司董事长钱永
康表示，海南目前正在推动三角梅种
植加旅游，作为全国最大的三角梅生
产企业，希望能与海南加强合作，把
海南的花卉通过该公司的渠道销售
到云南甚至东南亚。

推介会上，省商务厅、旅游委、农
业厅、林业厅，三亚、东方、五指山、保
亭等市县分别就十二个重点产业等
领域的投资合作项目进行了推介，来
自滇琼两地旅游、农业、园林、房地
产、文化教育等领域的企业代表进行
了深入对接洽谈。

借商洽会平台邀客商来琼兴业，我省在昆明举办投资合作推介会

十二个重点产业引云南客商关注

本报广州6月13日电（记者杨艺
华 通讯员朱敏华）“海南会展业正站在
大发展、大繁荣的新起点上，孕育着无
限商机，真诚邀请华南地区会展企业和
精英来海南设立机构、扎根创业、投资
会展基础设施，举办各种会议、展览和
节庆、赛事，参会参展、旅游观光。”今
天，省商务厅副厅长李龙生在广州举办

的海南会展专场推介会上表示。
为大力宣传海南会展业政策资

源，扩大海南会展办会办展的吸引力
和影响力，使华南区域更多会展买家
来海南洽谈考察，省商务厅今天在广
州举办了“海纳百川，展会天下——
2017海南省会展业推介会”。

“近年来海南会展业经济效益显

著，社会效益突出，是促进国际旅游岛
建设新的经济增长点。”李龙生表示，
会展业被纳入海南省“十三五”规划重
点扶持的十二个重点产业之一，正成
为海南省调优做强绿色实体经济、提
升经济发展质量效益的重要动力，也
将给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带来新的投
资及消费增长点。

据了解，为鼓励海南会展产业发
展，我省加大财政扶持力度，颁布了
《会展业发展专项资金管理暂行办
法》，并安排6000万元专项资金用于
扶持在海南举办大型会展和展馆建
设，来海南办会办展最高可获150万
元奖励，并在物流、交通、通关方面得
到便利和政策倾斜。

推介会上，海口、三亚、儋州、琼
海分别介绍了本地区会展业资源和
扶持政策，热情邀请与会嘉宾来海南
考察、办会办展。据悉，此次广州推
介会是为6月底在海口举办的2017
海南省综合招商活动对接推介的第
三站。届时，还将在海口主会场举行
会展业专题招商活动。

我省会展专场推介会在广州举办

来海南办会办展最高可获150万元奖励

本报讯（记者罗安明 通讯员符才丽）记者从
东方市住建局获悉，为进一步提升城市品位，助推

“三创”工作，东方计划在年内启动3条城区主干
道“白改黑”，即将水泥路改柏油路，项目力争年底
前完成施工。

据东方市住建局有关负责人介绍，东方市计
划在今年内全面启动东方高铁站至鱼鳞洲风景
区、西线高速东方互通至东港路、东海路至琼西路
等3条城区主干道的“白改黑”，同时由园林部门
对沿路景观带进行美化、绿化、亮化，力争年底前
完成施工。

日前，记者在东方市琼西路北段看到，工人正
在操作摊铺机，加紧铺设沥青，压路机来回行驶压
实路面。“这两横一纵汇集了八所城区80%的车
流人流，改造完成后，对东方提升城市品位，打造
宜居宜游宜业的滨海花园城市，有着重要意义。”
东方市政府相关负责人说。

东方3条城区主干道
年内实现“白改黑”

本报海口6月13日讯（记者邓海宁 特约记
者梁崇平 通讯员冯立果）知道政府要修路，有人
便生出歪念头，在重点项目范围内偷建抢建，企图
通过这种方式骗取国家补偿款。今天上午，海口
市美兰区组织城管等部门联合执法，依法拆除了
灵山镇红光村、郭宅村的违法建筑27宗，总面积
9261平方米。

记者在现场看到，这些违建建在江东大道二期
工程南侧，大多是一层框架结构，墙体和楼板都比
较薄，炮机稍微碰撞便倒下了，并不适合生活居住。

据了解，在政府发布重点项目征收等相关公
告后，红光村、郭宅村部分村民在未取得相关合法
报建手续的情况下偷偷抢建违建，想以此套取国
家补偿款。城管队员发现后多次来到现场劝阻，
采取切割钢筋、拆脚手架、暂扣施工工具等严厉的
打违控违措施，并下达过责令限期整改通知书，但
仍有部分村民置法律法规于不顾，夜里偷偷抢建，
和城管队员打起了“游击战”。

由于相关部门拆前政策法规宣传和思想工作
到位，大多偷建抢建村民比较配合拆除工作，整个
拆违过程平稳顺利，不到半天就完成了27宗违建
的拆除任务。

海口美兰区
拆除近万平方米违建

关注2017海南综合招商活动

■ 见习记者 张期望
本报记者 许春媚 通讯员 黄良策

放羊出去吃草，赶羊回到羊棚，检
查小羊羔健康状况，这是文昌市冯坡
镇凤尾村村民云惟仁每天都要重复的
事项。站在羊圈旁，云惟仁拿出手机
向记者展示他正在修建的新羊棚，言
语间充满了对未来的美好憧憬：“我

准备盖一个好点儿的木头羊棚，防风
防雨，宽敞透气，羊的健康安全才有
保障。羊棚建成后大概有 50平方
米，可以养80只羊。”

凤尾村第一书记邢增富说：“云
惟仁是2016年调查确定的贫困户，
当时他家有三口人，老妈经常生病，
女儿还在上小学。”

云惟仁的母亲于 2016 年底去

世，生前常年打针吃药，花销极大。
妻子因家庭贫困和云惟仁离异，女儿
还在读小学。沉重的家庭负担让云
惟仁陷入发展困境。

针对凤尾村荒草地较多的自然
环境和云惟仁无法外出务工的实际情
况，政府因地制宜，精准施策，引导云
惟仁养殖成本较低又具有当地产业特
色的黑山羊。依靠自身的勤劳和政府

的引导帮扶，2016年，云惟仁年收入
从上年的2500元提升到8200元，实
现了具有内生动力的高质量脱贫。

“一只母羊从怀孕到产仔的周期
是3个月左右，一次产两只，一公一
母的话……”云惟仁乐呵呵地打着自
己幸福的“小算盘”，在他的描述中，
未来自家羊棚更大，日子更加红火。

（本报文城6月13日电）

文昌市冯坡镇凤尾村农民云惟仁养羊脱贫后计划扩大养殖规模

“幸福算盘”算出红火新生活

■ 本报记者 邵长春 通讯员 罗利明

“李教授，你看看我这样剪枝对
吗？”“专家，我家地里有些芒果树长得
很大为啥挂果很少，您赶紧帮我瞧瞧
吧。”近日，东方市江边乡白查村田头村
民小组的芒果园里异常热闹，省交通运
输厅专门请来农技专家到田间地头为
农民现场示范讲解芒果枝条修剪技术。

当天，海南大学副教授李茂富和
3名专业农技公司专家在芒果地里认
真查看分析后，手把手教村民如何科

学地修剪枝条才能实现增产。
村民福劳翁说，芒果种植了好几

年就是产量上不去，靠天吃饭，村里
人心里都很着急。现在有了专家及
时给予技术指导，大家对增产增收充
满了信心。

白查村地少人多，100多户贫困
家庭都以芒果种植为收入来源。可
多年来该村芒果管理种植技术跟不
上，缺肥料，产量低，加之收获上市时
间晚，芒果卖不出好价钱。

为帮助白查村民脱贫致富，早

在去年底，省交通运输厅就邀请龙
头企业的专家在白查村开展调研，
并出资 15万多元为该村量身定做
了芒果种植扶贫和技术培训、农资
配送的有关方案。此外，省交通运
输厅引进芒果种植龙头企业，每周
安排 3 名技术专家到现场讲解培
训，并根据芒果树生长规律制定每
月的技术培训和指导方案，跟踪村
民落实情况。

“您看，刚剪过枝条的新芽长势
多好！来年肯定是大丰收！”村民符

那指高兴地告诉李教授，自己慢慢改
变了原来粗放的耕作习惯，养成了勤
下地、精耕作的习惯。

“贫瘠变沃土，沃土变成金”。
省交通运输厅机关工会主席刘震告
诉记者，目前，在巩固现有芒果、槟
榔、山兰稻、南瓜等传统农业基础
上，省交通运输厅在当地重点开展
就业扶贫，发展豪猪养殖、三角梅苗
圃基地建设等特色产业，为精准扶
贫奠定基础。

（本报八所6月13日电）

省交通运输厅助力贫困户增产增收

芒果园里的定期“公开课”
本报保城6月13日电（记者贾

磊 特约记者黄青文）日前，保亭黎族
苗族自治县发布实施《“十三五”时期
文体事业和产业发展规划（2016-
2020年）》，为未来文体事业和产业发
展描绘了清晰的发展蓝图。

《规划》显示，“十三五”期间保亭
将加快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
推动文化产业成为经济社会发展支柱
性产业，充分发挥保亭黎族苗族特色
文化优势。

该县文体局负责人介绍，《规划》
中保亭将支持合理利用非物质文化遗
产开展创意设计与产品研发，促进传
统工艺与文创产业融合发展，优化文
化产业结构；重点发展文化旅游、体育
健身、创意设计、休闲娱乐、文化产品
制造和广播影视等行业；促进文化遗
产资源在与产业和市场的结合中实现
传承和可持续发展；更好地发挥政策
引导、创意孵化、人才培养、产业融合、
平台服务、培育品牌等功能，推动高新
技术在传统文化产业领域转化应用，
以业态创新、产品创新和内容创新为
重点，改造提升演艺娱乐、文化旅游、
工艺美术等传统文化产业。

此外，“十三五”期间，保亭还将实
施成长型小微文化企业扶持计划，加
大扶持力度，打造“保亭创意设计大
赛”等服务平台。

保亭发布“十三五”
文体发展规划

支持设计研发
“非遗”文创产品

脱贫攻坚进行时

本报三亚6月13日电 （记者袁宇）机械轰
鸣，三亚市吉阳区月川棚改安置区建设正快马加
鞭，助推月川棚改加速前行。记者今天从三亚市
吉阳区获悉，月川棚改安置区建设目前已完成塔
楼桩基础施工，即将全面进入主体施工阶段。安
置区总建筑面积约81.27万平方米，含28栋安置
住宅及老干区、幼儿园、卫生服务中心、戏台等公
共配套设施。

月川安置区的建设以及质量安全一直备受月
川村民关注。三亚市吉阳区政府相关负责人透
露，安置区的建设是棚户区改造的重要内容，在棚
改政策到位的情况下，看得见、摸得着棚改后的新
家是所有棚改户的期盼。为此，该区将督促安置
区建设单位坚持强化红线意识，建立健全安全生
产责任体系，落实主题责任，构建长效机制，把安
全生产责任制落到实处，努力将月川安置区项目
打造成月川村民满意的精品工程。

据了解，月川棚改安置区占地约247亩，总建
筑面积约81.27万平方米，平均容积率达3.50，建
筑户型分为1梯3户和1梯4户。安置区除规划
设有幼儿园、社区服务中心、卫生服务中心等配套
设施外，还将按照安置区每户1.2辆、公寓区每户
1辆私家车规划建设停车位。

三亚月川棚改户
“新家”建设加速
安置区总建筑面积逾80万平方米

本报讯（记者丁平 通讯员云大健）省水务厅
日前召开城镇内河湖水污染治理和城市排水防涝
工作推进会议，明确了2017年水污染治理工作目
标和城市排水防涝工作目标。

省水务厅相关负责人要求，各市县要以问题为
导向，加快推进，按时间节点，不折不扣完成工作任
务。针对内河（湖）断面监测水质不达标情况，要采
取倒排工期、排查排污口、加大截污等措施。要借
鉴学习部分市县已采取的有效良好工作措施，结合
工作实际，加快推进水污染治理和排水防涝工作。

到今年年底
列入我省三年治理行动方案的64条河（湖）

要全面开工
39个断面达到水质要求
水质达标率提升到60.9%

我省提出今年城市排水防涝工作目标

城市道路积水时间
不大于1小时

机器“保洁员”守护海滩清洁 6月12日，在海口西海岸的海滩上，一台沙滩清洁机正在清理垃圾。这种清洁机不仅能及时、高效地处理沙滩垃圾，降低工人劳动量，
同时也能明显提高沙滩质量。 本报记者 陈元才 摄

2017年
水污染治理工作目标

城市道路积水时间不大于1小时

城市排水防涝工作目标

海口、三亚今年年底
必须各有11个水体达标

文昌、琼海各有2个水体达标
全省城市黑臭水体消除率提升到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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