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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郭畅 通讯员毛景
慧）日前，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启动
订单培养农村医学专业人才计划，
依托海南省卫生学校的资源优势，
采取联合办学方式，培养优秀乡村
医生。

根据《订单培养琼中黎族苗族自
治县农村医学专业人才实施方案》要
求，从今年开始，连续两年，每年招收
20名有意愿从事农村医疗卫生工作
的琼中籍农村应届、往届初高中毕业
生，毕业后颁发海南省卫生学校毕业
证书。

据了解，经录取的订单培养医学
生，将同时享受国家级、县级资助政
策，免除在校期间的学费和住宿费，补
助生活费、教材费等费用，并享受在校
期间一、二学年2000元/年/人的国家
助学金。

此外，学员毕业后，经考核合格
安排在乡村医生岗位任职。对取得
执业助理医师或执业医师资格的村
医，实行定向招聘在乡镇卫生院工
作。琼中与学生签订服务协议，最
低服务年限不少于8年（不含在校就
读的3年）。

“下订单”培养村医
最低服务年限不少于8年

琼中

本报椰林8月7日电（见习记者李艳玫 通
讯员符宗瀚）8月6日至7日，陵水黎族自治县首
批乡镇特产品O2O（线上线下电子商务）体验店
先后在文罗镇、新村镇开业运营，这标志着陵水电
商综合服务站点向乡镇延伸。

据介绍，乡镇特产品O2O体验店既是陵水特
色产品的展销中心，也是产品销售的对接平台。

“特产品O2O体验店可以说是农村淘宝的全新升
级版，实现了从‘买’到‘卖’的转变，农户只需关注
种植，销售交给电商平台就行了。”陵水电商协会
会长梁振阳说。

除了宣传和销售农特产品，特产品O2O体验
店还为周边的农民合作社、家庭农场、种植养殖大
户及村民生产的农特产、手工艺品、旅游产品提供
采集、打包、物流配送和网上代售服务，调动群众
接触电商营销模式的主动性，拓宽农特产品的销
售渠道。

“以后我家的瓜菜就更好卖了。”文罗镇新华
村村民唐惠庭兴奋地说：“网上销售比我在市场卖
更方便，价格也更高。”据悉，如果按照传统的销售
模式，农户需要一大早采摘瓜菜，然后运送到市场
等待收购商的挑选，并且讨价还价，特别麻烦。“现
在体验店开到家门口，我也不用担心瓜菜卖不出
好价钱了。”唐惠庭说。

下一步，陵水将把特产品O2O体验店推广到
各乡镇和重要景区周边，打造农村电商综合展示
平台，深度挖掘县内特色农产品，并向全国推介。

本报那大8月7日电（记者易宗
平 通讯员周鲁 实习生黎鹏）儋州加
大文化教育体育产业投入力度。据儋
州市发改委最新统计，全市7个文化
教育体育产业项目计划总投资17.87
亿元，截至2017年7月底已完成投入
10.02亿元。

据了解，这7个项目包括儋州市
第六中学、儋州市特殊教育学校、儋州
市教育设施项目、西部中学、儋州万千
学校、儋州市综合档案馆、儋州东坡学
院一期工程的相关硬件工程。

其中，儋州市教育设施项目计划
投资8亿元，目前已完成5.98亿元；
新建西部中学计划投资5.69亿元，目
前已完成近2亿元；新建儋州万千学
校，计划投资2.91亿元，目前已完成
2.04亿元。

本报海口8月7日讯（记者陈雪
怡 通讯员李兴之）记者今天从省统计
局了解到，据初步核算，2017年上半
年我省完成生产总值（GDP）2198.23
亿元，同比增长7.5%，比全国平均水
平高0.6个百分点。值得关注的是，
我省三次产业结构继续优化，第一产
业对GDP的贡献率在全国高居首位，
第三产业是上半年全省经济增长的主
要动力，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加速

发展，金融业持续快速发展。
上半年，我省三次产业中，第一产

业增加值 492.58 亿元，同比增长
3.6%；第二产业增加值457.98亿元，
同比增长 4.6%；第三产业增加值
1247.67亿元，同比增长10.2%。三次
产业增加值占 GDP 的比重分别为
22.4%、20.8%和56.8%，与上年同期
相比，第一产业增加值比重下降2.2
个百分点，第二产业增加值比重提高

0.3个百分点，第三产业增加值比重提
高1.9个百分点，三次产业结构继续
优化。其中，第一产业对GDP的贡献
率高达10.7%，从位次上看，贡献率在
全国高居首位，贵州省和甘肃省分列
第二、第三位；与此同时，第三产业增
加值同比增长10.2%，比全国平均水
平高出2.5个百分点，对GDP增长贡
献率达76.0%，是我省上半年经济增
长的主要动力。

在我省三次产业结构继续优化调
整、第三产业成为上半年全省经济增
长主要动力的基础上，加上近年来美
兰机场扩建、博鳌机场建成通航、西环
铁路开通运行等积极因素的影响，据
初步核算，今年上半年，我省交通运
输、仓储和邮政业加速发展，实现增加
值131.06亿元，同比增长13.7%，增幅
比上年同期提高 5.7 个百分点，对
GDP的贡献率由上年的5.9%提升至

10.9%，为今年我省经济的稳定创造
了有利条件。

此外，近年来，我省金融业持续快速
发展，人民币存贷款余额、保费收入均保
持较快增长。据初步核算，上半年，我
省金融业实现增加值178.27亿元，同比
增长15.2%，增幅与上年同期基本持平，
对GDP的贡献率由上年的13.8%提升
至15.3%，金融业的快速发展对经济增
长发挥重要的先导支撑作用。

本报海口8月7日讯 （记者罗
霞）记者今天从省发改委获悉，今年
上半年全省现代物流业整体上呈现
稳中有进的发展态势，社会物流总额
小幅增长、社会物流成本继续下降。

据统计，上半年，全省社会物流
总额为3388.3亿元，按可比价格计
算，同比增长3.4%。从物流市场结构

和数据变化来看，农产品物流总额占
物流总额的约23%，增长较快的产
品主要是芒果、瓜类、豆类；工业物
流总额占比27%，其中医药工业增
加值增幅明显；受世界经济不景气
的影响，我省进口总额持续下滑，进
口物流总额占全省社会物流总额的
6%；外省流入物品物流总额占

43.8%，同期占比增加2.1%，反映了
我省居民日用消费品外省输入的需
求规模持续增长。

上半年，全省社会物流总费用
340.7亿元，同比增长5.3%。社会物
流总费用与GDP的比率为15.5%，同
比下降0.6个百分点。从成本构成的
情况看，运输费增长，保管费减少，管

理费增长。管理费用占我省物流总费
用的18.8%，高于全国5.8个百分点。

省发改委有关负责人表示，从整
体来看，我省物流费用高、效率低的
局面没有明显改善。此外，今年以
来，我省物流企业利润保持增势，企
业盈利水平持续改善，经营状况较为
良好。

今年上半年海南第三产业对GDP增长贡献率达76%

我省产业结构继续优化

本报海口8月 7日讯 （记者良
子 通讯员钟坚）今天上午，省政府召
开电气火灾消防安全综合治理电视
电话会议，通报分析我省电气火灾情
况，动员各部门和市县加强组织领
导、落实治理责任，确保综合治理各
项措施落到实处。

据统计，2013年至 2016年，全
省共发生电气火灾事故1352起，造
成直接财产损失2828.1万元，死亡
11人，受伤10人。其中，电气线路短
路占47.8%，电气线路过负荷、接触

不良、漏电等占17.2%，电器设备故
障占20%，其他电气原因占15%。近
4年来，发生的33起亡人火灾，有8
起为电气火灾，占到总数的24%。

“电气火灾多发有几个原因，首
先是一些电缆、电气产品生产企业为
了追逐高额利润，在线缆绝缘、导线
材质等方面弄虚作假、以次充好，生
产销售不合格电气产品。”据海南公
安消防总队相关负责人介绍，二是建
设工程电气设计施工不规范，造成设
计安全性、可靠性不足，存在用电负

荷设计容量小、未设计短路保护装置
等问题，造成先天性隐患。三是电气
产品及其线路维护管理不到位，一些
用电单位安全用电制度不落实，有的
随意增设用电设备、违规敷设电气线
路，有的电气线路长期超负荷运行，
有的老旧建筑线路老化比较严重，安
全隐患严重。

据了解，为了有效遏制电气火灾
高发势头，省政府从今年6月份开
始，在全省范围内开展一次为期3年
的电气火灾防范专项整治。

本次整治针对电气产品生产、流
通、使用管理领域和建设工程领域电
气设计、施工、质量管理等方面，重点
检查电气产品生产销售产品质量、建
设工程施工过程、工业企业生产场
所、物流仓储场所、人员密集场所、小
经营加工场所、居民住宅建筑。此
外，我省还要抓长效机制，积极制定
各地电气技术标准，健全用电安全日
常管理制度，完善建筑电气防火性
能、电气系统检测、维护保养等方面
要求。

本报万城8月7日电（见习记者
张期望 记者许春媚 通讯员卓琳植）
今天上午，万宁市公安局旅游与环境
资源警察大队揭牌成立，此举将进
一步增强万宁旅游与环境综合执法
能力。

据了解，万宁市早在2016年3月
份就成立了旅游警察大队。在此基础
上，根据贯彻和落实“多规合一”的要
求，万宁市整合林业、水务、国土、质
检、海洋等多方面的执法职能，将之更
名为旅游与环境资源警察大队，主要
职责是查处涉及旅游的违法犯罪案件
和打击环境资源违法犯罪行为，着力
破解旅游行业治安管理服务和环境资
源保护中的难题。

电商服务体验店
“走进”乡镇
提供采集打包配送代售等服务

7个文教体产业项目
推进建设
完成总投资逾10亿元

旅游与环境资源
警察大队成立

我省开展电气火灾防范专项整治
为期3年，针对电气产品生产流通使用管理等领域

如何预防电气火灾?
据中国电气火灾专业委员会统计：漏电、过载、短路、接触不良导致温度过热等故障占电气火灾起火原因的90%。

1 2 3 4
特别潮湿、高温或有腐蚀性

物质的场所内，严禁绝缘导线明
敷，应采用套管布线，在多尘场
所，线路和绝缘子要经常打扫，勿
积油污。

严禁乱接乱拉导线，根据用
电设备负荷情况合理选用相应截
面的导线。导线与导线之间、固
定导线用的绝缘子之间的间距应
符合规程要求。

定期检查线路熔断器，不得
随意调粗保险丝。检查线路上所
有连接点是否牢固可靠，要求附
近不得存放易燃可燃物品。

电线过热会烧焦绝缘外皮，
当闻到难闻的烧焦气味时，应首
先排查是否是电气原因引起的，
立即拉闸停电，直到查明原因并
妥善处理后，才能合闸送电。

上半年全省物流总额3388亿元

陵水

儋州

◀上接A01版
人工梯田湿地和原有剩余乾坤湖自然湿地连

接，疏通河道，形成了一边可净污、一边可排涝的
生态水系统。

“虽然湿地处理污水优势比较多，但这种方法
占地面积较大。排除原有地理环境、湿地本底等
客观条件外，在寸土寸金的城区中间采用这种方
式处理污水，需要树立生态优先的决心，也需要统
筹城市生态保护和持续发展的关系。”中国城市规
划设计研究院水务分院能源所副所长王晨认为。

在行政执法方面，海口改变了行业单边作战
的方法，市区两级环保、水务、市政等部门联合行
动。对已经形成治理效果的美舍河，制定《海口市
美舍河保护管理规定》进行立法保障。下一步，海
口将加大海绵城市建设改造，净化初级雨水，加快
建设五源河湿地和美舍河湿地。

同时，当地还以成熟的水环境治理和生态修
复为示范，在全市32个水体全面推广，建立尊重
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河岸护岸，自然留存
地方特色的水体沉水生态系统，逐步修复和疏浚
地下网管。计划今年内将推进美舍河五公祠下游
段的生态改造。

《光明日报》报道中回顾，2013年4月，习近
平总书记在海南考察时指出，青山绿水、碧海蓝天
是建设国际旅游岛的最大本钱，必须倍加珍爱、精
心呵护。他希望海南处理好发展和保护的关系，
着力在“增绿”、“护蓝”上下功夫，为全国生态文明
建设当个表率，为子孙后代留下可持续发展的“绿
色银行”。

海南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刘赐贵说：
“牢记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海南时的重要指示要求，
加大生态文明建设力度，持续开展生态环境专项
整治。在作决策、谋发展、上项目时始终坚持生态
底线思维，绝不上污染环境、破坏生态的项目，从
产业源头把好生态关，让海南的天更蓝，水更清，
空气更加清新。”

《光明日报》报道指出，2015年，海南率先在
全国开展省域“多规合一”改革，将资源利用上限、
环境质量底线、生态保护红线作为《海南省总体规
划》的底线和刚性约束，要求城镇建设、产业发展
和基础设施布局必须以资源环境承载力为基础，
最大限度守住资源环境生态红线。

海南研究出台了《海南省推进生态文明体制
重点改革实施方案》，明确了海南作为环境生态大
省，必须以体制创新守住生态底线。省政府办公
厅印发了《海南省陆域生态保护红线区开发建设
管理目录》，建立生态保护红线环境准入机制，按
照“一区一策”要求，实施建设项目准入管理。

近年来，海南还先后出台了生态补偿条例、生
态环境损害责任追究制度、生态转移支付暂行办
法等近40项地方环境法规，从源头上、制度上为
海南山青水绿构建起一道道防护网。

良好的生态环境是海南的“金字招牌”，也是
海南最大的优势。为擦亮这块“金字招牌”，海南
保护与修复并举，声势浩大地在全省范围内持续
开展违建、城乡环境、海岸带、城镇内河湖水污染、
林区生态修复和湿地保护、大气污染六大专项环
境整治行动。整治行动开展以来，海南累计拆除
违法建筑1657万平方米，腾出土地6700亩；重点
整治的64个城镇内河（湖）污染水体中，已有27
个达到治理目标。

文中指出，得天独厚的生态环境是海南发展
的生命线，现在已成了海南广大干部群众的共识。

海南省委书记刘赐贵在2017海南投资推介
会暨项目签约仪式上对参加招商会的八方来宾明
确表示，海南始终将生态放在优先位置，严守生态
底线，破坏生态的项目一律不上，“我们要用最好
的生态资源，吸引最好的投资者，让全省人民共享
生态福祉，真正把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

近三年，海南有500多个不符合环保要求的
建设项目被拒之门外。

同时，海南立足优势调结构、转方式，努力改
变产业结构单一的问题，培育壮大互联网、旅游、
热带高效农业、医疗等12个重点产业。今年上半
年，海南经济稳中求进，12个产业成为经济增长
的主要支撑力量。

绿色发展之路越走越宽

第一产业增加值比重下降2.2个百分点，

对GDP的贡献率10.7%
第二产业增加值比重提高0.3个百分点

第三产业增加值比重提高1.9个百分点，
对GDP增长贡献率76.0%

2017年上半年我省完成生产总值（GDP）

2198.23亿元
第一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

22.4%

同比增长7.5%
比全国平均水平高

0.6个百分点

第二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

20.8%
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

56.8%

与上年同期相比

制图/张昕

蓝天白云下的海南东方工业园区，定位为以油气化工、精细化工、能源产业、海洋产业和海洋工
程装备制造业、边贸加工业及物流仓储等为主的临港新型工业基地。园区规划面积为56.44平方公
里，经过多年的发展和建设，园区基础设施完善，目前入驻企业25家。 本报记者 张杰 摄

发展中的东方工业园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