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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营根2月8日电（记者郭
畅 通讯员陈欢欢）记者今天从琼中
黎族苗族自治县第十五届人民代表
大会第四次会议上获悉，琼中将按照
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
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三管齐
下”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加快推进农
业农村现代化，新建40个富美乡村，

创建20个“星级”美丽乡村示范村。
产业兴则民兴旺，琼中今年将

提升绿色“王牌”农业。加快转变农
业生产方式，推动传统农业向现代
农业转型，提升传统农业效益，壮大
特色优势产业；实施科技兴农战略，
打造一批标准化高效农业产业基
地；积极为琼中名优特农产品“吆

喝”，拓宽营销渠道，不断提升琼中
农产品市场竞争力。

农村美则宜居乐，琼中今年将抓
好“百镇千村”建设。坚持“以人为本、
因地制宜、产业兴镇、市场主导”的原
则，加快推进湾岭、黎母山、红毛、上安
等特色产业小镇建设，全面完成长征、
中平、和平等乡镇街景立面改造。

政策实则农民富，琼中今年还将
多举措促进农民持续增收。落实促
进农民增收二十条措施，增加农民经
营性收入，深入实施农村致富带头人

“领头雁”“双新双创”培养计划，大力
扶持和培育各类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引导农民参与农家乐、乡村旅游、农
村电商等新业态发家致富。

琼中“三管齐下”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新建40个富美乡村，创建20个“星级”美丽乡村示范村

本报金江2月8日电（记者陈
卓斌 特约记者陈超）记者从2月5
日召开的澄迈县第十五届人民代表
大会第五次会议上获悉，今年澄迈
将以更高站位、更高标准谋划全县
产业发展，推动经济发展的质量变
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打造澄迈
经济升级版。

记者从会上了解到，今年澄迈将

继续推进农业“接二连三”，推广种植
桥头地瓜、福橙、无籽蜜柚等优势作
物1.16万亩，并在金马物流园区规划
建设食品加工工业区，提高农产品附
加值。此外，该县将充分发掘美丽乡
村、产业小镇、长寿文化等旅游资源，
推动福山咖啡文化风情镇实现旅游
业态升级，促进澄迈旅游业与休闲农
业、文化体育等产业深度融合。

今年，澄迈还将重点深化“放管
服”改革，实现80%政务服务全流程

“不见面审批”；突出抓好华为云计算
数据中心、腾讯生态村、中国游戏数
码港、百度创新中心等项目建设，助
力海南生态软件园做大做强；推动苏
宁海南电商运营中心等10个项目动
工，加快推进林安物流、金畅物流、振
邦物流等10个项目建设，促进现代物

流业等7个产业加速培育、加快成形。
在园区经济方面，澄迈今年将

着眼于提高土地利用率和产出效
益，抬高准入门槛、细化考评指标，培
优育强新产业、新业态、新动能，优化
升级传统产业。这其中包括对海南
老城经济开发区实施“腾笼换鸟”战
略，对金马物流园区进行科学规划，
推动新型工业集约、集群发展。

澄迈多措并举打造经济升级版
推广种植桥头地瓜等优势作物1万余亩

本报那大2月8日电（记者易
宗平 通讯员张琳）2017年，儋州完
成固定资产投资218.33亿元，同比
增长33.5%，增速全省第一。这是
记者从2月7日召开的儋州市十五
届人大四次会议上获悉的。

2017年，儋州继续“引进大企
业，实施大项目”。全市118个重点
项目完成投资222.86亿元，同比增

长29.4%。其中，产业项目占总投
资额近九成，主要围绕七大产业布
局，即重点发展热带特色高效农
业、旅游会展业、健康养生房地产
业、互联网信息产业、新兴工业和
海洋产业、文化体育和教育等新兴
服务业、现代物流业。目前，该市
一批新兴产业加快发展。例如，儋
州生态环保造板厂项目，2017年完

成投资1.44亿元，完成年度计划投
资额的144.2%。该项目正引进全
套德国先进环保生产设备，项目投
产后生产生态环保建材年产量将
达 28万立方米，年产值有望达到
2.9亿元。

据了解，为了提升固定资产投
资的质效，为儋州经济持续健康发
展夯实基础，2017年，该市抓住重

点项目建设这个“牛鼻子”，深入开
展“服务重点项目百日大会战”。
值得一提的是，该市在重点项目建
设中坚持推行“六个一”机制，即

“一个重点项目、一个分管领导、一
个责任单位、一个工作班子、一个
倒排工期计划、一竿子抓到底”的
责任制度，有力保障了重点项目的
推进。

儋州去年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全省居首
完成固定资产投资218亿余元，同比增长33.5%

关注市县两会

三亚首个园林别墅式
平价海鲜广场开业
可同时容纳6000多人用餐

本报三亚 2月 8日电 （记者孙
婧 实习生李家鑫 吉慧娜）今天，在三
亚市天涯区海坡棚改片区芒果村，三
亚凤凰海鲜美食文化广场在村民们的
期盼中开业。这是三亚首个园林别墅
式的平价海鲜广场，可同时容纳6000
多人用餐。

今天上午，入驻的海鲜加工商户
开始准备食材、招呼宾客。据悉，该
海鲜广场一期项目占地42亩，遍植
鲜花和热带灌木，11栋疍家船屋风
格的两层别墅餐厅内分布着44个海
鲜加工摊位。每个商户都配备了空
调、卫生间、包厢和智能化云服务系
统，可实现二维码下单和支付。另有
标准化的电子称和智能化收银一体
机，可实时监控海鲜价格和斤两，避免
欺客宰客、缺斤短两的行为发生。广
场还设有海鲜集市，以及一条民俗美
食小吃街。

据悉，该海鲜广场二期工程正在建
设之中，将于2019年春节前后开业。

凤凰海鲜广场开业，为海坡棚改
区的村民带来发展机遇，不少周边村
民参与了海鲜排挡的经营。“今天就收
到了10桌的订单，我们还在网上做团
购，相信生意会越来越好！”在家门口
做起海鲜生意的海坡村村民李书然对
未来充满期待。

三亚市海鲜排挡协会副秘书长汪
裴介绍，三亚共有13家大型海鲜广场
和220家海鲜餐厅，“今天开业的是三
亚首个园林别墅式的平价海鲜广场，
意味着三亚海鲜餐饮行业迈入3.0时
代。”

去年我省环境违法案件
罚款逾亿元
执法力度空前

本报海口2月8日讯（记者周晓梦 通讯员
孙秀英）记者从今天召开的2018年全省环境保护
工作会议上获悉，近三年我省累计查处环境违法
案件2481件，罚款总金额1.57亿元，案件数和罚
款数年均分别增长38%和108%，其中2017年罚
款金额1.04亿元，超过“十二五”期间的罚款总
和，环境执法力度空前。

会议透露，过去三年，我省环境空气质量优良
天数比例保持在98%以上，优级天数比例逐年上
升，主要河流湖库、近岸海域水质优良率分别为
94.4%、96.6%。生态文明制度改革成效显著，划
定生态保护红线、排污许可制度改革走在全国前
列；我省推进生态环境领域六大专项整治，国家

“大气十条”“水十条”考核均为优秀等级。
会议提出，2018年我省要全力抓好中央环保

督察反馈意见整改，实施大气污染防治行动，扎实
推进水污染防治行动，全面开展土壤污染防治行
动，全力推动绿色发展，深化环保领域改革，加大
生态系统保护和生态文明创建力度，确保生态环
境质量只能变好、不能变差。

本报海口2月 8日讯 （记者罗
霞 通讯员贺澜起）记者今天从全省
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暨党风廉政建设
工作会议上获悉，今年我省将突出重
点，持续大力整治假药、假酒等8类
突出问题，加快建立健全食品药品风
险分级监督管理工作机制，推进食品
药品安全省建设。

2017年，我省开展突出问题和
隐患大排查、大整治，食品药品安全
突出问题得到有效遏制；开展食品药

品安全大抽检，食品完成抽检1.2万
余批次，全部覆盖省内在产获证食品
生产企业；重点强化违法案件大稽
查，持续保持对食品药品违法犯罪行
为高压态势，全省食药监系统“四品
一械”按一般程序查处的案件共
1532件，同比增加41.5%，罚没款合
计4139万余元，同比增长187%，移
送公安案件35件，公安机关立案查
处12件，12人被追究刑事责任。

今年，我省将大力整治假药、假

酒等问题，尤其要突出整治小作坊、
小酒吧违法违规生产经营问题；强力
解决虚假广告、虚假宣传、消费欺诈
尤其是食品、保健食品欺诈和虚假宣
传问题；继续开展水发产品、米粉面
条、冻肉制品、豆制品突出食品安全
问题专项整治；继续针对米面油、肉
蛋奶、鱼蔬果、酱醋盐等日常消费量
大、百姓天天吃的食品开展隐患排
查，及时解决存在的问题；继续深入
开展农村食品安全治理工作；继续整

治制售假劣中药、假劣义齿和假劣化
妆品的违法行为；继续整治学校周边
食品安全问题；继续开展食品生产加
工小作坊备案和整改提升工作。

我省将加快建立健全食品药品风
险分级监督管理工作机制，同时，在去
年已创建一批食品安全示范样板工程
的基础上，继续打造一批食品药品生产
经营示范单位；继续在大型连锁超市开
展“放心肉菜示范超市”创建活动；打造

“互联网+食品药品安全”监管新模式。

积极推进食品药品安全省建设

我省今年重点整治8类突出食品药品安全问题
我省食药监部门
完成食品安全抽检

12000余批次

“海关预裁定制度”正式实施

海南企业进出口贸易
更便利了

本报海口2月8日讯（记者杨艺华 通讯员
张振豪）记者今天从海口海关获悉，《中华人民共
和国海关预裁定管理暂行办法》日前正式施行。
自2018年2月1日起，在海南注册的进出口企业
可通过电子口岸“海关事务联系系统”（QP系统）
或“互联网+海关”一体化平台向海口海关提交归
类、价格、原产地预裁定申请，海口海关作出的预
裁定决定在全国海关适用。

据了解，海关预裁定制度是海关总署为了促进
贸易安全与便利、优化营商环境、履行我国在世界贸
易组织《贸易便利化协定》的相关承诺而实施的重要
便利措施。预裁定制度的实施，不但能够简化企业
通关流程，提高通关效率，还能帮助企业提前准确了
解关税政策及涉税要素，有效评估交易成本，降低不
合规申报的风险，进一步增强企业对进出口活动的
可预见性，便于企业合理安排生活和贸易活动。

进口货物收货人或出口发货人可在货物拟进出
口3个月之前提出预裁定申请，海关自收到企业申请
书10日内作出是否受理的决定，自受理之日起60日
内制发预裁定决定书，预裁定决定的有效期为3年。

去年我省提取
住房公积金83.65亿元
运用率大幅提升

本报海口2月8日讯（记者孙慧 通讯员范杰
科）记者今天从省住房公积金管理工作会上获悉，
2017年全省提取住房公积金83.65亿元，同比增加
19.29亿元，增长29.99%，公积金运用率大幅提升。

2017年，省住房公积金归集、贷款和增值收
益等运营指标稳步增长。全省（包括农垦系统和
粤海铁路总公司）归集住房公积金110.82亿元，
同比增加7.73亿元，增长7.50%，完成全年计划的
104.07%。住房公积金累计缴存额704.91亿元，
缴存余额339.39亿元，比上年增长8.70%。

住房公积金的缴存覆盖面相对缩小。全省去
年住房公积金累计实际缴存人数99.5万余人，比
上年减少1.3万余人。由于提取政策变化，去年
全省提取住房公积金83.65亿元，同比增加19.29
亿元，增长 29.99%。住房公积金累计提取额
365.52亿元，占累计缴存额的51.85%。在房地产
市场的拉动下，去年我省发放住房公积金个人贷
款79.53亿元，完成全年计划的113.56%。

省住房公积金管理局相关负责人介绍，2018
年我省将从体制改革、业务管理、政策惠民、风险
防控、信息建设、党建作风等方面做好公积金管理
与服务工作，争取2018年全省实现住房公积金缴
存114.29亿元，缴存覆盖率95%；发放个人贷款
54.84亿元；增值收益5.4亿元，增值收益率1.43%
的目标，更好地服务海南经济社会发展。

海口评出
2017十大新闻人物

本报海口2月8日讯（记者计思
佳）今天下午，2018年海口市春节团
拜会在海南国际会展中心举行，团拜
会上公布了2017海口十大新闻人物。

据了解，为梳理2017年对海口经
济社会发展产生重要影响的新闻事件
和新闻人物，凝聚发展正能量，日前，
海口市委宣传部主办了“椰城新征程
省会新作为”——2017年度海口十大
新闻人物评选活动。

2017年12月22日，评委会对媒
体推荐新闻事件和新闻人物进行初
评，共评出20位候选人物，并将其先
进事迹向社会公布，广泛征求社会各
界意见。最终，评委会根据社会反响
情况，评选出2017年度海口十大新闻
人物。评出的海口十大新闻人物分
别是：冯晖（海口市公安局琼山分局
飞鹰便衣警察大队大队长）；邓新兵
（海口市水务集团党委书记、董事
长）；李香（海南省义家亲义工服务中
心志愿者 老陶义工服务社义工）；吴
腾飞（武警海南省总队一支队三大队
特勤中队中队长）；黄忠海（秀英永兴
镇贫困户）；阿卜杜杰力力（新疆青
年）；冯推波（海口公交集团4路公交
司机）；洪义乾（石山镇施茶村党支部
书记、施茶石斛种植专业合作社理事
长）；王小虎（海口灵山中学初二学
生）；刘丽桃（秀英区海秀镇海榆东社
区网格组组长）。

我省食药监部门

重点整治8类突出食品药品安全问题

打造一批食品药品生产经营示范单位

按一般程序
查处食品药品案件1532件

罚没款4139万余元

35件案件移送公安机关

12人被追究刑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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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一期、二期全面开放

省博9大展厅全方位讲述海南故事
本报海口2月8日讯（记者尤梦

瑜 实习生符桃心）今天上午，省博物
馆全面开馆仪式在海口举行。历时
半年改造升级后的省博物馆一期正
式与公众见面，至此，省博物馆实现
了一期、二期的全面开放。全新开放
的区域以“木中皇后——海南黄花梨
陈列”“香中魁首——海南沉香陈列”
两个专题展和“琼工坊”“琼肴街”“琼
崖村”“琼戏台”等4个非遗展览为主，
加之去年5月在二期开放的3个基本
陈列展，9大展厅为参观者全面、生动
讲述海南故事。

全面开馆仪式上，省博物馆邀
请少数民族艺术家演唱民歌，并特
意组织了文化快闪活动，营造了良
好的观展氛围。据悉，省博物馆的
全面开放不仅在新春到来之际为公
众带来一道文博“大餐”，也是我省
进一步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
推动公共文化服务水平不断提高的
重要举措。

省博物馆全面开放后，整个展
览以明代丘濬所作的《南溟奇甸
赋》为主线，主题为“南溟奇甸”，亮
点颇多。

亮点一：一赋成展

丘濬的《南溟奇甸赋》以奇士与
翰林主人问答的形式，对海南岛的地
理位置、自然环境、交通、物产、历史、
文化、民俗等多个方面加以全面描
述。一代琼州才子将家乡两千多年
的历史凝聚其中。3个基本陈列展的

名称均来源于该作品。公众参观时，
可以通过丰富的文物与展板信息，感
受作品中对海南的描述。

亮点二：动静结合展示

随着4个非遗展览的开幕，动态
与静态相结合的展览方式成为一大
亮点。在“琼工坊”内，人们不仅可以

看到海南黎锦、椰雕、贝雕、竹木乐器
的静态展示，更能够近距离观看到非
遗代表性项目传承人与手工艺人在
现场的亲自示范，了解海南非遗项目
的精髓。

亮点三：有得品还有得玩

此次开放的两个专题展与4个非

遗展览还融入了不少互动性与趣味
性元素。在“琼戏台”，人们可以品茶
听琼剧；在“琼肴街”，海南街头的地
道小吃既是这里的一“景”也可供参
观者消费品尝；在沉香专题展中，人
们还能够通过香道表演闻香。此外，
公众还可通过大量的数字化互动触
摸屏，借助游戏等多种形式全面了解
非遗项目或文物信息。

为农业发展保驾护航

我省农业保险10年累计
赔付超18亿元

本报海口2月8日讯（记者王培琳 通讯员
胡文捷）记者今天从海南保监局获悉，近年来，我
省积极创新农业保险品类，自2007年试点农业保
险至今，保险品种从最初的6个扩至41个。截至
2017年末，我省农业保险累计为50.17万户次的
受灾农户支付赔款18.44亿元，为我省农业发展
保驾护航。

我省自2007年启动政策性农业保险试点以
来，坚持创新驱动，逐步将政策性农业保险打造成
为全省农民增收的“稳压器”、农业增效的“助推
器”，试点险种从最初的6个逐步增加至41个，涵
盖了农、林、牧、副、渔业各个方面，地方特色优势
农产品保险及蔬菜价格保险、橡胶风灾指数保险、
天然橡胶期货价格保险等产品不断涌现。

据统计，2007年至2017年，海南农业保险累
计为50.17万户次的受灾农户支付赔款18.44亿
元，特别是2014年“威马逊”台风后累计支付赔款
5.25亿元，成为农业灾后恢复再生产的重要资金
来源。我省还将保险与扶贫有效结合，2017年海
南保险业利用“保险+期货+精准扶贫”的创新模
式，试点开展了天然橡胶期货保险项目，累计为上
万户胶农提供1.79亿元的风险保障。

今天上午，海口市民
在省博物馆“木中皇后
——海南黄花梨陈列”
专题展区参观。
本报记者 宋国强 摄

扫码看省博物馆全
面开馆视频。（拍摄/王
威 莫壮青 剪辑/王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