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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打造一批国家
级、省级现代农业产
业园和示范基地，新

创建20家省级现代

农业示范基地。

要大力发展农企、农超、
农餐对接等农产品流通新业
态，建设海口罗牛山、定安塔
岭、屯昌城北、琼中湾岭等重
点农产品加工物流园区。

2017年
全面完成农村
土地承包经营
权确权到户颁
证任务。

2017年要确保完成18.3万
农村贫困人口脱贫和 117个整

村推进扶贫开发任务，抓好垦区

农场 7141 名贫困人口脱贫。

优先在贫困村发展“共享农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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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2日，位于万宁市三更罗
镇的新中吉爷柠檬专业合作社柠檬
加工厂，工人忙着清洗、搬运柠檬。
目前，该厂引进以色列的保鲜设备
已经安装投入使用。

据了解，该合作社采取“合作
社+农户+个体户”的经营模式，农
户们通过种植柠檬吃到了不少甜
头。柠檬加工厂的投入使用，可以
以保护价收购柠檬，制作柠檬系列
产品，确保职工增收，企业也能增
效。该合作社与全国56个城市销
售网点合作销售柠檬，社员达285
户，成员范围已辐射到文昌、琼海等
市县。 本报记者 袁琛 摄

万宁农户引进
以色列设备加工柠檬

关注三亚“双修”升级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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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三亚7月 12日电 （记者
袁宇）记者近日从三亚市政府获悉，
为加快推进三亚“双修”升级版项目建
设，该市出台包括前期审批“绿色审批
通道”制度、倒排工期制度、项目层级
责任制、施工项目部和现场监理部关
键岗位人员在岗履职管理制度等11
项制度，为“双修”升级项目大开绿灯，
确保按时完成项目建设任务。

11项制度涵盖了项目实施各个
阶段，并针对项目前期时间长无法

满足建设时间要求、征地拆迁及管
线迁移影响项目进度等重点难点问
题，进一步明确各相关责任主体在
项目推进中的责任与义务、奖励与
惩罚，从而层层落实责任，为项目顺
利推进提供有力保障。

值得一提的是，重点项目前期
审批“绿色审批通道”制度包括推行
限时办结制、实行审批承诺制、严格
执行超时默许制。例如在窗口审核
受理后，2个工作日内完成项目立项

审批；项目可研、初步设计及概算的
评估时间和用地预审时间一律不超
过10个工作日；规划选址意见和规
划用地红线图的完成时限为5个工
作日；环评报告表审批须在30个工
作日内完成；7个工作日完成施工图
审查；施工许可证发放期限为2个
工作日；招标备案应在2个工作日
内完成。对项目手续齐全有效的审
批申请，在承诺时限内未作出合理
解释和书面说明，视为部门默认许

可审批事项。
按照此次三亚出台的系列制度

要求，建设单位发出中标通知书后，
中标的施工总承包单位必须按照建
设单位要求的时间节点，在5个工作
日内制订倒排工期计划，经监理、建
设单位审核通过后，于2个工作日内
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在施工
过程中，严格按照合同工期和倒排工
期计划进行施工，确保工程按合同工
期如期或提前竣工。

■ 见习记者 陈奕霖 本报记者 袁宇

“我每天都从这里经过，若不是
前天看到工作人员拆围栏，都不知
道这是个城市公园……”7月7日下
午，雨后的三亚名花公园清幽宁静，
市民蒋临升漫步其中，而两天前这
里还是一家企业的“私家花园”。

约150米长的铁围栏，紧闭的
大门，竟让一座位于城区黄金地段
的市政公园“深藏闺中”6年。早在
2011年，名花公园由三亚华创美丽
之冠投资有限公司“认养”，负责开
发、建设公共绿地，旨在改善三亚中
心城区缺少公共绿地的现状。然
而，公园设施至今没有完全建好，公

园环境管理不到位，还存在占用公
共绿地建设游艇码头等问题，且从
未按协议对市民免费开放。

“今天无论如何也要拆除‘隔心
墙’，让市民和游客进得来。”7月5日
上午，三亚市园林环卫局副调研员王
凤山带着同事，与吉阳区城管局执法
人员一同来到名花公园，准备对公园
靠凤凰路一侧的围墙进行拆除。

见到执法人员到来，企业保安
上前阻拦。这已经不是王凤山等人
第一次遭遇阻拦，也不是企业方面
第一次不配合整改。

此前，还绿于民，三亚市园林环
卫局做了大量工作：5月5日至6月7
日期间，先后3次向企业下达整改通

知，两次约谈企业负责人，4次前往现
场协调。然而，涉事企业并没有采取
实际措施整改。

7月4日，吉阳区城管执法人员
到场下达责令限期整改通知书，企业
方面仍然拒不签字、拒不接收。执法
人员依法将通知书贴在公园大门上，
并于7月5日上午进行拆除。拆除
现场，相关工作人员依法用切割机拆
除铁栏杆，用挖掘机推倒水泥墙面，
将公园围挡撕开了12米长的口子。

至此，“公园保卫战”中最难啃
的“骨头”被拿下，公园重新贴上名
牌，市民和游客也终于能一睹约6.5
万平方米的名花公园真容。

“今年年内将督促企业按照专类

公园标准完成整改，把名花公园真正
打造成市民的休闲乐园。”王凤山说，
接下来，三亚市园林环卫局将继续联
合12345热线，与属地执法部门联
动，对侵占公共绿地的违法行为，发
现一起，打击一起，顶格处罚。

从去年12月起，三亚打响“公
共绿地保卫战”，全力推进“双修”升
级版建设，先后收回香堤25度停车
场等被占用的绿地，全市近10万平
方米公共绿地还绿于民。此外，三
亚还加快建设24项园林绿化工程，
建成后将增加绿地1670万平方米，
让市民、游客能享受到绿色发展带
来的生态福利，不断提升城市品质。

（本报三亚7月12日电）

三亚出台重点项目前期审批“绿色审批通道”等制度

11项制度为“双修”项目开绿灯

名花公园6年来被一企业私设围挡成“私家花园”，经多部门协调整改——

三亚推倒“隔心墙”还园于民

各旅游网发布监测数据显示——

三亚入选全国热门
体育旅游目的地

本报海口7月12日讯（记者
赵优）7 月 10 日，途牛旅游网对
外发布《2017 体育旅游消费报
告》显示，户外游是最受欢迎的
体育旅游类别，其中三亚入选国
内户外游十大热门目的地。驴
妈妈旅游网数据显示，三亚蜈支
洲岛入选全国十大热门体育旅
游景区。

公开数据显示，目前我国体
育旅游仅占旅游行业的5%，市场
潜力巨大。途牛旅游网将体育旅
游分为三类，包括以徒步、骑行为
代表的户外活动，以马拉松为代
表的体育参赛游及奥运会和世界
杯、欧洲杯等赛事的体育观赛游，
其中户外游是最受欢迎的体育旅
游类别，占到整体产品的 75%。
驴妈妈旅游网数据也显示，2017
年上半年，选择体育旅游产品出
游的人次增幅明显，比2016年同期
增长了1.2倍。

途牛旅游网监测数据显示，
国内户外游热门目的地包括丽
江、大理、昆明、迪庆、西双版纳、
杭州、西宁、三亚、鄂尔多斯、呼
和浩特等，徒步、骑行等项目最
受欢迎。

驴妈妈旅游网评出全国十大热
门体育旅游景区分别为：西岭雪山、
三亚蜈支洲岛、宁夏沙坡头、青岛奥
帆中心、重庆武隆喀斯特旅游区、梅
里雪山、徽杭古道、黑龙江亚布力滑
雪旅游度假区、江西庐山西海和北
京奥林匹克公园。日前，三亚蜈支
洲岛旅游区成功入选全国首批30
家“国家体育旅游示范基地”创建单
位，我省“体育+旅游”品牌日益深
入人心。

我省食品工业“三品”建设成效明显
全省规模以上
食品工业企业近百家

本报海口7月12日讯（记者邵长春 实习生
李治成）省工业和信息化厅近日举办“尚德守法，
共治共享食品安全”宣传开放日活动，组织媒体走
进海南南国健康产业有限公司、海南新大食品有
限公司等企业，了解我省特色食品工业企业尚诚
信、增品种、提品质、创品牌等工作情况。

据了解，我省食品工业稳定增长，截至去年
底，全省规模以上食品工业企业共98家，当年实
现工业总产值202.7亿元。初步形成了以果蔬、
热作产品、畜禽产品、水产品、林产品为主导行业
的农产品加工产品产业格局，特别是以椰子为代
表的热带特色农产品加工产业链基本形成。

2016年，椰岛、力神、口味王等农产品加工企
业被列为省级品牌培育企业。

扬子江药业集团
完成工商注册
其落户将促进海口医药产业升级

本报海口7月12日讯（记者郭萃 通讯员王媛）
记者从海口国家高新区获悉，高新区招商项目扬子
江药业集团海南海浪药业有限公司今日完成工商
注册。该项目的顺利落地进一步增强了高新区医药
产业的集聚效应，有效促进了海口医药产业升级。

推动招商项目落地是高新区近期工作的重中
之重，扬子江药业集团是全国医药行业前五强，为
了推动该项目顺利落地，高新区各级部门充分落
实“极简审批”的工作精神，从项目用地、行政审批
等方面为该项目提供全方位服务。

据了解，“十三五”“十四五”期间,扬子江药业
集团将在海南完成20亿元以上投资，其中“十三
五”期间要完成10亿元投资，将在海口建医药研
究院、大健康产业园及南方区域结算中心。

另据记者获悉，在2017海南综合招商活动海
口推介会上，海口国家高新区共签约22个项目，
总协议投资额299.3亿元。截至目前，已有8家签
约企业完成注册，第三季度将有7个签约项目陆
续开工，计划投资总额超100亿元。

■ 本报记者 宗兆宣

近日，海南省委、省政府联合印
发了《关于深入推进农业供给侧结
构性改革加快打造热带特色高效农
业“王牌”的实施意见》（以下简称
《实施意见》），谋求在转变农业发展
方式上取得新突破，在促进农民增
收上取得新成效，推动“美丽海南百
镇千村”建设。

《实施意见》明确，要用最好的资
源吸引最好的投资者，吸引社会投资
高水平建设“美丽海南百镇千村”，与
旅游度假区、景区、产业园区融合互
动，促进群众长远可持续增收，使美
丽乡村既有“面子”又有“里子”，打造
宜居宜业宜游宜养的美丽家园。要
建立企业和农民的利益共享机制，让
海南百姓参与其中，最大限度地共享
良好生态资源，使海南的绿水青山真

正变成金山银山，绝不能让少数人独
占海南良好的生态、优质的资源，绝不
能让海南百姓守着绿水青山过穷日
子。要把海南百姓的庭院打造成吸引

“候鸟”的“鸟巢”，让“候鸟”和游客租
住，消费特色农产品，使农民有长期稳
定的收入。

让农民充分参与
和受益“共享农庄”

我省要发展以农民合作社、农村
集体经济组织等充分涵盖农民利益的
经济组织形式为主要载体，以各类资
本组成的混合所有制企业为建设运营
主体，以移动互联网、物联网等信息技
术为支撑，以农业和民宿共享为主要
特征，让农民充分参与和受益，集循环
农业、创意农业、农事体验于一体的

“共享农庄”。使农民转变成为股民、
农房转变成为客房、农产品现货转变
成为期货、消费者转变成为投资者，实
现农民增收、农业增效、农村增美。

大力培育和引进农业龙头企业、
农民合作社、家庭农场、专业大户、新
型职业农民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积
极发展适度规模经营，不断提升农业
产业化、规模化、品牌化水平。通过经
营权流转、股份合作、代耕代种、土地
托管等多种方式，加快发展土地流转
型、服务带动型等多种形式规模经
营。要大力发展农企、农超、农餐对接
等农产品流通新业态，建设海口罗牛
山、定安塔岭、屯昌城北、琼中湾岭等
重点农产品加工物流园区。健全农产
品质量安全监管体系，建立全程可追
溯、互联共享的信息平台。

让城镇公共资源
向农村延伸

《实施意见》提出，要引进培育一
批大型农产品加工企业，引导加工企
业向优势产区和产业园区集中，在优
势农产品产地打造食品加工产业集
群，鼓励食品企业设立研发机构。加

强农业对外合作，以“一带一路”沿线
及周边国家和地区为重点，支持农垦
承担国家援外农业项目，支持农业企
业开展跨国经营，建立境外生产基地
和加工、仓储物流设施，收购海外企业
股权，推动橡胶和水产品等“走出去”。

要探索开展农村公路管养体制改
革，积极推进城乡交通运输一体化。
加快推进光纤到行政村建设，并向自
然村延伸，全面建成光网智能岛。开
展农村新能源行动，推广应用太阳能
等清洁能源，实施新一轮农村电网改
造升级工程。实施农村饮水安全巩固
提升工程，推进城乡一体化供水，保障
农村饮水安全。推动城镇公共资源、
基础设施、产业发展、公共服务向农村
延伸，促进城乡一体化发展。

财政支出
优先保障农业农村

《实施意见》要求，要把农业农村
作为财政支出的优先保障领域，确保

农业农村投入适度增加。采取贷款
贴息、贷款担保、以奖代补、股权投
资、政府投资基金等方式，支持发展

“共享农庄”。创新财政资金使用方
式，推广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实行
以奖代补和贴息，设立海南省热带农
业产业发展基金，撬动金融和社会资
本更多投向农业农村。要确保“三
农”贷款投放持续增长，落实涉农贷
款增量奖励政策。

2017年全面完成农村土地承包
经营权确权到户颁证任务，建立土地
流转规范管理制度，稳步推进农村土
地集体所有权、农户承包权、土地经
营权“三权分置”改革和经营权流
转，引导金融和社会资本投向农业，
积极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加快推进
文昌征地制度改革试点和农村集体
经营性 建设用地入市试点工作。大
力推进文昌、琼中“房地一体”的农村
宅基地和集体建设用地确权登记颁
证工作。

（本报海口7月12日讯）

澄迈建设国际化
“菜篮子”成效显著
产品年出口量达5万吨

本报海口7月12日讯（记者杨艺华 通讯员
徐文华 卢荔）记者从昨天召开的“出口食品农产
品质量安全示范区便利措施暨工作推进”新闻发
布会获悉，近年来，澄迈以打造“国家级出口食品
农产品质量安全示范区”为目标，以水产、蔬菜、水
果为主要品种统筹两个市场，建设具有国际市场
准入资格的出口食品农产品生产基地19家，面积
1.48万亩，产品年出口量达5万吨，出口额达1.4
亿美元，带动相关就业人数6.8万人。

依托独特的生态资源和特色农产品品牌优
势，积极推进农产品出口外销，澄迈出口备案企业
水产品加工年产量8.6万吨，产值15亿元，出口额
约10亿元，水产品出口欧盟、加拿大、美国等10
多个国家和地区，约占海口辖区出口总量的
40%，出口量明显高于其他市县平均水平。水果、
瓜菜类产品年产量约9700吨，直供港澳地区和出
口日本、韩国、新加坡等国家，产值2.34亿元，获
得国际准入资质后，陆侨无核荔枝年销售额达
1000万元，比以往高出20个百分点。

我省出台实施意见深入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建设“美丽海南百镇千村”

转变农业发展方式促农增收
海南检验检疫局发布8项措施
支持出口食品
农产品质量安全示范区建设

本报海口7月12日讯（记者杨艺华 通讯员
吴阳奎）记者从昨天召开的“出口食品农产品质量
安全示范区便利措施暨工作推进”新闻发布会上
获悉，海南检验检疫局将推行简化备案注册程序、
便利出口检验放行等8大便利措施支持海南国家
级出口食品农产品质量安全示范区建设。这些优
惠措施的实施，将使我省出口产品获得更大通关
便利，增大相关政策支持和技术服务力度，促进食
品农产品产业增效升级，以增强国际市场竞争力。

会上，海南出入境检验检疫局发布了8项支
持海南国家级出口食品农产品质量安全示范区建
设发展的便利措施，包括简化备案注册程序、优先
对外推荐注册、便利出口检验放行、推动境外通关
便利、加大技术服务力度、协调政策经费支持、促
进产业增效升级、创新监管机制和方式等。该局
还就如何抓好示范区便利措施落地，提出了“3个
结合”，即结合质量共治抓落实、结合扶优扶强扶
诚信抓落实、结合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抓落实，着力
推动海南示范区创建上新台阶。

海南出入境检验检疫局副局长杨祖江表示，
出台支持示范区建设发展的便利措施，有利于激
发地方政府和行业企业扩大食品农产品出口的动
力，有利于推动海南农业走标准化、产业化和国际
化的现代农业发展道路，更有利于调优、调顺、调
精海南农产品供给质量和水平。

八项检验检疫便利措施

1. 简化备案注册程序
2. 优先对外推荐注册
3. 便利出口检验放行
4. 推动境外通关便利
5. 加大技术服务力度
6. 协调政策经费支持
7. 促进产业增效升级
8. 创新监管机制和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