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陵水税务部门开展税收宣传月活动

用黎语苗话
宣讲税收政策

本报椰林4月12日电（记者李艳玫 通讯员
张能）为做好全国第27个税收宣传月工作，进一
步优化税收营商环境，近日，陵水黎族自治县国税
局、县地税局及国际旅游岛先行试验区国税局联
合走进“候鸟”人才服务站、黎村苗寨、疍家渔排、
共享农庄、当地社区等地开展具有区域文化特色
的税收宣传活动。

活动中，税收宣传小分队通过开展现场咨询、
展板展示、税收知识解答、税收座谈宣讲等多种活
动形式，提高群众参与积极性。在宣传过程中，工
作人员还使用黎语、苗话向他们宣讲税收政策和
知识。同时，工作人员向前来旅游度假的游客介
绍税收优惠政策，吸引他们来陵水投资创业。

“听了工作人员的介绍后，我对当地税收的优
惠政策有了更加清晰的了解，未来不排除过来投
资创业的可能。”游客白宇欣说。

此次国地税3家单位联合开展税收宣传活
动，共计发放宣传资料600余份，现场解答群众
150余人次。通过联合开展宣传活动，陵水税务
机关及时向群众普及了税收政策及知识，营造良
好的税收法治环境。

陵水制定纪检监察系统年度学习计划

以学促融提升履职能力
本报椰林4月12日电（记者林晓君 通讯员周

舒颖）近日，记者从陵水黎族自治县纪委、县监委获
悉，陵水将在全县纪检监察系统开展为期一年的学
习党章党规党纪和宪法法律法规活动，推动纪检监
察干部熟知精通、熟练运用党章党规党纪及宪法法
律法规，提高依纪依法审查调查水平。

据介绍，该活动将以集中学习、专题培训、集
体讨论、知识测试等方式进行。学习内容涵盖《中
国共产党章程》《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国
共产党纪律检查机关监督执纪工作规则（试行）》
等，旨在加强纪法衔接，打造既懂纪又懂法的专业
化纪检监察干部队伍。

此外，活动将通过纪检监察干部领学党章党
规党纪、转隶人员领学宪法法律法规这种师生“角
色”互换方式，实现优势互补，既保证转隶人员深
入学习把握监督执纪“四种形态”，提高执纪能力
和水平，又促进纪检监察干部增加法律知识储备，
掌握调查处置技能，共同适应新形势新要求。

同时，活动将充分利用党支部集中学习和党小
组深入研讨相结合的方式，将党支部每周学习例会
打造成传授业务知识第一课堂，并针对例会所学内
容，各党小组分别召开专题讨论会，打造人人参与
互动讨论的第二课堂，巩固扩大学习活动成果。

硬件设施不完善

12家校外托管机构
被责令停止供餐

本报椰林4月12日电（记者林晓君 通讯员
黄玉敏）记者日前从陵水黎族自治县食药监局了
解到，陵水开展专项整治行动，对全县学校（含幼
儿园）食堂及校园周边重点区域内的餐饮店进行
整治排查，目前已责令12家中小学生校外托管机
构停止供餐。

此次专项整治行动整治内容包括检查《食品经
营许可证》是否在有效期内；检查从业人员健康管
理、操作间环境卫生、食材的采购查验、餐具消毒情
况及相关记录；检查是否设有专职食品安全管理人
员、是否建立食品安全事故应急预案等情况。

据统计，整治行动中已检查全县学校食堂
117家，中小学生营养改善计划工作室74个，中
小学生校外托管机构49家，小餐馆、小食品店、小
饮品店77家。

针对检查中发现的问题，陵水食药监局下达
监督意见书121份，由于硬件设施不完善，设置用
餐空间过度拥挤、厨房设备不完善等原因，12家
中小学生校外托管机构被责令停止供餐。该局有
关负责人表示，下一步将继续跟踪落实整改情况，
确保师生饮食安全。

利用农村电子商务服务体系对接市场

海南邮政助销
圣女果1.4万斤

本报椰林4月12日电（记者李艳玫 通讯员
符宗瀚）近日，海南邮政利用邮政农村电子商务服
务体系，帮助陵水黎族自治县将2000箱共计1.4
万斤圣女果销往省外。

据介绍，为进一步扩宽陵水圣女果销售渠道，
海南邮政在陵水政府的支持和引导下，以邮乐网
线上平台及“邮掌柜”农村电商服务系统为依托，
积极打造邮政农村电子商务服务系统，采取线上
预订与线下“点对点”落地配送方式，实现农业生
产与市场需求相对接，帮助农民销售增收。

“我们通过发挥邮政‘物流、资金流、信息流’
三合一的资源和渠道优势，充分整合线上线下资
源，及时与有需求的省外各市县邮政公司对接，加
大跨区域蔬果落地配送运作。”陵水邮政分公司副
总经理郑雄壮说，通过“点对点”落地配送方式，有
效减少农产品的装配环节，降低了运输成本。

为帮助农民销售农产品，一直以来，陵水积极
组织当地电商企业对接国内客商，与海南邮政、京
东物流、海航货运等企业合作降低物流成本，畅通
陵水农特产品的销售渠道，助农增收。

4月12日，海南东线高速陵水黎族自治县文罗出口处绿意盎然。
近日，为推进“五化”工作，陵水不断优化高速路口景观设计，扩大绿化面积，提升城市“颜值”，同时积极引导雅居乐、碧桂园等相关企业参

与到城市绿化景观打造中。下一步，陵水将结合“双创”“双修”工作，全力推进“五化”工作，打造出多层次、有特色、深内涵的城市风貌。
文/本报记者 李艳玫 通讯员 卢正飞 图/本报记者 武威 通讯员 陈思国

本报椰林4月12日电（记者李
艳玫 林晓君 通讯员陈思国）记者今
天从陵水黎族自治县发改委获悉，今
年陵水固定资产投资预期目标262.8
亿元，同比增长12%。围绕着今年任
务目标，陵水今年安排固定资产投资
项目共312个。

312个项目由6个省重点项目、
260个政府投资项目、20个县级重点
社会投资项目和26个一般社会投资
项目组成，总投资2250.49亿元，年
内计划完成263.36亿元。2017年，
陵水完成固定资产投资234.7亿元，
比上一年度增长15.7%。

今年陵水的省重点项目为6个，
总投资496.09亿元，年度计划投资
41.95亿元，包含富力海洋公园、中电
科海洋信息产业基地、高标准农田建
设工程等。其中，高标准农田建设工
程为今年新开工项目，计划投资
4500万元，将建设1.7万亩高标准农
田，包括排灌工程、机耕道路、土壤改

良等。
相比去年的34个，2018年陵水

的省重点项目明显减少。“今年，省里
筛选省重点项目条件更为严格，总数
也明显减少。只有符合‘多规合一’
改革要求、保证年内开工建设的产业
类投资项目才有可能列入省重点项
目。另外，纯粹性房地产项目不纳
入。”陵水发改委副主任陈振贤透露。

陵水今年有20个县级重点社会
投资项目，总投资874.79亿元，年度计
划投资142.1亿元。县级重点社会投
资项目主要投向旅游开发、信息产业、
生态环保、现代农业等领域。

政府投资项目方面，陵水今年安
排了260个，其中包括新开工项目
145 个和续建项目 115 个，总投资
267.4亿元，年度计划投资52.61亿。
据了解，新开工项目目前开工建设30
个，开工率20.68%；续建项目动工77
个，完工2个，开工率为68.69%。

此外，陵水今年安排26个一般
社会投资项目，总投资612.21亿元，
年度计划投资26.7亿元，目前陵水现
代农业示范基地物流加工交易区项
目已完工。

陈振贤介绍，陵水今年项目投资
呈现以下特点，一是政府投资项目更

注重全域旅游、“五网”基础设施、乡
村振兴、民生领域，促进全民共享经
济发展成果；二是更偏向生产性项
目，目的在于为陵水经济可持续发展
提供动力。

连月来，陵水县委、县政府主
要领导多次前往项目现场，了解项
目业主在实施过程中遇到的问题，
并帮助他们解决，以便高效推动项
目建设。陵水还召开了2018年全
县投资项目推进会，探索建立行政
综合审批局，创建更贴心、更到位
的服务环境，助推高质量项目落地
建设。

近日，陵水还成立了“马上就办”
工作领导小组，并出台《“马上就办、
真抓实干”若干规定（试行）》，督促党
员干部“马上就办、办就办好”，提升
工作效能。另外，还实行全县固定资
产投资任务目标责任分解，将投资项
目责任层层分解压实，精准推进项目
建设。

下一步，陵水将制定全社会固定
资产投资工作机制，每月对固定资产
投资运行形势和项目推进情况进行
精准管理、实时监控、分析研判；每月
开展专项督导，督查各片区、各部门、
各企业投资工作，指导推进项目。

陵水今年计划完成固定资产投资262.8亿元

重点投向旅游开发信息产业等领域

■ 本报记者 林晓君 苏庆明

在刚刚过去的清明小长假，陵
水黎族自治县共接待游客5.12万人
次，同比增长55.19%；实现旅游收入
2663.9万元，同比增长44.95%。

两项主要指标增长幅度均在五
成左右，陵水旅游委给出的各项细分
指标也十分耀眼。其中，接待过夜游
客数同比增长39.9%，接待一日游游
客数同比增长75.15%，A级景区接
待游客数同比增长64.02%，其对应

的 旅 游 收 入 同 比 增 幅 分 别 为
36.04%、72.32%、2.9%。

再往前看，可以发现，“大涨”已
经是陵水旅游业绩常态。2018年春
节小长假，全县接待游客总数同比增
长 45.95% ，旅 游 收 入 同 比 增 长
63.4%；各项细分指标中，最高增幅
达76.44%（过夜游收入），即便是“拖
后腿”的A级景区，也给出了游客数
26.74%、收入19.33%的同比增长数
据。2017年国庆节小长假，接待游
客 总 数 和 总 收 入 更 是 实 现 了

112.31%、172.89%的三位数同比涨
幅……去年，陵水游客接待量突破
400万人次大关，达439.77万人次，
同比增长27.8%；旅游总收入达29.9
亿元，同比增长40.2%。在今年第一
季度，陵水已实现接待游客167.43
万人次，同比增长40.53%；旅游收入
总计10.47亿元，同比增长34.58%。

陵水旅游缘何增长迅猛？业内
人士指出，从外在因素看，这首先得
益于海南国际旅游岛建设深入推进
带来的总体人气增长。其次，陵水

毗邻三亚，处于“大三亚”旅游经济
圈，获得三亚的人气辐射。从“内
功”看，这是陵水建设发展积蕴潜能
的爆发。陵水高水准建设的清水湾
等三大湾区，多年来受到省外游客
的热捧，纷纷前来购房置业。近几
年来，陵水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不断
完善，城市形象提升迅速，系列“珍
珠海岸·美丽陵水”城市营销，更是
在省外提升了陵水城市知名度。而
全国龙舟赛、中国（海南）美丽乡村
大会、圣女果采摘季等文体、会展、

节庆活动的举办，在带来大量游客
的同时，也在持续提升陵水旅游关
注度。

陵水旅游委副主任、党组书记
李玉波说，近年来，陵水围绕“吃住
行游购娱”推进全域旅游建设，大
幅提升了当地旅游硬软环境，开拓
了乡村游等不少新旅游产品。此
外，陵水还出台各类针对旅游行业
的奖补政策，促进产业开发和客源
增长。

（本报椰林4月12日电）

陵水清明小长假迎客5.12万人次
同比增长超五成

■ 本报记者 林晓君 通讯员 卢正飞

椰林掩映下，48头梅花鹿有的在
悠闲觅食，有的在嬉戏追逐。这是记者
近日在陵水黎族自治县文罗镇坡村梅
花鹿养殖基地饲养场里见到的景象。

这个占地面积28亩的养殖基地，
位于文罗镇坡村加仲村民小组，是一个
集种鹿繁育、鹿茸等梅花鹿产品供应为
一体的梅花鹿养殖场，为村民合作社所
有，坡村村集体公司具体负责，合作社
共吸纳坡村115户贫困户加入。

“清早先喂鹿，再打水搞卫生，工
作不复杂。”村民黄亚燕是合作社的
一员，她每天的工作就是负责饲养梅
花鹿及打扫卫生。她介绍，梅花鹿以
吃玉米为主，并不难养。

据介绍，梅花鹿经济价值极高，
鹿茸、鹿骨、鹿肉甚至鹿皮、鹿血等均
有极高药用价值和食用价值，尤其是
尚未骨化的鹿茸，是我国名贵药材。
坡村养殖梅花鹿，只卖鹿茸。

在当地，漂亮的梅花鹿对很多人
来说还是新事物。“每天都有很多镇
上的人来参观，就是想亲眼看看小
鹿。”黄亚燕说。

近年来，文罗镇积极探索特色扶
贫产业发展新路子。去年8月，该镇
通过“政府＋公司＋党支部＋合作
社＋贫困户”的方式，为坡村引进梅
花鹿养殖产业，目的是带动当地村民
脱贫增收，也给这一知名乡村旅游点
带来旅游开发新契机。

坡村党总支部书记王仁会告诉

记者，发展梅花鹿产业，由合作社提
供建设用地，文罗镇政府投资65万
元建设栏舍等生态养殖基础设施，并
出资77万元采购梅花鹿种苗。日常
经营中，由公司负责饲养、管理和经
营，并定期向合作社支付入股分红
款，再由合作社向党支部、贫困户和
社员支付入股分红款。

王仁会透露，前段时间已经收割
第一批鹿茸，合作社获得收入7.23万
元。“现在第二批鹿茸又要开始长出
来，市场销路不错。”记者在采访中了
解到，梅花鹿抗病强，鹿茸产量大，一
头鹿一年可割两次鹿茸。该养殖基
地共有48只梅花鹿，按照每只梅花
鹿每年可创收4000元来算，经济效
益十分可观。

下一步，坡村将拓展梅花鹿产品
加工及旅游观光业，让更多的村民能

牵着梅花鹿走上致富路。
（本报椰林4月12日电）

115户贫困户养梅花鹿效益可观，如今正谋划发展旅游观光业

坡村贫困户致富有“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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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化高速路口景观设计
打造绿色风景线

在陵水黎族自治县文罗镇坡村梅花鹿养殖基地饲养场，饲养员给梅花鹿
投放饲料。 本报记者 武威 通讯员 陈思国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