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年6月，省人民政府办公厅正
式发布《海南省道路交通安全专项整
治三年攻坚战工作方案（试行）》，部
署开展道路交通安全专项整治三年
攻坚战工作，将重点实施车辆严管工
程、路面严查工程、生命防护工程、文
明出行工程、信息共享工程、法治保
障工程等六大工程。本报今起推出

“交通安全三年攻坚战进行时”专栏，
报道专项整治工作进展。敬请关注。

交通安全三年攻坚战进行时

“陵水求变”系列报道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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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国际会展中心 DAY

■ 宣言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
的关键一招，也是决定实现‘两个一百
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的关键一招。”习近平总书记用“关键
一招”这个富于中国文化传统而又生
动鲜活的百姓话语，深刻表达出中国
共产党人和亿万中国人民对改革开放
的认识和感悟，宣示了当代中国坚定
不移推进改革开放的信念和决心。正
是靠着改革开放，不断打破束缚思想
的桎梏、扫除阻碍发展的藩篱，我们成
功开启了新的壮阔征程，开创了新的
前进道路，开辟了新的发展空间，古老

而又年轻的社会主义中国走向充满希
望、充满生机的新天地。

（一）

小岗破冰，深圳兴涛，海南弄潮，
浦东逐浪，雄安扬波……40年弹指一
挥间。改革开放的浩荡浪潮，让华夏
神州在“历史的一瞬”翻天覆地、沧海
桑田，即便最大胆的预言家也不会想
象到这个古老的国家“史诗般的进
步”。40年飞跃万重山。改革开放的
浩荡浪潮，让中国融入广阔世界，让世
界发现新的中国，即便是最固执的“西
方中心论”者也不得不承认，中国和世

界已经前所未有地融为有机整体，世
界越来越离不开中国。中国号巨轮
坚定航向，闯险滩、战激流，彻底摆脱
狭小水域的困境，开足马力、劈波斩
浪，胜利驶入崭新而宽广的天地。

人民生活跃进新天地。从 1978
年到2017年，全国城镇人均可支配收
入由343元增加到36000多元，农村居
民人均纯收入由 134 元增加到 13400
多元；基本医疗保险、社会养老保险从
无到有，分别覆盖 13.5 亿人、9 亿多
人；从相对落后的教育水平到跃居世
界中上行列，城乡免费义务教育全面
实现，高中阶段、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分
别达88.3%、45.7%； 下转A03版▶

改革开放天地宽

本报海口8月12日讯（记者况
昌勋）11日上午，省长沈晓明主持召
开新闻媒体座谈会，强调全省政府
系统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闻思
想，做到欢迎、用好、包容、支持和保
护舆论监督，展现出海南开放、自
信、阳光的政府形象，通过舆论监督
促进全面深化改革开放各项工作落
到实处。

座谈会上，海南日报、海南广播

电视总台、南海网等媒体代表从完善
舆论监督工作机制、加强政媒互动、
媒体与政务平台结合等方面提出了
意见和建议。

“政府和媒体是朋友、是伙伴。”
沈晓明说，舆论监督和正面宣传是统
一的，政府工作既需要正面宣传，也
需要舆论监督，犹如一枚硬币的两
面。省政府将成立舆论监督促进小
组，为媒体监督营造良好氛围，让媒

体真正成为政府的眼睛和耳朵，发
挥出“啄木鸟”作用，从而更好地推
动中央和省委、省政府各项决策部
署落地。

沈晓明就加强舆论监督促进政
府工作提出了要求。一是正确认识
新时期政府与媒体的关系。政府要
树立政治意识、责任意识和大局意
识，主动把自己放在被监督的位置，
要有欢迎监督的态度、用好监督推

动工作的策略、包容监督的自信、支
持和保护监督的责任感。二是努力
推动媒体对政府工作的监督。舆论
监督要服务全面深化改革开放大
局，要以问题为导向、针对薄弱环
节，要事实准确、分析客观，要提出
建设性解决办法，要出于公心、着眼
于公共利益。三是不断提高对政府
的舆论监督水平。从事舆论监督报
道的记者要有过硬的政治素质、专

业素质和职业道德；新闻媒体要善
于运用批评报道、内参反映、舆情分
析等多种舆论监督形式。四是积极
谋划好对政府的舆论监督。要长短
结合，久久为功，完善政府接受舆论
监督行为准则，建立政府部门开门
纳谏平台，探索媒体与网上督查室、
12345热线、椰城市民云等政务平
台相结合。

省政府秘书长倪强参加座谈会。

沈晓明主持召开新闻媒体座谈会时提出

通过舆论监督来促进政府各项工作

本报海口8月12日讯（记者叶媛媛 通讯员符晓
虹 郭冬艳）记者12日下午从省气象台获悉，南海热带
低压已于12日14时在广东西部近海加强成为今年第
16号台风。受其影响，12日夜间至15日，我省仍有较
强风雨天气。海南省气象局继续发布台风四级预警。

据监测，南海热带低压已于12日14时在广东西
部近海加强成为今年第16号台风（热带风暴级，未命
名），18时中心位于距离广东省阳江市偏南方向约105
公里，中心附近最大风力8级，风速达到18米/秒。省
气象台预计该台风将在广东西部近海回旋，强度还将
有所加强，并将于14日起转向偏西方向移动，可能于
15日在广东西部到雷州半岛一带沿海登陆。

热带低压在广东西部近海加强为台风

琼岛未来三天将有强风雨

本报海口8月12日讯（记者符王润）第五届诺贝
尔奖获得者医学峰会12日上午在北京举行新闻发布
会，记者从峰会主办方之一的海南省卫计委获悉，此届
峰会将于9月7日至9日在海口举办。

此届峰会主题为“肿瘤创新治疗的前沿与方向”，围
绕全球肿瘤治疗领域的创新课题，交流探讨中外医疗领
域最新研发成果，并设中美院士论坛、国际肿瘤研究高
峰论坛、中医肿瘤论坛、区块链技术与医疗健康产业论
坛、人文与科学论坛等数个论坛，同期还将召开国际生
物医药项目对接洽谈会、“诺奖之星”颁奖仪式等活动。

届时，阿龙·切哈诺沃（2004年诺贝尔化学奖获得
者）、约翰·格登（2012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获得
者）、爱德华·莫索尔（2014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
获得者）、约翰·奥基夫（2014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
奖获得者）、阿达·约纳特（2009年诺贝尔化学奖获得
者）5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将与中外院士共同参会。

诺贝尔奖获得者医学峰会是医学科学技术年度盛
会，在国家卫计委、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中国科学技术协
会等部门和单位的大力支持下，已在中国成功举办4
届。通过“诺贝尔奖获得者医学峰会”“诺奖中国行”“诺
奖大师公开课”“诺奖之星”评选等一系列活动，搭建起
世界顶级人才的学术科技交流平台。

此次峰会由中华中医药学会、中国科协国际科技
交流中心、海南省卫计委与海南省商务厅等主办。

诺贝尔奖获得者医学峰会
将于9月在海口举办
5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将参会

■ 本报记者 苏庆明 杜颖
郭畅 李艳玫 通讯员 陈思国

“转型升级”——对于陵水黎族
自治县而言，从未像今天这样迫切。

事物的发展，贯穿着历史的辩
证法。如果说肇始于十多年前的

“三湾”房地产大开发对陵水是一次
成功的输血，那么，陵水今天要做
的，就是打破“房地产依赖症”，来一
次大换血。

越发严格的房地产调控，推动经
济高质量发展，建设海南自由贸易试
验区和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加快建
设美好新海南……新时代赋予海南
新的历史使命，也对海南县域经济社

会发展提出更高要求。
扭转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局

面，提升人民群众的获得感，践行创
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
理念，一场“求变”的探索正在陵
水展开……

“陵水突围”后又遇困局

“房地产让陵水赚了第一桶金，
改变了积贫积弱的局面，如今却在一
定程度上成了发展的桎梏。”回忆起
十多年前开始的“三湾”开发，曾是当
年服务者与见证者的一位陵水干部
感慨。

“三湾”，指的是陵水沿海的香水

湾、清水湾、土福湾。对它们的开发，
实现了“陵水突围”“陵水崛起”。

多年来，陵水经济发展缓慢，一
度被戏称为“全国唯一沿海国家级贫
困县”。从2005年起，陵水县政府回
收“三湾”6.8万亩闲置土地，引进与
旅游业关联较紧的房地产大企业开
发“三湾”资源。2006年，雅居乐与
陵水签订协议，决定成片开发清水湾
1.5万亩土地，由此拉开“大公司进
入、大项目带动”的“三湾”房地产开
发新一轮序幕。

一栋栋楼盘迅速崛起，“三湾”面
貌发生巨大转变。在其带动下，陵水
经济蒸蒸日上，县财政收入从2007
年前的三四千万元一路攀升，在
2011年突破16亿元，并从此稳居海
南地财收入前三甲，顺利摘下“国家
级贫困县”帽子。一时间，“陵水突
围”“陵水崛起”“陵水经验”等词汇频
频见诸报端。

但“陵水突围”后亦有困局。多
年来，房地产开发投资在陵水全县固
定资产投资占比维持在三分之二以
上水平，有的年份高达八至九成。“县
财税收入对房地产的依赖度在八成
五以上，海南其他市县没有这样高

的。”陵水财政局局长邓奇文坦言。
经济对房地产依赖度高，也意味

着其他产业没有发展壮大起来。有
分析指出，陵水“除了房地产，其他产
业缺少重量级龙头企业。”产业基础
的薄弱和不合理，反映在经济指标上
是，陵水GDP（地区生产总值）至今
并未取得与财政收入相匹配的地位，
在全省排名中游。未能充分均衡发
展的经济，亦导致陵水城乡居民收入
迟迟未赶上全省平均水平。

中央12号文件提出，海南建设
用地总量在现有基础上不增加。省
委、省政府落实中央决策部署，明确
提出“海南不做房地产加工厂”。

房地产“打喷嚏”，陵水就“感
冒”。今年上半年，房地产开发投资
下滑，导致陵水固定资产投资下降，
GDP仅增长1.1%。而房地产销售下
滑对陵水财政的负面影响也开始显
现。陵水经济，到了非寻求新动能不
可的时刻！

但大象转身，路在何方？
习近平总书记“4·13”重要讲话

中指出，海南要坚决贯彻新发展理
念，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在推动经
济高质量发展方面走在全国前列。

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省委、
省政府及时给包括陵水在内的12个
市县“松绑”，取消对其GDP、工业、
固定资产投资的考核，建立更加全面
科学的考核体系。

海南现代管理研究院院长王毅
武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指出，严格的房
地产调控，让海南必须尽快寻找新的
经济增长点。

是压力，也是动力；是要求，也是
航向。陵水县委书记麦正华说：“陵
水经济产业结构的失衡、存在的民生
短板，就是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
题。我们必须以壮士断腕的决心和
勇气转变发展方式，以更加科学的谋
划，推动经济社会发展转型升级！”

产业民生的双向“求变”

陵水调优产业结构的策略，非成
于一夕。

2016年11月，中共陵水县委第
十四次代表大会提出，要重点发展“六
大产业”：文化旅游服务业、热带高效
农业、互联网产业、医疗健康产业、高
端房地产业、海洋产业，解决房地产

“一业独大”问题。 下转A04版▶

破解“房地产依赖症”谋划产业转型升级 力补民生发展短板

陵水求变
编者按 变中求新、变中求进、变中突破。省委、省政府深入贯彻落实习近

平总书记“4·13”重要讲话和中央12号文件精神，推进海南自由贸易试验区和中
国特色自由贸易港建设工作以来，海南迈开脚步，努力摆脱房地产依赖，转变经
济发展方式，推进产业结构优化，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
发展。海南日报从8月12日起推出观察性报道“陵水求变”系列稿件，从县域经
济、产业结构、旅游发展、社会民生等多个层面剖析陵水正在发生的变化，以此
折射面对新使命、新要求，我省奋进求变的思路、举措和探索。敬请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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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海口8月12日讯（记者良
子）记者12日从省安委办获悉，自今
年6月全省开展道路交通安全专项整
治三年攻坚战以来，交通事故起数、
死亡人数逐步下降。7月份，全省共
发生简易程序处理的交通事故4674
起；一般程序处理的道路交通事故
121起，死亡48人，受伤136人，同比

分别下降46.7%、42.2%、51.9%。
为深入开展全省道路交通安全

专项整治三年攻坚战，公安、交通、公
路等相关部门首先做好强化源头治
理，加大对客货运源头的安全监管力
度，及时消除安全隐患。加强联合执
法，加大对非法改装、拼装机动车辆
的专项整治力度。对在联合检查、执

法中发现非法改装、拼装情形的，一
律强制恢复原状；对购买非法拼装、
改装机动车或非法拼装、改装机动车
的运输企业，从事非法拼装、改装和
承修报废车的机动车维修企业，坚决
依法顶格处罚；对非法改装、拼装车
辆上路行驶且已达到报废标准的车
辆，一律依法收缴，强制报废。

省安委办相关负责人介绍，自我
省开展道路交通安全专项整治三年
攻坚战以来，全省公安系统共查处
158万余起道路交通违法行为，其中
现场查处45万余起；交通运输系统
共查处违法违规行为1462起；农业
系统教育和查处拖拉机道路交通违
法行为3000余台次。

强化源头治理 加强联合执法

我省7月道路交通事故大幅下降

8月12日，海口市凤翔湿地公
园生态科普馆开馆，吸引众多市民
前来参观图片展览。据介绍，该科
普馆聚焦保护和修复两大主题，分
为科普窗、迈步廊等9个区域。每
天16时至20时对外开放，其余时
间市民可预约进入参观。

文/本报记者 计思佳
图/海报集团全媒体中心记者 汪承贤
(更多海口美舍河报道见A05版)

海口凤翔湿地公园
生态科普馆开馆

预计12日夜间至15日
琼州海峡和海南岛东部海

面风力7至8级、阵风9级
北部湾海面、海南岛南部

和西部海面风力6级、阵风7级
西沙、中沙和南沙群岛附

近海面风力6级、阵风7至8级

预计12日夜间至13日
海南岛北部、东部和西部

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
中部和南部地区有中到大雨

14日，东北部地区有大雨
到暴雨，其余地区有小到中雨、
局地大雨

15日，北半部地区有大雨
到暴雨，南半部地区有阵雨或
雷阵雨

制图/陈海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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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郎送到后排山，夫妻离别泪洒洒。

欲问侬泪流多少？眼汁滴路滑难行。

送郎送到青草坡，手捻草尾记心上，

草如无心草也死，人欲反良命不长。

送郎送到码头分，眼看船去心更闷，

郎你去番欠忆侬，常回书信问冷暖。

琼侨歌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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