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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海南省文昌市铺前新埠海人工岛围填海项目施工承包三期

工程招标，于 2018 年5月 20日开标、评标已经结束，经评标委

员会根据招标文件进行评审，得出评审结果，现予以公示。

中标公示

公示期限：2018年 5月 22日至2018年 5月 24日

招标人：海南亿创达科技投资有限公司

招标代理:重庆宏发造价咨询有限公司

序号

1

2

3

中标候选人名次

第一中标候选人

第二中标候选人

第三中标候选人

单 位 名 称

重庆黄金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金中天水利建设有限公司

广西宏丰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中标金额（元）

304672266.00

306882755.00

302274945.00

名称：海南省文昌市铺前新埠海人工岛围填海

项目四期工程施工承包

1、业主：海南亿创达科技投资有限公司；2、地点：木兰

湾新埠海域，建设护岸268米，陆域回填约185.8万m3，工期

90天；3、资格：港口与航道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及以上；

4、招标文件：2018年5月22日至24日9至17时南海大道

京江花园A2栋202持投标邀请书购买500元/套；5、投标

文件：2018年5月26日9时30分前递回招标文件购买处；

6、招标人：15248927256招标代理：17783107259。

招标公告

2018年5月21日

经由海南省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准，“海南省咨询投资有

限公司”名称变更为“海南省国际工程咨询有限公司”。此

次变更仅涉及公司名称。公司法定代表人、注册资本、经营

资质、经营范围、营业地址、联系方式不变。公司的所有业

务、资产和债权、债务均由“海南省国际工程咨询有限公

司”继续拥有并承担。公司对外签订和正在履行的各类合

同、合作协议依然合法有效，原有的业务关系和服务承诺保

持不变。公司原使用的各类资质文件继续延用。由此带来的

不便请予谅解。在此，衷心感谢广大客户长期以来对我公司

的信赖和支持，我公司将一如既往地竭诚为社会各界提供优

质高效的工程咨询服务。

特此通告

公司新名称：海南省国际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公司原名称：海南省咨询投资有限公司

海南省国际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二0一八年五月二十二日

海南省咨询投资有限公司变更名称为
海南省国际工程咨询有限公司通告昌江黎族自治县

2018年紧缺人才引进公告
为贯彻落实省委七届四次全会

精神，推动《百万人才进海南行动计

划(2018—2025年)》实施，昌江黎族

自治县决定从即日起面对社会招聘

医疗卫生类人才20人，教育类人才

21人，农业类人才7人。

被引进的人才将统一纳入事业

编制人员管理，并由县财政连续5年

给予 6000—30000 元/年不等的安

家费、8000—30000元/年不等的人

才专项津贴，以及住房补贴、探亲路

费补贴等优厚待遇。

有关详情请登录昌江黎族自治

县人民政府网（http://changjiang.

hainan.gov.cn）查询。

联 系 人：陈家鑫

联系电话：26699890

13198947696

本报海口5月21日讯（记者况昌
勋）今天下午，省长沈晓明在海口会见一
汽集团董事长徐留平，就新能源汽车、智
能汽车等方面的合作进行了交流。

沈晓明指出，习近平总书记“4·13”
重要讲话和中央12号文件明确了海南

“三区一中心”的战略定位，其中包括
建设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着眼于生
态环境保护，海南加快推广使用新能

源汽车，并围绕生产、测试和研发等环
节，谋划布局新能源汽车和智能汽车
产业。

徐留平表示，新能源汽车、智能汽
车和移动出行等是汽车产业未来发展
方向，一汽集团愿意参与海南自贸区
（港）建设，深化双方合作。

副省长彭金辉、省政府秘书长倪强
参加会见。

沈晓明会见一汽集团董事长徐留平

本报金江 5月 21日电 （记者良
子 通讯员周培）全省综治中心、“雪亮
工程”、网格化服务管理“三位一体”新
机制建设第三次现场推进会今天在澄
迈召开。会议强调，全省政法综治系统
要按照中央的要求和省委七届四次全
会的部署，提高认识，狠抓落实，加快推
进“三位一体”新机制建设，着力构建与
海南自贸区（港）建设相适应的共建共
治共享社会治理新格局。

会议要求，积极复制推广澄迈等市
县经验，争取建设更高水平、更有特色、
更有实效的全省统一的政法信息化、智
能化平台，为“三位一体”建设提供强有
力的科技支持。要高质量推进综治中
心建设，夯实“三位一体”基层基础。要
加快推进“雪亮工程”建设，提高“三位
一体”建设智能化水平。要加快推进网
格化服务管理，提高“三位一体”建设社

会化水平。
与会人员观看了澄迈县推进“三位

一体”建设工作经验汇报短片，澄迈、万
宁、洋浦政法综治部门负责人分别作了
经验交流。省综治办、省公安厅相关负
责人就综治部门做好“三位一体”建设、
加强“雪亮工程”建设进行了发言。

当天上午，与会代表还实地参观了
澄迈县综治中心、金江镇城中社区综治
中心、老城镇综治中心等，详细了解澄
迈县、镇、村（社区）三级综治中心规范
化、实体化建设，“雪亮工程”共享平台
建设，以及创新加强网格化服务管理等
工作情况。与会代表对澄迈大力推进

“三位一体”建设的先进理念、创新做
法、显著成绩给予充分肯定。

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省综治委
主任肖杰，副省长、政法委副书记、省公
安厅厅长范华平出席会议并讲话。

我省“三位一体”新机制建设第三次现场推进会要求

构建与海南自贸区（港）建设相适应
的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新格局

■ 本报评论员

生态文明建设是关系中华民族永续
发展的根本大计。省委七届四次全会要
求，要加快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建设国家
生态文明试验区。我们要按照省委要
求，牢固树立和全面践行绿水青山就是
金山银山的理念，实行最严格的生态环
境保护制度，推进生态环境治理体系和
治理能力现代化，推动形成绿色生产生
活方式，筑牢生态安全屏障，建设国家生
态文明试验区，为全国生态文明建设作
出表率。

生态环境优良是我们建设自贸区
（港）的最大特色与优势，要建设全世界
生态最好、环境最美的自贸区（港），我们
就必须牢牢守住生态底线。全会对生态
文明体制改革作出具体部署，提出建设
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并在多个方面确
定了全国领先的目标，就是要我们倍加
珍惜、精心呵护大自然赐予的宝贵财富，
坚定不移地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

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推动形成人与自
然和谐发展的现代化建设新格局，为推
进全国生态文明建设探索新经验。

加快建设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需
要我们实行最严格的生态环境保护制
度，筑牢生态安全屏障。保护生态环境
是建设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的前提。我
们要率先建立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现代
监管体制，加快建立更具权威性、专业性
的执法队伍，推动形成权责一致、党政同
责、依法问责、终身追责的制度闭环；要加
快形成全过程全方位的环境资源司法保
护体系，完善生态保护补偿机制，建立自
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及自然资源资产有
偿使用制度；要建立健全国土空间规划和
用途管制制度，建立环境资源承载力监测
预警机制，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分类
科学、保护有力的自然保护地体系；要坚
决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建立重点海域入
海污染物总量控制制度，实行最严格的围
填海和占用自然岸线管控制度。

加快建设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需

要我们推进生态环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
力现代化。生态环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
力现代化，是提高环境治理水平的关键，
也是建设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的重要保
障。我们要构建政府主导、企业和社会
共同参与的生态环境治理体系，全面实
施河长制、湖长制、湾长制、林长制；要探
索建立水权分配和转让制度，在重点生
态区位推行商品林赎买制度，建立碳排
放权交易体制机制，开展海洋生态系统
碳汇试点；要加快构建绿色标准体系，建
立绿色产品政府采购制度，创建绿色发
展示范区；要建立环境污染“黑名单”制
度，健全环保信用评价、信息强制披露、
严惩重罚等制度，加快生态环境监测网
络和大数据建设，提高环境管理信息化、
系统化、精细化水平。

加快建设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需
要我们推动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形
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是建设国家生态文
明试验区的重要举措和重要体现。我们
要建立产业准入负面清单制度，全面禁

止高能耗、高污染、高排放产业和低端制
造业发展，构建绿色产业体系；要实施能
源消费总量和强度双控行动，加快构建
以清洁电力和天然气为主体、可再生能
源为补充的清洁能源保障体系；要建立
闲置房屋盘活利用机制，鼓励发展度假
民宿等新型租赁业态，探索共享经济发
展新模式；要科学合理控制机动车保有
量，加快推广新能源汽车和节能环保汽
车，全面禁止在海南生产、销售和使用一
次性不可降解塑料袋、塑料餐具，加快推
进快递业绿色包装应用，推动形成绿色
生产生活方式。

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
衰。只有我们牢固树立社会主义生态文
明观，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实
行最严格的生态环境保护制度，还自然
以宁静、和谐、美丽，提供更多优质生态
产品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
境需要，才能使海南真正成为中华民族
的四季花园，在生态文明建设方面争创
生动范例，谱写美丽中国海南篇章！

努力建设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
——学习贯彻省委七届四次全会精神系列评论之八

■ 本报记者 贾磊

今年40岁的吉贵，是保亭黎族苗族
自治县槟榔谷景区的总经理，身高1米8
多的个头，皮肤黝黑，走起路来，虎虎生风。

在保亭三道镇甘什村，吉贵是村里
长者口中常说的那个自强不息奋斗故事
的主角。

30多年前，吉贵家里贫困，每日都
在为温饱发愁。

“1986年，我才8岁，一家4口人挤
在一个狭小的茅草屋里，家里穷得连咸
鱼一年都吃不上一次。”吉贵是三亚市吉
阳区下廖村人，那时，他是个“穷小子”。

本来生活就已经捉襟见肘，后来
一场强台风，又将他家的小茅草屋掀
翻了。“天没亮我就跟村里几个小伙
伴钻到山里，拿着手臂一样长的劈柴
刀去砍柴，就为了到海边去换咸鱼给
家人吃。”吉贵告诉记者，家里买不起
菜，他就等集市散了之后去捡些烂菜
叶回家。

吉贵上学期间，家里依旧很穷。“我
从不敢在学校午饭时间和同学一起去打
饭，只能等到大家都吃得差不多的时候，
我再捧着碗去打一份米饭，有时候碰上
工作人员心情好，在饭上淋一些肉汤，就
算我撞上好运了。”回忆往事，吉贵的眼
眶有些湿润。

吃不起咸鱼、买不起新鲜的菜、不敢
准时打饭……这样的生活一度让他差点
产生自卑心理。但是，吉贵选择了自
强，他决心用自己的双手干出一番事业，
改变家里的贫困状况。

1996年高中毕业后，吉贵并没有因
为家贫不能继续上学而气馁。他开始外
出打工，在经历了短暂的打零工阶段之
后，吉贵找到了属于自己的第一份正式
工作，在三亚一家景区做一名舞蹈演员。

“一开始我根本不会跳舞，但看到别

人跳得很好，我心想作为黎族人怎能不
会跳本民族的舞蹈呢？于是，我起早摸
黑，从零学起。”吉贵说，一个多月后，他
拿到了人生中第一份工资：400元。这
对于当时的吉贵来说，十分珍贵。

凭借努力和勤奋，他从一个零基础
的初学者变成了表演队的舞蹈队长。但
他并没有满足，而是继续学习民族乐
器。后来，他不仅能歌善舞，还能弹奏许
多民族乐曲，让不少老人刮目相看。

1998年，吉贵来到保亭，结识了准备
在甘什村附近开发旅游项目的负责人，也
就是目前景区的董事长程天富，这也是吉
贵结缘槟榔谷的开始。

从1998年到2016年，吉贵从一名
普通员工逐步晋升为队长、组长、主管、
部门经理、总监、常务副总、总经理。

温饱已不是问题，他想得更多的是
村民。“海南资源丰富，眼下又正值海南
发展的好时期，只要我们愿意动脑筋，到
处是机会。”吉贵说，“自己先富了，就应
该带动村民一同致富。”

“从刚开始只有30名员工，到目前
拥有1200多名员工的国家5A级景区，
槟榔谷景区的发展离不开当地政府与百
姓的支持，景区应该带动当地百姓致
富。现在的‘景区+农户’‘务工+务农’

‘村民+员工+店主’‘开心半天工’的合作
管理模式，以及近年来建设的惠农一条
街，都是我们为了让村民腰包鼓起来而

推出的举措。”在这一点上，吉贵与景区
董事长程天富的看法是一致的。

在惠农一条街，直接就业的村民有
100多人。吉贵介绍，村民的收入方式
有很多种，第一是从景区得到合作土地
的股红与租金收入，第二是在景区上班
的工资收入，第三是铺面经营的营业收
入，第四是在景区内采摘果实售卖收入，
第五是村民种植苗木花卉卖给景区的收
入，第六是村民在景区开农家乐及茶吧
的营业收入。

“2015年前，景区所在的保亭三道
镇甘什上、下村共计96户，其中有20多

户是贫困户。如今，在景区的带动下，这
两个村子不仅基本完成了脱贫任务，部
分村民还走上了致富路。”三道镇党委书
记王书军说。

“认识吉贵20多年了，他身上最大
的闪光点就是勤劳，能吃苦，且愿意学
习。共事多年，他不仅是我的好助手，也
是村里的名人，是景区和村民之间的重
要纽带。我们也将一如既往地帮助本地
发展经济，借助海南建设自贸区（港）的
机会，竭尽所能办好‘旅游+’，更好地帮
助当地村民发展致富。”程天富说。

（本报保城5月21日电）

凭借努力和勤奋，昔日“穷小子”吉贵奋斗成为5A级景区总经理：

“自己富了，就该带动村民一同致富”

农村穷小子，景区总经理，两个
相 差 悬 殊 的 身 份 怎 么 才 能 有 效 转
换？曾经的贫困村民吉贵，用他的亲
身经历证明，连接两者的关键因素，
就是勤劳肯干、自强不息。这一优良
美德正是我们战胜贫困、革新自我的

重要法宝。
透过吉贵的事例，我们可以看出，贫

困只是暂时的，并非一成不变，若想实现
由贫穷向富裕的转化，就要牢固树立“我
要脱贫”的坚定志向。其间，政府的外部
帮扶固然重要，但外力只有借助内力才

能起作用，因此，摆脱贫困，必须涵养强
大的内生动力。

有了坚定的志向，就要积极求知
识、长本领，“志”“智”兼具，定能脱贫
致富，成就更美好的生活。不过，需注
意的是，脱贫需要一个过程，无论是立

“志”，还是求“智”，万不可半途而废、
浅尝辄止。

人穷不能志穷

2018年初，吉贵（左二）给槟榔谷景区周边村民送米、油等，送去新春的慰问。
通讯员 雷强 摄

本报海口 5月 21日讯 （记者赵
优 通讯员胡璐）“老挝—海南旅游推
介交流会”今天在海口举行，海南、老
挝两地的旅行商达成合作协议，将共
同促进两地间经贸及旅游业的交流
合作。据悉，来自老挝民航局、新闻
文化与旅游部的官员以及旅行商还
将前往海口、陵水、三亚等市县考察
旅游资源。

省旅游委相关负责人表示，老挝
万象、琅勃拉邦至海口的直飞航线，为
海南和老挝多领域合作带来新的机遇，
对拓宽海南与老挝的经济合作及推动
琼老旅游业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
义。老挝新闻文化与旅游部旅游推广
司副司长森索达表示，旅游业是老挝第

二大产业，2017年，老挝旅游客流量
400万人次，其中中国游客占60万人
次。为大力发展旅游业，老挝政府推出
了一系列优惠政策，中国是享受老挝落
地签政策的国家之一。

据了解，从2017年1月老挝万象
和琅勃拉邦至海口直飞航线航班开通
至今，承载乘客2.1万余人次，其中外
籍游客2697人次。老挝万象和琅勃拉
邦至海口直飞航线的顺利通航，为两地
友好往来提供了便利，促使老挝对海南
旅游有了更加深入的认识，有助于推广
海南的旅游品牌形象，为海南入境游带
来新发展、新动力，进一步推动海南与
老挝在旅游方面的深化合作关系，促进
两地旅游共同发展。

老挝旅行商考察海南
推动两地旅游交流合作

本报海口5月21日讯（记者杨艺
华 通讯员王鸿毅）记者今天从省商务
厅获悉，经过为期两周的学习、交流与
考察，菲律宾巴拉望省20名政府官员
日前从我省举办的“2018菲律宾公共
政策研修班”顺利结业。据悉，该研修
班为我省首个专门针对菲律宾政府官
员举办的援外培训项目。

2017年7月，我省政府代表团出
访菲律宾、印度尼西亚，开展外事、侨
务、商务洽谈、产业调研等活动。期间，
我省与巴拉望省结为友好省份，应菲律

宾巴拉望省省长阿尔瓦莱兹提议，
2018年为其举办政府人员公共政策培
训班。

“2018年菲律宾公共政策研修班”
为学员开设了《中国国情》《中国政治经
济公共政策解析》《中国财政相关的公
共政策解读和分析》等课程，较为全面
地向研修班学员介绍了中国公务人员
能力提升方面的情况和成功经验。

学习期间，学员们参观考察了上
海、苏州、三亚、陵水等地，实地感受了
中国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取得的成果。

我省举办“2018年菲律宾
公共政策研修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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