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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6日—9日
海南国际会展中心 DAY

新华社北京8月25日电 国家主
席习近平8月25日同伊拉克共和国
总统马苏姆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
60周年。

习近平在贺电中指出，中伊建交
60年来，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两国关
系保持良好发展势头，各领域合作稳
步推进。2015年两国宣布建立战略
伙伴关系，开启了中伊友好新篇章，为
两国关系带来更多新机遇。我高度重

视中伊关系发展，愿同你一道努力，以
两国建交60周年为契机，在共建“一
带一路”框架下加强发展战略对接，开
展互利合作，深化两国战略伙伴关系，
更好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

马苏姆在贺电中表示，近年来伊
中两国关系显著发展，经贸合作取得
巨大进步。伊拉克愿全方位拓展两
国关系，造福友好的两国人民，促进
两国和地区的安全、和平与发展。

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同伊拉
克总理阿巴迪也互致了贺电。李克
强在贺电中说，中方愿同伊方一道，
不断巩固两国传统友好，深化共建

“一带一路”框架下的互利合作，更好
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

阿巴迪在贺电中说，伊方愿不断
巩固两国关系，提升合作水平，并拓
展新的合作领域，以实现双方的共同
利益与期待。

中伊建交60周年

习近平同伊拉克总统马苏姆互致贺电
李克强同伊拉克总理阿巴迪互致贺电

海南首期小客车摇号今天15时启动

扫码看小客车摇号直播
本报海口8月25日讯（海报集团全媒体中心记

者陈丽娜）海南省首期小客车增量指标配置仪式将于
26日15时在海南日报新闻大厦三楼演播室举行。南
海网PC端、南海网客户端、南海网官方微博将同步进
行网络视频直播。

据了解，海南省首期参与小客车增量指标配置总
有效编码数42918个，其中个人有效编码数41816个
（摇号有效编码：41264个，排号有效编码：552个），单
位有效编码数1102个（摇号有效编码：1039个，排号
有效编码：63个）。

首期将配置个人普通小客车指标3.3万个，单位
普通小客车指标850个；个人新
能源小客车指标560个，单位新
能源小客车指标70个。

本次摇号按照个人普通小客
车、单位普通小客车分组依次进
行摇号。个人新能源小客车、单
位新能源小客车分组依次进行增
量指标排号配置。

我省将在3至5年内重点培育
200家“专精特新”中小企业

本报海口8月25日讯（记者王培琳 通讯员唐雪
珂）海南日报记者从25日由省工信厅主办、省中小企
业服务中心承办的“专精特新”中小企业专题培育会上
获悉，我省将在3-5年时间内筛选出500家中小企业
进入“专精特新”培育后备库，并选出200家进行重点
培育，着力打造一批在产品、技术、市场管理等各方面
拥有市场竞争力的中小企业。

据介绍，“专精特新”专题培育是为进一步鼓励我
省中小微企业创新转型升级，增强自主创新能力，走专
业化、精细化、特色化、创新型发展之路而举办的。“专
精特新”培育企业由企业自愿申报，最终经由中小企业
主管部门审核确定。

在接下来2至3个月的时间内，我省将持续举行5
场专题对接会，对培育企业进行项目对接，并持续搜集
中小企业的发展需求，邀请国内各相关行业、领域专家
对培育企业进行30次左右的“一对一”帮扶，并为“专
精特新”培育企业提供普惠政策、资金支持等各项服
务，助力中小企业走上“专精特新”之路。

海大学子李伟获
中国青少年科技创新奖

本报海口8月25日讯（记者陈蔚
林）海南日报记者从海南大学获悉，
24日在北京召开的第十一届中国青
少年科技创新奖颁奖大会上，海南大
学学生李伟获得第十一届中国青少年
科技创新奖。

李伟是海南大学机电工程学院
2014级本科生，担任致远班党支部副
书记、团支书兼班长，现已推免至北京
大学攻读硕士学位。在校期间，他在
创新创业竞赛中获国家级奖项10项、
省级奖项9项，授权国家专利20项，
作为第一作者发表论文3篇，参与2
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主持或参
与多项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
目，参与3家企业项目研发设计。他
带领团队研发的自动剥椰取汁一体机

“开椰壹号”曾被海南日报等多家媒体
报道。

据了解，中国青少年科技创新奖
是由共青团中央、全国青联、全国学
联、全国少工委共同设立的。

三亚9月起实行
商品房限时网签
当月销售当月网签，
逾期不再办理

本报三亚 8月 25日电（记者林
诗婷）25日，三亚市住建局发布《关
于规范新建商品房<商品房买卖合
同>网签备案管理的通知》（以下简
称《通知》），明确自9月1日起实行
限时网签，即当月销售当月网签，加
大对违法违规销售行为的处罚力
度，进一步贯彻落实国家及省、市房
地产调控政策要求，维护百姓的合
法权益。

《通知》明确要求，房地产开发企
业取得商品房预售许可证后，必须将
相关证书、房源信息及合同范本等在
售楼处明显位置进行公示，并按照向
物价部门申报的一房一价向社会公开
销售全部房源，严禁囤积房源、捂盘惜
售。同时，已取得《商品房预售许可
证》的项目，开发商应在今年9月10
日前将已销售未网签房源统计表及认
购协议和付款凭证报送至三亚市住建
局房产信息中心，逾期不报送的，按未
售房源处理。

关于商品房网签方面，三亚还对
网签备案时限等方面提出具体规定。
其中，三亚将于9月1日起实行限时
网签，即当月销售当月网签。每月1
日至25日，开发商应向三亚市住建局
房产信息中心提交当月销售房源网签
备案资料，审核通过后，予以网签（25
日至31日后销售的，可在下月申报），
严禁滞后网签，如未能在限期内按要
求提交，不再受理。

扫码看摇号直播

■ 本报记者 易宗平

鹿回头，流传着美丽动人的爱情
故事，使“鹿城”成为三亚富有浪漫色
彩的别名。

如今的鹿回头更加绿意葱茏，
2017年建成的鹿回头滨河公园，绿
地面积达15.59万平方米。“前些年
我慕名来过鹿回头，这次故地重游，
绿意盎然的景象让我很惊喜。”8月
25日，来自湖北的游客欧与应笑着
说道。他转身摁下相机快门，定格一
幅幅美景。

随着三亚的绿地面积逐年递增，
像鹿回头滨河公园这样的新景点还
有不少。自2017年上半年打响“绿
地保卫战”以来，该市对公众开放了
名花公园、月川体育公园、白鹭公园
湖心岛等11处公园绿地。

美丽公园的背后，是艰辛的付
出。在“绿地保卫战”中，三亚市园林
环卫等多个部门组成的工作专班，不
厌其烦地向企业、市民宣讲法律法
规，对恶意阻挠者予以坚决打击，维
护最广大人民群众的长远利益。

“坚定的行动源于深刻的认识，要

强化生态文明建设，把社会文明和生态
文明有机结合起来。”省委常委、三亚市
委书记严朝君表示，三亚的生态环境只
能更好、不能变差，只有保住了生态环
境，才能保住三亚发展的最大本钱。

正是为了“保住三亚发展的最大本
钱”，该市着力构建“大绿化”格局——

持续开展“绿地保卫战”。“要像
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让公
园、绿地实现‘还绿于民、还景于
民’。”三亚市园林环卫管理局局长张
作壮说，目前全市已建成公园绿地
435.09 万平方米，在建公园绿地
169.38万平方米，未来2-3年拟建公
园绿地458.98万平方米。

铁拳守护生态公益林。三亚对
护林员队伍实行“优胜劣汰”，确定
269名护林员巡护着73万余亩生态

公益林基地。由于巡护到位，2017
年以来全市及时查处毁林刑事案件
35宗、行政案件24宗。

推进山体生态修复。2017年以
来，该市投资7800多万元，对重要交
通沿线景观带的17个废弃矿山开展
生态修复，已有15个矿坑完成修复，
2个矿坑修复工程进入收尾阶段，治
理复绿总面积达23.5万平方米。今
年该市新开工3个山体修复项目，并
采用自然恢复工艺复绿7个山体，年
内新增复绿面积7.3万平方米。

打造森林公园和湿地公园。三
亚市凤岭诺丽热带森林公园规划总
面积1210.2公顷，将发展森林养生、
观光、休闲等生态旅游。三亚河国家
湿地公园总投资约8亿元，全流域保
护面积1843.24公顷，今年底开工建

设，将于2020年建成。
事实上，对于全市森林覆盖率已

接近70%的三亚，环境综合治理也是
“大绿化”的一项重要课题。

数据显示，2017年至今，该市持
续开展生态环境六大专项整治，使

“双修”更加深入：拆除违法建筑
211.3万平方米；实施3宗河道整治
工程、2宗水系连通工程，新建或扩
建4座污水处理厂，新增13座移动
式污水处理站；消除了8条水体黑臭
现象，18个监测断面水质达标率整
体提升。

三亚市长阿东表示，三亚将着力
打造“双修”升级版，牢固树立“绿水青
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当好全省
环境保护和生态文明建设的排头兵。

（本报三亚8月25日电）

三亚着力打造“双修”升级版，强化生态环境综合治理

“大绿化”为山水增绿添彩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指引下 ——新时代新作为新篇章

本报海口8月25日讯（记者况
昌勋）25日下午，省长沈晓明率队巡
查南渡江澄迈至海口段，调研非法
采砂专项整治工作情况。他强调，
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
批示精神，结合中央巡视、中央环保
督察反馈问题整改工作，举一反三，
全面深入打击非法采砂行为，尽快
修复江河岸线生态环境，同时建立
健全长效机制，强化常态化管理，拓
宽砂源增加有效供给。

沈晓明先后来到澄迈县大城坡

村昌茂砂场、海口市东山镇建及砂
场，听取了海口市、澄迈县和省直有
关部门关于打击河道非法采砂行
为的工作汇报，仔细查看采砂点整
改及生态环境修复情况，详细了解
相关职能部门对采砂点的监管工
作。他还登上冲锋舟，巡查南渡江
瑞溪至永发段沿岸非法采砂点取
缔情况，了解澄迈县南渡江疏浚工
程项目。

调研中，沈晓明对打击非法采
砂行为提出了要求。一是全面深入

打击非法采砂行为。要做到全覆
盖、零容忍，发现一起打一起，着重
打击非法采砂中的涉黑涉霸势力，
深挖背后的“保护伞”，依法从严从
重公开惩处。二是强化常态化管
理。要加强河流、湖泊、水库、滩地、
林地、耕地和道路运输管理，防止出
现新的非法采砂点；同时加强对合
法砂场的监管，建立健全监管制度
和流程，严格落实生态环境保护等
措施，推动河道采砂依法依规、规范
有序。三是尽快修复被破坏的江河

岸线。要制定相关计划，加强技术
指导，做好平坑、固砂工作，因地制
宜增加植被覆盖，做好岸线生态修
复，把南渡江建设成人人向往的旅
游目的地。可以将澄迈县大城坡村
昌茂砂场作为采砂点生态修复示范
点。四是拓宽砂源供给渠道。要科
学布局河砂源点，探索机制砂和海
砂淡化，研究从境外引进的可行性，
增加建筑用砂有效供给。

省领导张琦、刘平治、范华平参
加调研。

沈晓明在巡查南渡江调研非法采砂整治工作时要求

全面深入打击非法采砂 标本兼治确保有效供给

8月24日，松涛水库南丰库区水量丰沛。受益于连日降雨，松涛水库迎来丰水期，水位由8月初
的184.32米上升至目前的188.83米，库容也由19.37亿立方米上升到24.48亿立方米，为我省城市
供水、工业和农业用水提供了充足的水源。 本报特约记者 吴文生 摄

水量丰沛蓄松涛

《新时代琼崖传习所》第八期播出

建设优质服务平台
发挥高校聚才优势

■ 本报记者 陈蔚林 尤梦瑜 王玉洁

8月21日至22日，全国宣传思
想工作会议在京召开，习近平总书
记强调，完成新形势下宣传思想工
作的使命任务，必须以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
神为指导，增强“四个意识”、坚定

“四个自信”，自觉承担起举旗帜、聚
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的使
命任务。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在我省
宣传思想文化单位干部职工中引起
热烈反响。大家一致认为，习近平

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立意高远、思想
深邃、内涵丰富，有很强的政治性、
思想性和指导性，体现了恢弘的战
略视野、深邃的政治考量、强烈的历
史担当，是一篇闪耀着马克思主义
真理光辉的纲领性文件，对做好新
形势下的宣传思想工作具有十分重
大的指导意义。

充分领会新形势下宣传
思想工作的使命任务

谈到下一步贯彻落实工作，省
社科联党组书记、主席钟业昌说，省

社科联、省社科院干部职工将自觉
扛起责任担当，充分发挥社科界理
论优势，不断提升学习、研究、宣传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的深度和广度；通过“海南自贸大
讲坛”“琼州流动大学堂”等平台，创
新理论宣讲和社科普及形式，努力
打通党的创新理论到达基层、到达
群众的“最后一公里”，推动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
人心；持续组织开展相关课题研究，
推出系列有深度、有分量、有说服力
的研究成果，为海南自由贸易试验
区和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建设建言

献策，提供智力支持。
“省琼剧院将积极贯彻落实习

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鼓励主
创人员深入生活、扎根人民，用心用
情用功抒写伟大时代。”省琼剧院院
长许振程告诉记者，该院持续加强

“讴歌党、讴歌祖国、讴歌英雄、讴歌
人民”的现实题材创作，推出更多无
愧于时代的精品力作。他介绍，该
院近期将加快推进现代琼剧《红旗
不倒》的创作，并计划于明年国庆前
推出，通过讲好在党的领导下琼崖
军民孤岛奋战“23年红旗不倒”的

“海南故事”， 下转A02版▶

奋力写好新时代宣传思想工作新篇章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重要讲话在我省引起热烈反响

国家冲浪队：
海南籍选手占八成

文昌森林公安侦获国家森林
公安局挂牌督办案

一男子无证砍伐
1660棵树被逮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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