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海口2月28日讯（记者孙
慧）记者今天从省政府获悉，我省今年
将深入推进省域“多规合一”划为林地
的沿海防护林带范围内的退塘还林及
适宜恢复为湿地的区域范围内的退塘
还湿工作。今明两年内，我省计划退
塘还林（湿）1万亩，着力构筑全省海
岸生态安全屏障，保护海岸生态。

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实施
重要生态系统保护和修复重大工程，
优化生态安全屏障体系。近年来，我
省持续加大生态环境保护力度，把退
塘还林、退塘还湿工作列为生态修复
的重要内容，依据“多规合一”生态红
线划分，清理生态红线范围内的养殖
塘，补种沿海地区防护林带和恢复湿

地生态系统。
按照计划目标，今明两年内，我省

共需退塘还林（湿）总任务为1万亩。
其中，退塘还林3141.7亩，退塘还湿
6858.3 亩，2018 年计划完成 5331.4
亩，2019年计划完成4668.6亩。退塘
还林（湿）资金由省财政和市县财政分
级承担。省级财政按高位池退塘还林

3万元/亩、低位池退塘还林2.1万元/
亩、退塘还湿2万元/亩进行补助，市
县依据财力状况科学确定资金投入，
并根据实际情况出台具体的专项资金
使用和管理政策。

据了解，目前，1万亩退塘还林
（湿）任务已经进行分解，各市县将依
据任务目标进行辖区内海岸养殖情

况调查，制定工作方案分解任务，明
确退塘还林（湿）工作进度计划和时
间节点，按时间节点完成退塘还林
（湿）任务。省林业厅每年年底会组
织退塘还林（湿）核查验收。退塘还
林（湿）地块还要加强管护，强化日常
巡逻护林，严厉打击破坏海防林违法
犯罪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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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李艳玫 通讯员 陈思国

2月24日，陵水黎族自治县本号
镇什坡村村民陈妹起了一大早，她换
上休闲运动装，穿上运动鞋，精神抖擞
赶去镇里参加农民趣味运动会。与陈
妹一起的，还有来自该镇22个村的
652名农民运动员。

这是一场属于农民的体育盛宴，
参赛的运动员是各村地地道道的农
民。趣味，是这场体育竞赛最突出的
主题。抓鱼、毛毛虫接力赛、无敌风火
轮和拔河等项目，通过有趣的比赛激
发群众对生产生活的热情、培养团结
互助的合作精神。

抓鱼是陈妹参加的第一个比赛项
目，每村派出两名运动员，3分钟内抓
鱼数量最多的队伍获胜。简单规则的
背后，比拼的是速度、默契和技巧。比
赛开始的哨声一吹响，陈妹与搭档立
即扑进鱼池，赶、拦、抓，身躯娇小的她
在鱼池中爆发出大能量。

“把鱼赶到角落里，抓鱼头”见搭
档抓鱼有些吃力，陈妹见缝插针传授
技巧。最终，她们抓了30条鱼，数量
比对手多了近一半，获得了胜利。

与抓鱼比赛同时进行的，是毛毛
虫接力比赛，15名运动员被分成3组，
骑着形似毛毛虫的气球进行接力比
赛“一定要听口令，喊‘一’迈左脚，

‘二’迈右脚。”还未上场比赛，军普村
的黎亚正就先当起了“军师”。

赛场上，运动员们赛出风采、赛出
快乐；赛场外，本号镇电商扶贫农产品
展销活动正在火热进行。借助举办农
民趣味运动会的契机，该镇组织多家
村集体企业将茶树菇、草莓、豪猪等特
色农产品带到现场营销。

去年本号镇共脱贫1753户6990
人，富起来的农民对精神生活有了追
求。

本号镇委宣传委员霍青青告诉记
者，这是该镇举办的第二届农民趣味
运动会，相比第一届，参与人数更多。

“大家都踊跃报名，精神面貌也比去年
更好了。希望通过举办这样的活动，
帮助农民尤其是贫困户树立拼搏进
取、勤劳致富等观念。”

下午6时，运动会落下帷幕，热闹
了一天的比赛场地恢复了宁静，但农
民们热情依旧高涨，“明年，我还要
来！”陈妹说。（本报椰林2月28日电）

海口浦发创新支持
海南医药产业升级

本报海口2月28日讯 2月26日，上海浦东
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海口分行与海南海药股份
有限公司在海口签署战略合作协议，浦发银行海
口分行将为海南海药及其下属优质企业提供50
亿元意向性授信额度。

医疗健康产业是海南十二个重点产业之一，
海南海药是医药行业的区域龙头企业，双方此次
强强联合，将建立长期战略合作关系，积极致力于
金融领域的建设性业务合作，充分发挥各自的产
业优势，整合双方资源以取得良好的经济效益，实
现优势互补、合作共赢，并逐步建立“海南海药-
浦发银行”战略联盟。

浦发银行海口分行相关负责人表示，海口分
行将依托总行，从企业实际需求出发，全面整合浦
发银行境内外分行、离岸业务平台、自贸区分行以
及浦银国际的业务资源，充分发挥浦发银行集团
化、综合化、国际化经营优势，满足不同客户并购
多样化的需求；以本次签约为契机，为海南海药提
供包括并购基金、定向增发、产业发展基金、集团
账户管理等方面的服务，通过打造泛市值的综合
生态圈，助力海南海药转型创新，促进资本联动，
有效解决公司投融资需求；针对海南海药大股东
的融资需求，通过股票质押、大宗交易、大股东增
持等模式完成资金对接，提供一揽子金融服务解
决方案，助力公司实现价值提升，做大做强，积极
推动海南医药产业换挡升级。

据了解，作为浦发银行入驻海南的省级分行，
浦发银行海口分行始终以支持地方建设为己任，
围绕省委省政府的战略部署，在国际旅游岛建设、
旅游等特色产业发展、社会民生及金融扶贫等领
域，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实现与海南发展同频
共振。2013年5月开业以来，浦发银行海口分行
通过贷款、授信等多种方式投入到地方建设的资
金累计近500亿元。 （鲍讯）

我省今明两年计划完成退塘还林（湿）1万亩

着力构筑全省海岸生态安全屏障

市县根据实际情况出台具体的专项资金使用和管理政策

2月24日，陵水本号镇举办农民
趣味运动会，运动员正在进行毛毛虫
接力比赛。 本报记者 武威 摄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指引下 ——新时代新气象新作为

走基层新春新春

本报海口2月28日讯（记者计
思佳 通讯员陈创淼）2月27日上午，
海口三个港口的交通已恢复正常。在
新海港，前几日在滨海大道排成长龙的
车辆不见了，大货车、小轿车在港口前
徐徐进入停车场待渡，秩序井然。一旦
有船靠岸，便可迅速登船。

这个面积约为4万平方米的场
地就是新海港一期停车场，可容纳
1200辆车。春节假期期间，为缓解
新海港外道路拥堵问题，海口市秀英
区政府、海口市城建集团及交警支队

等部门通力合作，日以继夜推动新海
港一期停车场建设。2月22日大年
初七下午，该停车场投入使用。

“停车场靠近码头，建好后，极大
缩短了车辆登船等候时间，也打通了
新海港内部循环系统。环保公厕、志
愿者服务站等相关配套设施投入使
用，有效缓解了旅客的焦灼情绪。”新
海港工作人员说，此次新海港一期停
车场建设共投入机械51台，进场碎
石约6000吨，筹集钢管1000根用于
警戒桩设置。

秀英区政府相关负责人表示，海
口各相关部门将继续加紧施工，努力
推进二期停车场项目建设，力争建成
可同时容纳5000辆车的大型临时过
渡停车场。

同新海港一样，春节期间，为保
质保量、按期完成施工任务，海口五
源河文化体育中心、市民游客中心等
多个重点项目工地，都是一派热火朝
天的建设场景。工人们放弃了春节
和家人团聚的机会，坚守一线，铆足
干劲奋力冲刺。

海口市民游客中心项目经理说，
为表达对工人们爱岗敬业、甘于奉献
的敬意，春节前海口市一位副市长将
一张喜庆的“敬业福”送给了一线工
人，为大家送来了新春的祝福。

海口市政府相关负责人表示，该
市各区各部门按照省委省政府和市委
市政府的部署要求，以“抗雾保运”工作
的劲头，坚持问题导向和结果导向，靠
前指挥、勇于担当、优化服务，确保一季
度各项经济指标实现“开门红”，为全年
经济社会发展开好局、起好步。

海口重点项目建设“春节不停歇”
确保实现一季度经济指标“开门红”

本报三亚2月28日电（记者徐
慧玲 林诗婷）2月27日，三亚市举行

“双十行动”暨项目投资推进会，联动
各区、各相关部门，明确部署今年产
业发展、城市建设主要任务，安排固
定资产投资项目441个，同时计划对

“双十行动”和项目建设工作启动考
核问责，对推动工作不力者进行严厉
问责，确保相关项目稳步推进。

据悉，去年9月以来，三亚出台
并完善了《三亚市建设世界级滨海旅

游城市行动方案》和《三亚市幸福民
生行动计划（2017-2021年）》（简称

“双十行动”），对相关工作任务进行
细化分解，其中“滨海旅游城市行动
方案”10大类共分解217项任务，“幸
福民生行动计划”10大类共分解176
项任务。

为进一步加快发展，三亚今年
将安排固定资产投资项目441个，年
度计划投资954.9亿元，其中计划新
开工固定资产投资项目208个。为

保障投资项目稳步推进，三亚今年
将联动各相关部门优化服务，营造
良好投资环境。其中，三亚将继续
深化“放管服”改革，完善“多规合
一”审批机制，加快审批平台、电子
证照库等信息化系统建设，完善重
点项目绿色审批通道，在项目审核、
规划、环评等环节优化对接服务，提
升服务效能。同时，该市还将加快
项目平台建设，做大做强吉阳互联
网信息“双创”产业园和海棠湾IT产

业园，加快创意产业园、遥感产业园
建设，加快深海科技城、南繁育种科
技城建设，大力引进优质项目，尽快
形成产业集聚效应。

与此同时，三亚今年将加大督
查考核力度，对“双十行动”和项目
建设工作启动考核问责，每季度对
各责任单位推进工作进行综合考
核，对于可量化的投资项目以入库
的完成额度来进行考核，工作不力
者将被严厉问责。

三亚今年安排固定资产投资项目441个
加快推进“双十行动”和项目建设

■ 本报记者 郭畅

“1986年，我才30岁出头，和朋
友去百花岭游玩，在半山腰上看到琼
中县城全貌，不禁按下快门拍照留作
纪念。”今天，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退
休干部黄雪平手中拿着参加“发现琼
中之美”作品征集活动的老照片，感
慨万千。

30多年来，黄雪平一直在琼中
工作生活，见证了琼中的发展历程，

“经过立面改造的琼中县城与30多
年前的模样简直是‘两座城’，老照片
的底片我保存着，既是一份回忆，也
是一种情怀。”黄雪平说。

发现琼中之美，其实美就在眼
前。2018年，是海南建省办经济特
区30周年，也是海南中部小城琼中
的“蝶变30年”。

漫步县城，鲜艳的三角梅映入
眼帘，紫荆花含苞待放，城市立面改
造让这座城市665家沿街商铺有了
鲜花点缀的窗台。王守业是土生土
长的琼中人，他说，以前琼中县城街
道两旁房子破旧，马路坑坑洼洼。
这几年，整个县城发生了大变样，沿
街房屋立面的甘工鸟等民族风味十
足的图案，成了他每日茶余饭后欣
赏的美景。

据了解，2013年起，琼中将城
市升级改造作为突破口，立足“山、
水、城、林”色彩共融，围绕“城景合
一、产观一体、山水互动、黎苗风情、
功能完善、绿色低碳”的生态县城建
设理念，先后投入2.2亿元，建成了
总长约5.85公里的县城街景立面改
造项目，把过去城市规划布局不合
理、设施配套不完善、沿街建筑破旧
不堪的营根县城，打造成七彩斑斓、
如梦如幻的山水慢城，吸引了众多
游客慕名而来。

房屋变靓了，环境变美了，家住
在琼中县城营根街的居民王林，谈及
立面改造带来的变化感慨道：“过去，
我们家的防盗网锈迹斑斑，年久失
修，想不到政府立面改造免费帮我们
换好了，这不仅是一项美化工程，更
是一项暖心工程啊。”

“在这种安静的小城里多住些日
子，真是一种享受。”春节期间在琼中
游玩的“候鸟”老人王泽萍说，琼中县
城风貌极具特色，宜居宜游。县城
美，只是琼中美的小小缩影。近年
来，琼中以全域旅游为目标，以科学
规划为引领，统筹推进风情小镇和富
美乡村建设，让城乡面貌焕然一新。

如今，无论是在县城欣赏夜景，
还是走进黎村苗寨深呼吸，感受原生
态美、绿色美，都让万千游人对琼中
称赞不已。

（本报营根2月28日电）

发现琼中之美

体验田园采摘乐趣

屯昌圣女果香迎客来
本报屯城2月28日电（记者邓钰 通讯员邓

积钊）春光无限，正是圣女果收获时节。连日来，
屯昌县坡心镇高坡洋圣女果种植园里热闹非常，
一串串红彤彤的圣女果吸引多方游客前来采摘
游玩。

今天上午，记者在该种植园里看到，圣女果
藤长有两米多高，郁郁葱葱，藤上结满了圣女
果。众多游人穿梭其间，体验采摘乐趣。“这里
的圣女果果香味甜，边采摘边品尝，今天玩得可
开心了。”来自河北游客李娟赞不绝口。据了
解，该园从大年初一开放以来，每天都有大批游
客前来采摘圣女果。

“过去我在陵水从事圣女果种植和销售行业，
看中家乡的自然优势，去年返乡种植圣女果。”该
园负责人枫木镇岭仔村村民邝周介绍，自己于
2017年试种50亩圣女果，今年果园的亩产量可
达7000余斤，截至目前已收获了2万多斤，行情
效益极佳。“今年的圣女果是稳赚了，我打算继续
扩大种植面积，带动附近村民一起种植，并发展休
闲游，打造圣女果产业链条。”

陵水本号镇举行农民趣味
运动会

提升脱贫攻坚
“精气神”

本报海口2月28日讯（记者杨艺华 通讯员
陆一锐）记者今天从海口海关获悉，我省减免税进
口企（事）业单位须在3月31日前申报减免税年
报，逾期未递交减免税年报的企（事）业单位，相关
减免税进口货物的申请将受到影响。

《海关进出口货物减免税管理办法》规定：在
海关监管年限内，减免税申请人应当自进口减免
税货物放行之日起，在每年的一季度向主管海关
递交《减免税货物使用状况报告书》，报告减免税
货物使用状况。减免税申请人未按规定向海关报
告其减免税货物状况，向海关申请办理减免税备
案、审批手续的，海关不予受理。

根据《海关总署2017年第51号关于调整进口
减免税货物监管年限的公告》，进口减免税货物的监
管年限为：船舶、飞机8年；机动车辆6年；其他货物
3年，其监管年限自货物进口放行之日起计算。

据了解，海口海关每年一季度受理减免税年
报，申报流程为：海口地区或者洋浦地区的企（事）
业单位，将纸质《减免税货物使用状况报告书》递交
给海口海关现场业务处或者洋浦经济开发区海关，
同时通过“中国电子口岸QP系统—减免税后续”
模块，录入申报电子数据，海关审核后完成年报。

海口地区或者洋浦地区以外的企（事）业单
位，可就近将纸质《减免税货物使用状况报告书》
递交给管辖的主管海关部门。对申报减免税年报
问题仍有疑问的，可拨打海关热线服务电话
12360咨询。

海口海关提醒减免税企（事）业单位

3月31日前须申报
减免税年报

海口地区或者洋浦地区以外的企（事）业单位
1 就近将纸质《减免税货物使用状况报告

书》递交给管辖的主管海关部门
2 通过“中国电子口岸 QP 系统—减免税

后续”模块录入、申报电子数据

申报指南：

海口地区或者洋浦地区的企（事）业单位
1 将纸质《减免税货物使用状况报告书》递

交给海口海关现场业务处或者洋浦经济开发区
海关

2 通过“中国电子口岸 QP 系统—减免税
后续”模块录入、申报电子数据

1986年，从百花岭上俯瞰琼中县城全貌。 受访者提供

一张老照片，述说琼中县城30年美丽蜕变

今明两年我省计划
退塘还林（湿）

退塘还湿6858.3亩

退塘还林3141.7亩

退塘还林（湿）资金由省财政和市县财政分级承担

省级财政按高位池退塘还林3万元/亩
低位池退塘还林2.1万元/亩
退塘还湿2万元/亩进行补助

修复计划

亩10000

补贴标准

制图/王凤龙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和立面改造工作的推进，琼中县城近年来“颜值”
大幅提升。 本报记者 陈元才 通讯员 朱德权 秦海灵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