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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丽乡村建设样本 ]他山之石 福建

新华社柏林7月6日电（记者刘
畅 孙奕）国家主席习近平6日在柏
林会见韩国总统文在寅。

习近平指出，中韩地理相近、文
化相通，互补优势明显。建交25年
来，中韩双方秉持建交联合公报精
神，本着相互理解、相互尊重原则，
推动中韩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给
两国和两国人民带来巨大福祉，也
为地区和平稳定繁荣作出了重要
贡献。

习近平强调，文在寅总统派韩国
政府代表团出席“一带一路”国际合
作高峰论坛，派特使来华转交亲署
信，表达改善和发展中韩关系、妥善

处理敏感问题的积极意愿，我对此表
示赞赏。一段时间以来，中韩关系面
临困难，这是我们不愿看到的。中方
重视韩国和中韩关系，致力于发展中
韩友好的立场没有变。我们愿利用
中韩建交25周年这一契机，同韩方
认真回顾总结建交以来的经验教训，
不忘初心、携手共进，推动中韩关系
早日重回健康稳定发展的正确轨
道。维护好、发展好中韩关系，是双
方共同的责任。双方要立足大局，放
眼长远，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
切。希望韩方重视中方正当关切，妥
善处理有关问题，为中韩关系改善和
发展扫除障碍。

文在寅表示，韩方高度重视对
华关系。韩中两国交往历史悠久，
拥有广泛共同利益，已成为重要合
作伙伴。我就任韩国总统以来，积极
同中方开展良好互动。韩方也非常
感谢中方企业协助打捞“世越”号沉
船。韩方愿同中方一道，加强高层交
往及各领域交流合作，将韩中关系打
造成实质性战略伙伴关系。我充分
理解中方有关关切，愿同中方进行深
入沟通。

两国元首还就朝鲜半岛形势交
换了看法。习近平指出，中方坚持
实现半岛无核化，坚持维护半岛和
平稳定， 下转A02版▶

习近平会见韩国总统文在寅

新华社北京7月6日电 国家统计局6日发布统计
报告说，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城乡居民收入持续较快
增长，收入差距不断缩小。2016年，全国居民人均可
支配收入基尼系数为0.465，比2012年的0.474下降
0.009。

数据显示，十八大以来我国居民收入增速快于经济
增速。2016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3821元，比
2012年增长44.3%，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33.3%，
年均实际增长7.4%，快于同期GDP年均增速0.2个百
分点，更快于同期人均GDP年均增速0.8个百分点。

同时，城乡收入差距持续缩小。2016年城镇居民
人均可支配收入33616元，比2012年增长39.3%，实
际增长28.6%，年均实际增长6.5%。2016年农村居民
人均可支配收入12363元，比2012年增长47.4%，实
际增长36.3%，年均实际增长8.0%。2016年城乡居民
人均可支配收入之比为2.72（农村居民收入=1），比
2012年下降0.16。

此外，恩格尔系数持续下降。全国居民食品烟酒
支出占消费支出的比重（恩格尔系数）从2012年的
33.0%下降至2016年的30.1%，下降2.9个百分点。

统计还显示，我国居民生活环境明显改善。2016
年全国居民人均住房建筑面积为40.8平方米，城镇居
民人均住房建筑面积为36.6平方米，农村居民人均住
房建筑面积为45.8平方米。其中，城镇、农村居民人均
住房建筑面积分别比2012年增长了11.1%和23.3%。

统计显示
十八大以来我国居民
收入差距不断缩小

经省委研究，现将拟任干部人选情况予以公
示。

公示期限：2017年7月7日至13日，共5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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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拟任干部人选情况见A02版）

海南省拟任干部人选
公告

本报海口7月6日讯 （记者彭
青林）今天上午，省委书记刘赐贵主
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决定将“深
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海南
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建设美好新海
南”大研讨大行动活动时间延长到9
月底，要求全省各级各部门扎扎实
实开展好大研讨大行动活动，不走
过场，务求实效，以习总书记系列重
要讲话精神为指引，大力弘扬敢闯
敢试、敢为人先、埋头苦干的特区精

神，凝心聚力、奋力拼搏，推进海南
新一轮改革开放，加快建设美好新
海南。

省委副书记、省长沈晓明，省委
副书记李军，省委常委王瑞连、张琦、
胡光辉、蓝佛安、肖莺子、肖杰、严朝
君、张韵声出席会议。省政协主席于
迅、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李宪生列
席。

会议强调，全省上下要高度重视
开展好大研讨大行动活动，进一步深

入学习贯彻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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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要原原本本学习、深刻领会
习总书记2013年视察海南重要讲话
精神实质。过去两年，海南通过开展
投资项目百日大会战、服务社会投资
百日大行动，生成和推动了一批项
目，锤炼了一批好干部。开展大研讨
大行动，要认真吸收这些好经验好做
法，使大研讨大行动的过程成为全省
上下统一思想、凝心聚力、奋力拼搏，

加快建设美好新海南的过程。各级
各部门要充分认识好干部、培养好干
部、用好好干部，进一步完善考核激
励机制，在全省形成干劲十足、你追
我赶的良好态势。会议决定将大研
讨大行动活动时间从8月底延长至9
月底。

会议传达学习了刘奇葆同志在
海南调研时的讲话精神，强调各地、
各部门要认真结合实际抓好学习贯
彻。要进一步加大创文工作力度，推

进文明创建不断深入开展；要认真总
结文明生态村创建的好经验好做法，
丰富和提升文明生态村建设内涵，改
善农村生态环境，提高生态经济发展
水平，全力打造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

“美丽乡村”；紧紧围绕“全省人民的
幸福家园、中华民族的四季花园、中
外游客的度假天堂”三大愿景，大力
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不断推
进精神文明建设。

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刘赐贵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强调

扎实推进大研讨大行动活动 确保取得预期成效
沈晓明李军出席 于迅列席

■ 本报记者 杜颖 郭畅

高山，雾气迷蒙，茶园青翠。
这里是福建。6月下旬，海南日

报记者从厦门市区出发前往莲花镇
军营村和白交祠村，行车2个多小时
后，终于“爬”到高山村落白交祠。富
庶的闽乡，作为经济特区的厦门，这
么偏僻的村落是否贫穷依旧？

原汁原味的莲花褒歌最早唱的
都是山里乡村的穷。如今却大变了
样，歌声里溢着一股甜劲，唱着“芥
菜甘薯锅里煮，五谷丰登乐有余”。
拥有千米高山茶园的军营村，是全

国“一村一品”示范村，白交祠村是
省级文明村，两村村民淳朴热情。

2012年，福建省开展了“千村整
治、百村示范”的行动计划，被视为福
建美丽乡村建设的发端。为建设“水
碧山青、村美民富”的美丽乡村，福
建各级市县党委政府、各级部门都
在摸索，努力趟出一条创新之路。

一个“药方”治活山区穷村

走进白交祠村，村口“山上戴帽，
山下开发”的红色标语格外醒目。

“山上戴帽，山下开发”，就是山

上植树造林，山下种果种茶。这是
1986年，时任厦门市副市长的习近
平同志来此考察时，为两个贫困村
脱贫工作开出的“药方”。

村干部说，现在全村公益林种植
面积已达到4000多亩，山上的“帽
子”戴起来了，山下也开发出来，村里
种植6000多亩茶园，全村80%的人
从事高山茶叶的种植、生产和销售。

村庄变迁，哪是那么容易得来
的，两村发展靠的都是一个干字。
军营村党支部书记高泉阳感慨到：
当初规划先行，要割断村里的“脏乱
差”，首先就从填掉一户户的旱厕做
起，鼓励建化粪池、厕所进屋，让出
地来修路，然后再让大伙房前屋后
搞绿化，圈养鸡鸭……那几年，村干
部付出了多少，老高记不得了，但他

记下了几个“大数字”：旱厕填了
400个，为修路征了农民150亩土
地，拆了20多栋房子。

去年，厦门市委党校和同安区
委党校高山教学点也在两村揭牌成
立，这是福建省内首次在边远山村
设立的党校教学点。高山党校开课
后，开展体验式教学，两村的党员
干部也在高山党校跟着一起学
习。“大家主动作为，计划依托高山
党校，充分利用村里的红色资源，
发展乡村旅游。如今，在白交祠村
和军营村，已有7家较大的农家乐、
9家民宿，人气都很旺。”高泉阳说，
村里还正计划成立乡村旅游股份合
作社，凝聚村里的力量，进一步发展
乡村旅游。 下转A03版▶

(相关报道见A04版)

趟出创新之路建设美丽乡村，让碧水青山成为百姓的“幸福靠山”

福建生态“小清新”带来乡村大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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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码看
福建美丽乡村

■ 本报记者 赵优

省委部署开展“深入学习贯
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海南时的重
要讲话精神建设美好新海南”大
研讨大行动活动，重点围绕十个
方面开展。其中一个方面是，如
何深刻理解和贯彻落实：当前和
今后一个时期，海南发展的总抓
手就是加快建设国际旅游岛；海
南经济基础仍较薄弱，经济结构
和产业结构比较单一，按照国际
旅游岛建设目标，海南应该形成
以服务经济为主的产业结构，加

快形成以旅游业为龙头、现代服
务业为主导的产业体系，扎扎实
实推进，逐步把海南建设成为一
流的国际旅游岛。

海南日报记者专访省社科联副
主席陈耀，就此展开对话。

强化改革创新意识

记者：省委在建省办经济特区
近30年之际、加快建设美好新海南
的关键时期开展大研讨大行动活
动，有何深意？

陈耀：明年是建省办经济特区

30周年。当前，我国进入大众旅
游、休闲旅游和全域旅游“三游”叠
加新时期，海南发展也到了重要节
点。为了闯出跨越式发展路子，省
委部署开展“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
总书记视察海南时的重要讲话精
神建设美好新海南”大研讨大行动
活动，是围绕建设美好新海南清除
影响发展的思想障碍和体制机制性
障碍，精准定位发展目标，树立正确
发展理念，明确改革、开放、创新打
造美丽中国“海南篇章”路径的重要
举措。

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以来，作

为后发地区一直期望和争取国家给
予更多特殊优惠政策，作为经济特
区则力求探索以扩大开放促加快开
发。过于偏重前者则形成对政策的

“等靠要”，缺乏对后者的把控则形
成某些方面的“放开”而导致无序开
发。海南要追求什么样的目标，如
何充分发挥资源和政策优势实现又
好又快发展，通过本次大研讨大行
动活动，应当统一思想、凝聚智慧、
汇聚力量。

建省办经济特区是国家将海南
“扶上马”，支持海南国际旅游岛建设
是对海南“送一程”。 下转A05版▶

围绕大研讨大行动活动，省社科联副主席陈耀接受本报记者专访：

扛起旅游改革创新的海南担当

本报海口7月6日讯（记者原中倩 通讯员阴若
珂）记者近日从省扶贫办获悉，经过认真评审，海南正
业中农高科股份有限公司、海南口味王科技发展有限
公司等28家企业被认定为扶贫龙头企业。这是我省
认定的第二批扶贫龙头企业，加上今年4月认定的首
批25家企业，全省目前共有53家扶贫龙头企业。

据了解，省级扶贫龙头企业的认定范围是在贫困
地区采取公司加基地加农户形式直接带动贫困农户的
龙头企业；以贫困地区资源为原材料基地的龙头企业；
以农产品生产、加工或流通（含专业批发市场）为主，大
批量吸纳贫困地区劳动力就业的企业。符合申报条件
的企业自愿向所在市、县、自治县扶贫办提出申请。各
市、县、自治县扶贫办对企业申报材料进行认真审核，
并征求相关部门的意见后，向省扶贫办提出推荐名
单。省扶贫办进行审查后研究确定并公示。

对认定的企业，将在项目安排、贷款申请、扶贫贴息
等方面予以重点扶持，帮助解决实际困难，促进龙头企业
在带动贫困户增收、推进产业扶贫方面发挥更大作用。

我省认定第二批
28家扶贫龙头企业

本报海口7月6日讯（见习记者
曾毓慧）今天，海口市政府常务会审议
并原则通过《海口市促进互联网产业
发展若干规定》《海口市促进互联网产
业发展实施细则》。新政策出台后，海
口每年将安排不少于5000万元财政
资金用于各项优惠扶持，并且承诺申
报受理截止后45天内兑现。

据介绍，国内外知名互联网企业
将总部整体迁入海口市，一次性给予
500万元落户奖励；在海口市设立行
业总部，一次性给予300万元落户奖
励；在海口市设立区域性总部，一次性
给予150万元落户奖励。自2016年
1月1日起，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
系统（新三板）挂牌的互联网企业，一
次性奖励200万元；在国内主板、中小
板、创业板或境外上市的互联网企业，
一次性奖励500万元。

记者注意到，海口市各大园区互
联网企业招商也能获得不同的奖励，
按照规定，每引进一家国内外知名孵
化器、众创空间落户海口，园区将获得
50万元招商奖励；每引进一家互联网
行业龙头企业在海口市设立总部、行业
总部或区域总部，分别给予100万元、
60万元、30万元的招商奖励；引进国家
级创新创业行业类比赛前五名项目在
海口市落地实施并注册企业，从第一名
至第五名分别给予50万元、40万元、30
万元、20万元、10万元招商奖励。

按照长远规划，海口将引导社会
资本共同发起设立不少于5亿元的互
联网产业股权投资基金，用于孵化培
育海口市互联网企业。

海口每年投5000万元
扶持互联网产业发展

本报三亚7月6日电（记者林诗
婷）彰显个性特色的民宿逐渐受游客
青睐。近日知名旅游网站——途家网
发布今年上半年民宿旅游报告，度假
胜地三亚荣登境内抢手民宿前十名。
我省三亚、琼海等多市县民宿受热捧，
预订天数创下国内新高。

在民宿预订天数排名中，我省琼
海、澄迈、陵水、三亚等多个市县民宿
受青睐，其中琼海民宿以订单平均预
订天数5.05天创下国内新高。

业内人士指出，与传统连锁酒店不
同，民宿颇具风格特色，游客在对民宿
的选择上，具有当地特色的高品质民
宿、度假别墅成为消费新宠。三亚湾区
众多，周边景点丰富，三亚湾、亚龙湾等
地配套成熟的商圈体验具有吸引力。

途家上半年民宿旅游报告发布

三亚入选境内
抢手民宿前十名

福建省龙岩市永定区湖坑镇南江村，客家土楼建筑特色鲜明，村寨清新淳朴。 本报记者 陈元才 摄

海口暴雨中出现“守坑叔”之后
又有“守坑哥”

退伍老兵
漩涡边当路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