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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转 让 公 告
我单位接受委托对位于海南省三亚市河东区榆亚路时代

海岸高层03T栋（海虹阁）2505（跃层）房产公开转让进行公
告，参考建筑面积约266.36平方米, 保证金为40万元，转让
底价408.65万元。详情请登录哈尔滨产权交易中心网站：
www.hljcq.org.cn。

有意者请在规定时间内携带有效证件和保证金存款凭证
（以到我单位账户为准）到我单位办理登记手续（户名：哈尔滨
产权交易中心；账号：451902151110908 ；开户行：招商银行
哈尔滨分行开发区支行）。即日起咨询、展示。

报名地址：哈尔滨市南岗区中山路181号市民大厦6楼
1635房间

咨询电话：0451-84642034 13936368834
哈尔滨产权交易中心

我局正受理李建华持有的《国有土地使用证》［证号：东方国用

（八所）第1862号］危房改造和补办宗地档案地籍调查事宜。该宗地

位于八所镇政法路南侧，土地面积为275.4平方米，土地用途为住宅

用地。经实地调查，该宗地四至为：东至市武装部，南至市武装部，

西至李豪，北至符云昌，坐标为：J1（X2114107.249、Y252706.772），J2

（X2114101.934、Y252716.861），J3（X2114079.625、Y252702.705），

J4（X2114083.361、Y252694.188）。

凡对该宗地权属有异议者，请将书面材料及有效证明材料自通

告发布之日起15天内送至我局地籍岗，逾期未提出异议，我局将按

规定为该宗地出具宗地坐标图和办理宗地档案资料。

国有土地使用权登记通告

东方市国土资源局 2017年7月10日

关注三亚“双修”升级版

7月11日，工人正在对三亚有轨
电车首个“岛式站台”的钢结构框架进
行涂料施工。

据介绍，该站台位于三亚河东路
与金鸡岭路交叉路口，设置在两条轨
道之间，形似孤岛，被称为“岛式站
台”。站台设计总占地面积200平方
米，长40米，宽5米，能容纳100人到
200人候车，目前主体结构已完工，总
完成量约70%。

三亚有轨电车示范段全长8.37
公里，共设有15座停靠站台。目前，
有轨电车的轨道铺设工作正在加紧作
业，现已完成1.7公里的轨道铺设任
务，预计2018年初通车试运行。

本报记者 武威 摄

本报三亚7月11日电（见习记者徐慧玲 记
者袁宇）加强停车位管理，实现主次干道市容环境
的综合治理；强化背街小巷的环境卫生综合整治，
提升民生幸福感；对城市管理问题进行通报督办
……各单位“一把手”对此负总责，限时整改，全面
提升城市治理水平。这是记者近日从三亚市创建
全国文明城市模拟测评会上获悉的。

自7月起，三亚将加强主次干道、商业大街市
容环境的综合整治，通过严格区分居住停车和出
行停车，增加居住停车位，细化差别化停车收费等
措施，破解机动车、非机动车乱停放、占用盲道停
车等难点问题。

三亚还将通过“四定”管理模式，定时定人定岗
定员，有针对性的开展巡查，清理和规范主次干道的
不文明行为，并结合数字城管平台，加强停车秩序管
控，对乱扔垃圾等不文明行为进行规范与处罚。

背街小巷是城市的“毛细血管”。为此，三亚
将以背街小巷、学校、农贸市场周边为重点区域，
持续开展环境卫生、社会秩序的综合整治，同时开
展整治私设地桩、地锁等障碍物专项行动，以优美
的人居环境增强广大群众的获得感、满足感，不断
提升民生幸福感。

值得一提的是，三亚将成立专门的督查组，从
7月17日起对城市管理中的重点问题、难点问
题、多次反弹问题及整改不力的问题全方位督查，
并通过通报、挂牌督办、限时整改等环节促进问题
解决。该市还将以各单位“一把手”负总责，认真
研究问题，严格对照相关标准办法，逐条落实整
改，不断提升城市治理水平。

三亚加强城市管理

各单位“一把手”负总责
整改不力将被问责

三亚有轨电车
首个“岛式站台”
主体结构完工

本报海口7月11日讯（记者原中倩 通讯员
符丹丹）日前，省质监局受国家标准委委托，组织专
家组对海南省人民医院承担的国家级护理服务标
准化试点项目进行了考核评估，并通过验收。省人
民医院也是国内医疗机构中首家成功申报并通过
国家级护理服务标准化试点项目终期评估的单位。

专家组表示，希望省人民医院进一步完善标
准体系建设，将优质护理服务中推行的各项特色
服务进行凝练和固化，形成具有普遍指导意义的
技术文件便于推广。

据悉，2013年底，省人民医院正式被国家标准
化管理委员会确定为“国家级服务业标准化试点单
位”，开展项目内容为“医院护理单元优质护理服务
标准化管理试点”。历时三年，省人民医院从标准
化系统建设入手，编制了包括服务通用基础、服务
提供标准和服务保障标准三大子体系16类共260
项标准，积极开展“一科一特色”专科护理服务，如
神经内科开展了“希望之声”特色护理服务，将护士
的爱心和情感融入专业训练，给失语患者带来了福
音。针对患者反映最多的门诊就医方式，也通过标
准化进行改善，将分散式、多点式的门诊服务，整合
成功能全面的服务系统，为患者提供一站式服务，
从而达到服务质量指标化，服务行为规范化，服务
过程标准化，全面提升优质护理服务质量的目的。

海南首个国家级护理服务
标准化试点项目获验收

本报海口 7 月 11 日讯 （记者
周晓梦 通讯员朱莹莹）记者今日
从省财政厅获悉，上半年，我省地
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同口径增长
19.2%，占年初预算的 58.6%，超序
时进度 8.6 个百分点，比上年同期
快 6.6 个百分点；财政支出增长
11.9%，完成年初预算的 52.9%，超
序时进度 2.9 个百分点，比上年同
期快 7.5 个百分点。财政收支状况

运行良好，双双实现“时间过半任
务过半”。

其中，全省民生支出537.8亿元，
增长12.2%，占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支
出的75.1%，比上年同期提高了0.2个
百分点；全省各级财政共安排专项扶
贫资金16.13亿元，累计支出10.80亿
元，支出进度67%，支出进度超全省
平均水平的有：临高（100%）、琼中
（85.7%）、三 亚（76.9%）、海 口

（72.3%）、陵 水（72.1%）、琼 海
（71.6%）、文 昌（70.7%）、乐 东
（69.9%）8个市县。

据分析，我省上半年财政收支呈
现出税收收入高速增长；所得税和流
转税快速增长；房地产业拉动税收持
续快速增长，工业、交通运输业和建筑
业相关税收降幅收窄；非税收入小幅
减收等主要特点。

分地区看，今年上半年我省地

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西部增速超过
东中部。上半年全省东、中、西部地
区分别增长17.7%、13.7%和20.8%，
分别占年初预算的60.9%、55.1%和
54.4%。增幅超过全省市县级收入
平 均 增 幅 的 有 11 个 市 县 ：临 高
（69.1%）、澄 迈（45.2%）、保 亭
（31.8%）、白 沙（30.7%）、乐 东
（29.2%）、五 指 山（27.7%）、洋 浦
（24.2%）、昌 江（22.6%）、万 宁

（21.9%）、海 口（21.5%）和 陵 水
（19.1%）。

此外，数据显示，我省城市基础设
施配套费收入和污水处理费收入大幅
增长。上半年，我省推动的“双创”“双
修”工程，使城市经营能力有了较大提
高，也推动城市基础设施收入增收
14.5亿元，污水处理费收入增收2.1亿
元，有效地保证了上半年政府性基金
收入的增长。

上半年我省民生支出537.8亿元
增长12.2%，占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的75.1%

本报海口7月11日讯（记者邵长春 通讯员
王子晨 曹寰 实习生李治成）今年上半年，海建集
团调战略促经营成效显著，各建安企业累计新承
领工程量达 108.07 亿元，较去年同期增长
44.69%，创历史新高，实现时间过半，任务过半。

其中超亿元项目30项，占新签合同总额六成
以上，项目类型涉及EPC工程总承包、代建管理
和施工总承包，建设内容涵盖房屋建筑、市政公用
设施、水利和公路工程。

海建集团上半年
承领工程量破百亿元

◀上接A01版
超过这条线，第一次由协会警告，第二
次从协会除名，第三次向相关部门汇
报后，不准在村里挂牌经营。”矮山门
村村民小组长刘运连介绍道。

刘运连所说的协会是矮山门村农
家乐合作社。

矮山门村紧邻遇龙河景区，常有
景区的游客到村里观光、吃饭、休息，
当地人早早便涉足旅游业，但“各自为
政”、占地经营，抢客宰客现象时有发
生，“当时名声很臭，经济效益也不
好”。刘运连说。

2013年“美丽广西”乡村建设启
动，阳朔县委、县政府结合“清洁乡村”
活动实施整治违法用地和违法建设、
整治旅游秩序、整治市容环境“三整
治”，矮山门村变了样：建起了路灯、篮
球场等公共设施，绿化美化了道路村
庄……

硬件上去了，软件也要跟上，内外
兼修才能分享旅游红利。2014年4
月，在阳朔镇政府的引导下，矮山门村
成立了阳朔县首个农家乐合作社，村
里有13家农家乐经营户入社，采取统
一管理、统一营销、统一接待标准、统
一服务质量的管理模式。规范化运行
的农家乐既扳正了矮山门村的形象，
经营户的收入也有了保障，如今经营

户户均纯收入10万元左右。
广西壮族自治区住房与城乡建设

厅顾问、原副厅长吴伟权认为，“美丽
广西”乡村建设最直观的成果之一就
是促进了乡村旅游发展，目前全区已
有近3000个自然村建设成为了景区
景点，分享着旅游发展红利。

产业入驻
增加村民收入转变村民观念

“蛋糕在哪里？市场在哪里，蛋糕
就在哪里！……我们可以策划‘美丽
南方’故事会，就讲讲信贷、旅游方面
的故事，讲讲各个园区创业、文化方面
的故事，像江苏华西村老支书讲华西
村的故事一样，成为一个旅游项目。”

7月 3日下午，2017年“美丽南
方”园区企业发展论坛正在南宁市西
乡塘区忠良村进行，西乡塘区住建、
规划、国土、旅游、农林、水利等部门
相关人员与入驻“美丽南方”园区的
40家企业代表济济一堂，开展“头脑
风暴”，西乡塘区区委常委、统战部部
长林拓为企业家们提建议进行脑力
激荡，西乡塘区区委书记廖伟福则专

程赶来，鼓励企业家们学习今年中央
一号文件，积极将“美丽南方”打造成

“田园综合体”。
“美丽南方”是以领略自然田园风

光、体验农家乐与休闲娱乐运动于一
体的景区，名字源于作家陆地的小说
《美丽的南方》，作品描述的是60多年
前的土地改革运动，故事背景就发生
在忠良村一带。

还是那山那水，当年的村庄如今
更美丽。说起村里的变化，忠良村党
支部书记梁安芝将功劳归到“产业入
驻”上。

忠良村距离市区较近，因为种田
难致富，不少村民抛下土地外出务
工。“单靠村民自己发展产业，过程很
艰难。”梁安芝说，西乡塘区在忠良村
启动建设“美丽南方”后，他和村干部
挨家挨户做工作，动员村民将土地流
转出来支持“美丽南方”建设，“一亩
地一年租金就有2000元，大家还可
以到景区打工就地就业，比种水稻收
入高多了。”

2014年底，除留下村民必需的菜
地，忠良村其他土地全部流转经营。

“产业入驻”给村里带来什么变化？梁

安芝给记者算起村民收入账：每年的
土地流转租金+村内公共区域修建的
停车场等公共设施管理费+到园区企
业打工，2016年村民人均年收入达
1.3万元。

“不仅仅是收入增加。”最早进驻
园区的胤龙生态农业开发有限公司董
事长陈桂漳则告诉记者，村民的观念
也在入驻企业的影响下快速转变，譬
如他们更加明白服务别人能增加自己
的收入，所以有更多的村民开起了农
家乐、民宿、自行车租车店等。

政府主导
全力打造广西现代农业发展

“标杆区”

7月 6日下午，钦州市钦北区九
佰垌国家农业综合开发现代农业园
区里，一则“种植农户招募令”吸引了
记者的目光。因为今年合作商预定
的火龙果超过百万吨以上，园区企业
新澳果蔬专业合作社自己基地的产
量不能满足，于是招募300户农户加
入，由合作社提供种苗和技术，并负
责统一销售。

新澳果蔬专业合作社是九佰垌国

家农业综合开发现代农业园区16家
进驻企业之一。项目区总面积2.78
万亩，计划总投资近1.4亿元的九佰
垌国家农业综合开发现代农业园区是
广西第二个国家级农业综合开发现代
农业试点园区。

据九佰垌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总
经理黄开昭介绍，园区涵盖永隆、广
平等 7 个行政村的全部或部分区
域。曾经这片土地因为水源、道路等
基础条件差导致耕作难，村民增收困
难，如何让村民脱贫致富是当地政府
的一块“心病”。

现在，随着九佰垌国家农业综合
开发现代农业园区的建设，政府、企业
甚至社会资本进入园区，投资补上了
基础设施短板，农业生产容易些了；村
民将土地流转给园区企业，流转金每
5年在前一次的基础上增加20%，收
入有了一定保障；村民还可以参与园
区建设，通过签订产品购销合同等方
式，按照企业要求进行各种优质农产
品的规范化、标准化生产，成为产业工
人，前途也亮堂了。

“在九佰垌种地，不是随随便便都
能来，必须掌握一定的技术，得会操作
园区里的设备。”村民李俐莲说，现在
成为“职业农民”，她很自豪。

（本报海口7月11日讯）

山水田园里的“花样”农业

全省各级财政共安排16.13亿元

累计支出10.80亿元

支出进度67%

专项
扶贫资金

制
图/

孙
发
强

上半年
我省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同口径增长19.2%

占年初预算的5858..6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