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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博鳌12月12日电（记者陈
蔚林）今天上午，2017第二届中国文学
博鳌论坛在琼海市启幕。来自全国各
地的知名作家、评论家齐聚博鳌，围绕

“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创造新时
代的新史诗”这一主题展开深入探讨。

中国作协党组书记、副主席钱小
芊，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肖莺子出席
论坛开幕式并致辞。中国作协副主
席、党组成员李敬泽主持开幕式。

钱小芊在致辞中表示，党的十九
大报告指出，“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
民族的灵魂。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
民族强。”把文化兴盛与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紧紧联系在一起，把文化建设
与国运昌盛、人民幸福紧紧联系在一
起，为我国文化事业迈进新时代、开
启新征程、迎接新挑战指明了前进方
向。广大文学工作者要不忘文学初
心，牢记文学使命，站在新的历史方
位，把握时代脉搏，聆听时代声音，从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
主义先进文化中汲取营养，从波澜壮
阔的时代全景和丰富多彩的社会生
活中获取素材和灵感，努力使笔下的
文字焕发出旺盛的生命力和绚烂的

文学光彩，奏响时代之声、爱国之声、
人民之声，更加全面真实深刻地把握
和书写好我们身处的伟大新时代。

受省委书记刘赐贵委托，肖莺子
代表省委、省政府对论坛的召开表示
祝贺，对嘉宾的到来表示欢迎，对中
国作协对海南的关心支持表示感
谢。她表示，海南拥有全国最好的生
态环境，是全国最大的经济特区，也
是全国唯一的省域国际旅游岛，更是
一片充满椰风诗韵、文化荟萃、人才
辈出的热土。海南省委、省政府将积
极配合中国作协，为论坛提供热情周
到的服务，希望与会嘉宾深入挖掘海
南文学创作素材，把个人追求融入国
家发展，把文学创作融入时代潮流，
把丰富感情融入火热生活，创作出更
多无愧于时代的精品力作。

根据安排，在接下来的3天时间
里，与会嘉宾将围绕“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的历史前景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
学的初心和使命”等多个议题展开交
流探讨，并深入潭门渔港等地体验生
活、采风创作。

论坛由中国作协主办，中国作协
创研部承办，海南省作协协办。

2017第二届中国文学
博鳌论坛在琼启幕
钱小芊出席开幕式并致辞

本报三亚12月12日电（记者林
诗婷 黄媛艳）今天，三亚市委全面深
化改革领导小组会议召开，传达学习
省委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八次会
议精神及相关工作实施方案，并深入
贯彻中央、省委有关部署，安排推进下
一步在强区扩权、国资改革等方面的
具体工作。会上，《关于推进强区扩权
工作的实施方案》获审议通过。

省委常委、三亚市委书记严朝君
主持会议。

根据《方案》，三亚将通过强区扩权
改革工作，理顺市区两级权责关系，完
善区级政府功能，扩大区级权限，激发
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活力和创新创业动
力，建立权责明确、行为规范、公正透

明、廉洁高效的市区政府监管体系。
严朝君表示，三亚各相关部门要

高度重视改革工作，认真学习贯彻中
央、省委关于改革工作的新部署、新要
求，有效推进年度15大类49项改革
工作任务，着力推进强区扩权、“多规
合一”改革、国企改革、价格机制改革
等9项具体重点改革事项；要强化督
察问效和经验总结，着眼于贯彻落实
党的十九大精神和省委有关部署，着
眼于用好大研讨大行动活动成果，以
改革创新的精神和举措推进“双十”行
动，着眼于群众反映强烈、制约三亚发
展的突出问题，坚决破除一切不合时
宜的思想观念和体制机制弊端，增强
发展的活力。

三亚建机制着力推进强区扩权

本报海口12月12日讯（记者王
玉洁 实习生王茹仪）“这虽是我第一
次到海南来，但这里的气候条件和南
方省十分相似，让我不觉得陌生；这里
温润清新的空气、友好热情的海南朋
友让我倍感温暖。”今晚在接受记者采
访时，斯里兰卡南方省省长赫马库马
拉·纳那亚克勒表示，南方省和海南省
有更广阔的合作空间，对于接下来的
访问之旅他很期待。

应我省的邀请，纳那亚克勒一行
将在海南展开为期6天的访问交流。
在今天上午举办的2017年中国（海
南）国际热带农产品冬季交易会（以下
简称海南冬交会）开幕式上，纳那亚克
勒省长代表与会外宾发言，不仅向大
家介绍了南方省和海南省的友好情
缘，推介南方省农产品，并期待两省以
此次冬交会为契机展开新一轮的交流
合作，积极推进双边和多边贸易往来，
融入“一带一路”倡议。

同海南一样，斯里兰卡南方省也
是岛屿型经济。一直以来，海南与南
方省在农业、旅游、教育、文化、科技等
领域有着十分深入密切的合作交流。
自2005年开始，海南与南方省正式结
为友好省份，双方的友好交流再上一
个台阶。

对纳那亚克勒而言，参加海南冬
交会是一次难忘的经历。“在农产品合

作方面，海南冬交会已成为各个国家
和地区与海南密切合作的重要平台。
我欣喜地看到，斯里兰卡的锡兰红茶、
肉桂等产品备受大家喜爱。”纳那亚克
勒说，他十分期待在南方省举办类似
的活动，并盛情邀请海南省代表团到
南方省参访交流，展开务实合作。

今天是纳那亚克勒一行开展访琼
活动的第二天，除了官方会晤活动外，
纳那亚克勒还参观了省规划展览馆，为
海南大学学生作“有机农业”专题讲座，
与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专家座谈交流，
观看海南特色演出，行程紧凑而丰富。

作为一名有机农业方面的专家，纳
那亚克勒对海南农业发展尤为关心。

“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对农业领域做了
许多重要而深入的研究，有许多研究内
容是南方省仍未涉及的。”纳那亚克勒
说，让他记忆深刻的是，中国热带农业
科学院对香蕉纤维、菠萝叶纤维进行的
研究，很好地推动了纺织业发展。

“在有机农业、农产品深加工等领
域，我们期待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可
以为南方省提供人员培训、技术指导
等方面的支持。”纳那亚克勒说，不仅
如此，海南在文化、旅游、教育、海洋渔
业、港口发展等领域都取得了很好的
成绩，根据两省签署的深化友好合作
关系谅解备忘录，南方省期待和海南
在这些领域展开务实合作。

斯里兰卡南方省省长赫马库马拉·纳那亚克勒：

南方省和海南省合作空间广阔

2015年以来我省推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加快新兴产业成长壮大，成效明显

海南十二个重点产业
快步成形成势

本报海口12月12日讯（记者梁振
君）今天，省长沈晓明在海口会见了前
来出席2017年中国（海南）国际热带农
产品冬季交易会的斯里兰卡南方省省
长赫马库马拉·纳那亚克勒，就拓宽两
省在农业、渔业、旅游等领域的合作交
流进行深入会谈，并签署谅解备忘录。

沈晓明代表省政府对纳那亚克勒
率团访问海南表示热烈欢迎，对他专
程来琼参加冬交会表示感谢。沈晓明
说，斯里兰卡和海南在地理位置、气候
及以农业为主的产业结构等方面有很
多相似之处，特别是在商品的国际化
等方面值得海南学习。他希望双方在
农业、渔业、旅游观光等诸多领域开展

深度合作，省政府对此将全力支持和
做好服务。

纳那亚克勒感谢海南省的盛情邀
请和友好接待，对冬交会的成功举办
表示祝贺。他说，中国是斯里兰卡的
重要客源国，两省在农业、渔业、贸易、
旅游、人文等领域深化合作的潜力巨
大，愿意尽己所能帮助两省拓宽合作
领域，让双方共同受益。

会见结束后，沈晓明和纳那亚克
勒分别代表两省签署深化友好合作关
系谅解备忘录，决定在“一带一路”框
架下，共建更为紧密的友城关系。

省政府秘书长陆志远参加上述活
动。

沈晓明会见斯里兰卡
南方省省长纳那亚克勒

■ 本报记者 罗霞 通讯员 李涛

海南产业发展的“三年之约”，催人
奋进。

“十二个重点产业持续较快增长，
占经济总量的7成以上”“互联网产业
增速保持25%以上”“海南年入境游客
量突破 100 万人次，提前 3 年实现到
2020年我省年入境游客达100万人次
以上的工作目标”……近日，海南日报
记者从我省多个部门了解到，海南十二
个重点产业发展亮点突出，其中既有收
获的喜悦，也酝酿着更进一步的突破。

2015年，省委、省政府确立重点培
育壮大旅游业、热带特色高效农业、互联
网产业、医疗健康产业、会展业、现代物
流业、医药产业等十二个重点产业。按
照“三年成形、五年成势”的发展目标，我
省近年来积极加快十二个重点产业发
展，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进传统产
业转型升级、加快新兴产业成长壮大，以
明显的成效回应着“三年之约”。

做大产业
持续释放发展潜力

近日，在海南生态软件园的项目建
设工地，挖掘机、推土机“埋头苦干”，红
土地上一派勃勃生机。

在过去的几年里，这一专注于互联
网产业领域的园区得到快速成长。今年
1月至7月，园区实现税收8.14亿元，同
比增长47.83%。

“软件园已经成功迈过了‘活下来’
的第一道坎，现在面临的是如何‘活得
好’的问题。”海南生态软件园集团有限
公司总经理杨淳至说。

“海南互联网产业近三年增速保持
25%以上。”省工信厅厅长韩勇介绍，目
前，全省互联网企业超过6000家，营收
过亿元的企业43家，预计今年互联网企
业营收将达420亿元，增长30%以上。

快速“长大”的重点产业，在海南不
止一个。

2015年5月，现任省委书记、时任省
长刘赐贵主持召开省政府专题会议，决
定用1个月左右的时间对适合发挥海南
优势、符合可持续发展定位的十二个重
点产业进行研讨，在守住生态底线的前
提下加快培育新的增长点，进一步发展

壮大符合海南发展定位的产业，使我省
产业结构在“十三五”期间能够真正优
化，为海南经济社会全面持续健康发展
打牢根基。

两年多来，各级政府高度重视十二
个重点产业发展工作，每个产业分别成
立了省级层面的领导小组，制定出台了
相应的产业发展规划、支持政策和优惠
措施，产业发展成效明显。

省统计局提供的数据显示，2016
年，海南经济保持中高速增长，全年十二
个重点产业增加值平均增长9.9%，快于
全部经济增长2.4个百分点。

今年前三季度，海南累计实现地区
生产总值3213.7亿元，增长7.5%。十二
个重点产业持续较快增长，前三季度合
计实现增加值2339.5亿元，占经济总量
的72.8%，合计增长10.6%，高于整体经
济增速3.1个百分点，对全省经济增长的
贡献率为100%。互联网产业、房地产
业、医药产业、现代金融服务业、会展业、
高新技术教育文化体育产业、旅游业等7
个产业均实现两位数增长。

“海南抓住了经济转型升级的新机
遇，十二个重点产业发展势头良好，一些
新兴产业已初步成形，并持续释放产业
发展的潜力。”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
院副院长夏锋说。

优化结构
有效加快转型升级

在昌江黎族自治县海尾镇，前些年大
片的甘蔗林已经不见了踪影，取而代之的
是一亩亩王品蜜瓜。农民王庆文告诉记
者，自己种了10亩王品蜜瓜，“一年能挣5
万元，比以往种植甘蔗赚钱多了。”

调结构，是产业发展的重要课题。
海南扎实推进农产品调优增效，推动产
业融合发展，热带特色高效农业稳中向
好。“海南将利用3年-5年的时间，围绕

16类特色农产品，实施调优增效行动。”
省农业厅厅长许云说。

改变房地产业“一业独大”的状况，
呼唤的是壮士断腕的勇气。海南实施

“两个暂停”等政策，房地产结构进一步
优化，实现平稳健康发展。今年前10个
月，海南非房地产项目投资快速增长，是
拉动全部投资增长的主要因素，贡献率
达87.9%。

海南“点线面”全面深化全域旅游示
范省建设，加大旅游产品开发和市场营
销力度，强化旅游市场综合整治，带动今
年前三季度全省接待游客4583.7万人
次，实现旅游收入541.2亿元，分别增长
12.4%和22.1%。

2016年，海南金融业增加值达280
亿元，连续6年创新高；海南企业在资本
市场直接融资成为亮点，在多层次资本
市场直接融资达1331亿元，超过“十二
五”期间直接融资总额。今年前三季度，
海南金融业实现增加值231.77亿元，增
速14.1%。

海南会展业发展势头强劲，今年前
三季度收入同比增长13.8%，实现税收
同比增长157.4%；全省举行百人以上会
议1.2万场，千人以上会议63场。

在海南现代物流业发展中，快递业
表现突出。2016年，海南乡镇快递网点
覆盖率达100%，提前实现“十三五”期间
乡镇网点全覆盖目标。今年前10个月，
全省快递业务收寄量同比增长28%，营
业收入同比增长29%。

不少高新技术企业云集琼岛，助推海
南医药产业快速发展。2016年全省201
家高新技术企业中，医药企业有69家。

“海南积极推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
新兴产业成长壮大，有效加快经济转型
升级。”省发改委有关负责人说，今年前
三季度，海南服务业增加值占GDP比重
同比提高1.8个百分点，服务业对经济增
长的贡献率达75.5%。

补齐短板
积极夯实产业基础

不久前，随着莫斯科—三亚的
UT725航班降落三亚凤凰国际机场，海
南迎来了年入境游客量突破100万人次
的历史性时刻。

国际旅游岛建设迫切需要提高国际
化水平。针对这一发展短板，海南积极加
快入境旅游发展，对接国际标准，2016年
新开和恢复30条境外航线。截至目前，
海南已开通国际直达海南航线50多条。

省旅游委主任孙颖表示，按照省委、
省政府的工作部署，海南将围绕“2020
年开通100条境外航线”的目标，大力开
拓境外航线，围绕“免签、航线、促销、服
务”精准发力，加快入境旅游发展。

一些外国游客已感受到海南在国际
化方面的努力。近日，在三亚市中医院，
正在接受中医按摩的俄罗斯游客乌拉米
感慨道：“从俄罗斯来三亚，交通很方便，
景区里俄语服务标识系统完善，会说俄
语的人也不少。”

在推进重点产业发展的过程中，海
南积极招商引资，并做好服务项目建设
文章。2017年海南综合招商活动收获
颇丰，市县政府及园区分别与企业签署
投资合作协议296个，协议投资额4897
亿元。在推进项目建设的过程中，从投
资项目百日大会战到服务社会投资百日
大行动，海南以实干担当推进项目建设，
赢得企业的认可，2016年民间投资同比
增长16.9%、高出全国平均水平13.7个
百分点。

此外，海南加快建设六类产业园区，
全面推进“五网”基础设施建设，推进“放
管服”改革，积极夯实产业发展基础。

紧盯“三年成形、五年成势”，在产业
发展上，海南用创新实干为美好新海南
添彩。 （本报海口12月12日讯）

江畔绿“地毯”
铺出产业新路

12月9日，高空俯
瞰位于海口市新坡镇的
绿化草坪基地，格子形
的草圃错落有致地分布
在南渡江畔。

有着耐踩和生命力
顽强等特性的本地大叶
油草成为海口城市绿化
的“新宠”。目前，新坡
镇草皮种植面积达
6024 亩，年产值可达
3614万元。草坪种植
已带动2608名当地农
民 就 业 ，人 均 增 收
7703元/年。

本报记者 张茂 摄

一版纵深

本报海口12月12日讯（记者计思
佳）记者昨天从海口市重点项目推进管
理委员会了解到，2017年省政府下达该
市省重点项目105个（含增补），年度计
划投资638.97亿元，1月至11月海口已
累计完成投资649.35亿元，占全年投资
计划的101.62%，提前一个月完成全年
投资目标。

海口市重点项目推进管理委员会
相关负责人介绍，目前海口 105 个在
建省重点项目中，海口港新海港区汽
车客货滚装码头二期工程、省儿童医

院、省结核病医院、新城吾悦广场、现
代美居生活物流园等 15 个竣工项
目，1月至 11月完成投资 44.72 亿元；
海口东海岸人工岛工程、海口美兰国
际机场二期扩建、海口国家高新区美
安科技新城（一期）基础设施、海口地
下综合管廊工程、长影海南“环球
100”等 56 个续建项目，1 月至 11 月
完成投资 555.89 亿元；34个新开工项
目中，已有定海大桥海口连接线工
程、海口足球训练基地配套道路、海
口镇墟改造等 31 个项目实现开工，

开工率达到91%。
“良好的服务和便捷的审批，是推动

我市重点项目获得加速度的重要因素。”
该负责人表示，海口重点项目能够快速
推进，主要得益于“双创”模式和“海口
12345”政府服务热线发挥的效应。同
时，各相关职能部门根据“一线工作法”
要求，下沉到项目一线，实地解决问题，
对已开工投资滞后项目倒排工期、追赶
进度。

10月24日至11月20日期间，海口
市重点项目推进管理委员会先后对海口

海药生物医药产业园、海口秀英时代广
场（二期）等省重点项目进行现场调研，
协调解决项目存在问题。海口还开展了
重点项目“服务月”“督查月”活动，各责
任职能部门累计现场调研435次，召开
专题协调会220次，累计协调解决问题
121件次，有力推动了重点项目的顺利
实施。

据了解，2018年海口拟申报省重
点项目94个，年度计划投资546.54亿
元；竣工项目9个，续建项目60个，新开
工项目25个。

前11月累计完成投资649.35亿元

海口提前完成省重点项目全年投资目标

短评

得益于省委的谋篇布局、高度重视
和极力推动，得益于相关产业发展规划、
扶持政策等利好，海南十二个重点产业
快步成形成势，发展亮点突出。十二个
重点产业的发展，使我省的产业基础愈
加夯实，产业结构愈加优化，极大有助于
海南经济社会的蓬勃发展。

从做大适合发挥海南优势、符合可
持续发展定位的十二个重点产业，加快
培育新的增长点，释放发展潜力；到积极
推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新兴产业成长
壮大，加快经济转型升级；再到提高国
际旅游岛建设国际化水平，补齐发展短
板，夯实产业基础……我省通过培育壮

大十二个重点产业，进一步深化供给侧
结构性改革，进一步优化海南经济发展
的质量。

小河有水大河满。我们只有创新实
干，进一步做大做强我省十二个重点产
业，才能持续释放产业发展的潜力，为海
南经济社会全面持续健康发展打牢根基。

产业结构优化释放发展潜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