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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丽乡村发展大会
2018年9月28日—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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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海口9月13日讯（记者周
元）9月13日上午，省委书记刘赐贵
来到省环境科学研究院、省生态环保
厅调研我省生态环境保护建设情
况。刘赐贵要求，深入贯彻落实习近
平总书记对海南生态环境保护建设
的一系列重要讲话和指示精神，对标
世界生态环境一流地区，进一步增强
责任意识、忧患意识，以对历史、对人
民负责的态度和担当，确保海南生态
环境只能更好，不能变差，精心呵护
好海南这片青山绿水、碧海蓝天。

在省环境科学研究院，刘赐贵走
进实验室与工作人员亲切交流，了解
实验设备、科研人员配置，以及我省
大气、水体、土壤等监测分析和信息
公布等情况。刘赐贵说，环境质量监
测是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的基础，要着
力建设领先水平的环境监测站，以优
秀人才和先进设备为依托，及时、准
确掌握海南生态环境第一手资料和
数据，为党委政府决策服务、为百姓
工作生活服务。

在院内的省环境空气质量预报
预警中心，一块块电子屏幕正滚动显
示着我省各站点最新的大气监测数
据。刘赐贵详细听取了我省PM2.5

监测分析，他指出，在准确监测数据
的基础上，要注重科学分析造成我省
大气污染的自身原因和外部客观因
素，合理制定工作目标和应对举措，
更好推动问题的解决。

随后，刘赐贵在省生态环保厅主
持召开座谈会，听取我省落实习近平
总书记“4·13”重要讲话和全国生态
环境保护大会精神情况，以及大气污
染防治、中央环保督察反馈问题整改
情况。与会人员围绕科学制定环保
目标、加强环保区域联动、防治农业
面源污染、强化规划引领等发言，提
出建议和下一步工作计划。

刘赐贵强调，良好的生态环境
是海南发展的最强优势和最大本
钱，与海南百姓的生活息息相关，再
怎么强调都不为过。我们要牢记习
总书记的嘱托，坚持海南的生态环
境只能更好，不能变差，清醒认识海
南生态文明建设的重大责任和紧迫
任务，着眼长远，以对人民、对历史
高度负责的态度，以问题为导向，采
取有力措施，努力把最强优势和最
大本钱守护好、发展好，让全省乃至
全国人民共享优良生态环境带来的
福祉。

刘赐贵具体提出五个方面要求，
一是要进一步提高认识、凝聚共识。
要加大信息公开力度，让各级各部门
领导干部随时掌握环境监测数据，提
高保护生态环境的使命感、紧迫感。
要全面普及生态环保知识，让更多老
百姓知晓，形成全民监督、全民保护
生态环境的良好氛围。二是要根据
自由贸易试验区和中国特色自由贸
易港建设的新形势和目标要求，进一

步完善相关法规制度，优化“多规合
一”，健全绿色GDP考核体系，引导
全省党员干部树立正确的政绩观，更
好推动高质量发展。三是要坚持问
题导向，以制度创新为核心锐意改

革，切实解决城市、农村生态环境治
理的现实问题。四是各有关部门负
责人必须严格把好生态环境质量
关。任何影响生态环境的项目，即使
再多税收也坚决不上。五是要整合

资源，统筹管理，建设全省环境监测
“一张网”。

省委常委、秘书长胡光辉，副省
长刘平治，以及省有关部门主要负责
人、有关专家参加调研。

刘赐贵调研我省生态环境保护建设情况时要求

确保海南生态环境只能更好不能变差
本报临城9月13日电（记者刘操 通讯员符总）9

月10日至13日，省政协主席毛万春率队到临高县就
生态环境保护、临高在海南自由贸易试验区和中国
特色自由贸易港建设中的思路及定位等课题开展综
合调研。

结合自贸区自贸港建设，毛万春一行先后来到临
高角解放公园、后水湾海丰公司深水网箱养殖基地、新
盈湿地公园、临高金牌港开发区等地实地考察，每到一
处，毛万春都与有关负责人共商推进项目建设的举措
和思路，明确项目建设中应关注的重点问题。毛万春
一行还来到道德老村、金波村、凤雅村、布佛村等乡村
调研脱贫攻坚、美丽乡村建设等情况。

9月12日晚，在同临高干部座谈时，毛万春指出，
临高经济社会发展呈现出好态势、好气势、好趋势，干
部精神面貌好。临高广大党员干部要以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按照习近平总书记

“4·13”重要讲话、中央12号文件和中央领导同志有关
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的要求，结合实际创造性地抓落实，
积极推动临高在海南自由贸易试验区、中国特色自由
贸易港建设过程中作出贡献。

毛万春强调，临高要按照以旅游业为主导产业的
定位，抓好重点产业发展。要对标5A景区的标准，按
照省委、省政府的具体要求推进全域旅游；要用足生态
优势抓好特色旅游，在生态文明建设上做示范，做好秸
秆焚烧综合利用、气代柴，解决烟花爆竹燃放等问题；
要抓全方位旅游， 下转A02版▶

毛万春到临高县调研时强调
抓重点 举亮点 解难点
在海南自贸区自贸港
建设中作出贡献

本报海口9月13日讯（记者金昌波）9月13日下
午，省委副书记、省打赢脱贫攻坚战指挥部指挥长李军
到南海网调研，研究推进网络社会扶贫工作。

在南海网，李军察看了微商平台，了解海南特色农
产品销售方式和情况，与工作人员探讨如何更精准地
为贫困户服务。随后召开专题座谈会，研究创新网络
扶贫工作。会议观看了海南省社会扶贫网帮扶对接平
台功能演示，听取了有关部门汇报网络社会扶贫工作
设想。与会人员展开深入讨论，提出意见建议。

李军指出，创新“互联网+扶贫”模式，搭建点对点
的精准帮扶平台，是进一步整合社会资源，动员更多爱
心人士、社会力量参与海南精准扶贫的有效措施和载
体。要支持南海网进一步强化创新意识，优化设计，突
出重点，提高网站的便捷性和实效性，真正把贫困户的
需求和爱心人士、企业的帮扶资源有效对接起来。要
遵循网络规律，辅之以必要的行政手段，把基层一线帮
扶责任人的作用充分发挥出来，规范信息发布，加强信
息审查，确保帮扶信息真实有效。要把慈善行为、道德
行为和投资行为、消费行为、经济行为结合起来，进一
步精准聚焦、明确定位、拓展功能，把海南社会扶贫网
站打造成海南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的一大亮点。有关
部门要明确责任、分工协作，组织策划实施好网站筹建
工作，确保在今年中国扶贫日前上线运行。

省有关部门和单位负责同志，海南日报社、海南广
播电视总台、南海网、天涯社区等媒体单位负责人参加
会议。

李军到南海网调研
强调创新网络扶贫方式

本报海口9月13日讯（记者梁
振君）省发展改革委9月13日公布了
首批拟向民间资本推介重点领域项目
的相关信息。首批项目共有4个，总
投资29.5亿元。

这4个项目分别是：农村污水处
理工程（二期），项目类型为新建，建
设地点位于屯昌，主要建设内容为
495个农村污水处理工程及配套设
施，总投资3.8亿元。文昌市生活垃
圾焚烧发电厂（扩建）二期工程，主要

建设内容为新建一座处理规模为
600吨/天、汽轮发电机容量12兆瓦
的垃圾焚烧发电厂，总投资 3.7 亿
元。三亚市主城区停车设施工程项
目，建设地点在三亚天涯区、吉阳区，
主要建设内容为三亚主城区范围内
建设8000个立体公共停车位，总投
资13.8亿元。定安县城乡供水一体
化新竹、龙门、麻罗岭供水工程，建设
地点位于定安县新竹镇，主要建设内
容为供水总规模为6.7万立方米/天，

总投资8.2亿元。
有意参与这4个项目建设的民间

资本可直接与省发展改革委联系洽谈
合作。联系人：林道生。联系电话：
0898-65301933。

省统计局披露的数据显示，2018
年 1- 7 月 ，海 南 民 间 投 资 完 成
1228.61亿元，同比有所下滑。我省
民间投资主要集中在房地产，交通运
输、仓储和邮政业及水利、环境和公共
设施管理业三个行业中。

我省公布首批拟向民间资本推介重点领域项目,总投资29.5亿元

民间资本 海南4大项目欢迎来投资

公 告
海安长城实业有限公司2018年8月19日9:30在

海口星海湾豪生大酒店阿拉斯加会议室召开了临时股
东会，股东会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公司法若干
问题的规定（三）》第十七条“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未履
行出资义务或抽逃全部出资，经公司催告缴纳或者返
还，其在合理期间内仍未缴纳或者返还出资，公司以股
东会决议解除该股东的股东资格，该股东请求确认该解
除行为无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的规定，作出了股东
会决议，解除了本公司股东李景欣的股东资格，该股东
会决议已生效，现李景欣已不是海安长城实业有限公司
的股东。李景欣今后以本公司名义发表的任何声明均
属无效，其做出的任何行为，均与本公司无关，由其自行
负责。特此公告！

海安长城实业有限公司
2018年9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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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海口9月13日讯（记者孙
慧 叶媛媛 通讯员邹小和）据气象部
门预报，今年第22号台风“山竹”将
于9月15日移入南海海面，有可能
对海南产生影响。9月13日，省委书
记刘赐贵、省长沈晓明就防风工作分
别作出批示，要求各有关市县、部门
高度重视，提前做好防御部署，确保
人民生命财产安全。

刘赐贵在批示中指出，省三防指
挥部要与气象部门密切关注“山竹”
台风路径及影响，及时预报，防台风
工作提前部署，措施提前到位。各市
县党政一把手要亲自部署，坐镇指
挥；各相关部门要履行各自职责，动
员社会各方面力量共同将灾害损失
降到最低限度，以实际行动践行习近
平总书记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确保

人民生命财产安全。
沈晓明在批示中说，当前防台防

汛形势严峻，在积极应对“百里嘉”的
同时，全省政府系统各级各部门要充
分认识超强台风“山竹”对我省带来
的影响，要有最坏的打算，做最足的
准备，以最小的损失赢得防御和抗击
台风的胜利。要开展重要道路、电网
沿线树枝的修剪，提前调度储备蔬菜

等民生物资，抓好水库、渔船、工地、民
房、道路、山体、高空悬挂物等领域安
全隐患排查，并抓好台风跟踪预警、
强化供电保障和公众信息发布等各
项工作。

据气象部门预报，台风“山竹”将
于9月15日凌晨到上午登陆或擦过
菲律宾吕宋岛东北部，然后逐渐向广
东西部到海南东部一带沿海靠近，并

可能于16日夜间到17日凌晨在上
述沿海登陆（14-16级，45-52 米/
秒，强台风级或超强台风级），16日-
17日白天对海南有强风雨影响。

海南日报记者从省防总获悉，截
至9月13日19时，全省主要江河站
点水位均在警戒线以下，由于降雨量
不多，水情较为平稳，全省总计已有
23704艘渔船进港避风。

刘赐贵沈晓明就防范台风“山竹”分别作批示

提前做好防御部署 确保人民生命财产安全

本报那大9月13日电（记者傅
人意）“你们刚从非洲来到中国，可
能还没倒好时差吧？如果实在犯

困，课上开开小差也无妨。”9月12
日上午，位于儋州的中国热带农业
科学院一间小教室里，中国热科院
援非农业专家陈松笔一番幽默的开
场白让学员们的疲倦一扫而光。接
下来2小时的全英文课程里，20多
名非洲学员目不转睛盯着幻灯片，
边听边记，不时举手提问。

这是由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举
行的非洲国家木薯生产与加工技术
研修班课堂上的一幕。

“木薯是非洲主要的粮食作物，
可是你们真的认识木薯吗？在中国，
木薯可以用于加工面条、月饼、蛋糕、
粽子等。”讲台上，陈松笔在讲解木薯
的加工产业链。讲台下，有学生点头

赞叹：“原来木薯的花样这么多！”
陈松笔介绍，我们有很多“土方

子”可以帮助非洲国家种植木薯。比
如木薯可以和大豆、玉米套种，让一
块地多几分收获；由于非洲很多国家
土地比较贫瘠，可以使用中国传统的

“火烧土”方法，或用“啤酒糟”沤肥增
加土壤营养成分。 下转A05版▶

洋学员千里迢迢来琼取经种木薯

海南“土方子”成了非洲“香饽饽”
好消息竞赛好消息竞赛

本报抱由9月13日电（记者易
建阳 通讯员罗佳）2018年海南（乐
东）农民丰收节活动将于9月22日—
23日在乐东黎族自治县民族文化体
育广场举行。丰收节以“山海乐东·田
园欢歌”为主题，包含6大板块内容。

据介绍，乐东农民丰收节6大板
块内容分别是首届乐东农民丰收节
开幕式、“田园欢歌”首届乐东农民歌
会、乐东热带农特产品及美食展销
会、趣味游园活动、乐东美丽乡村自
驾之旅等。

农民歌会由各乡镇组织农民歌手
参加，演唱山歌、民歌等群众喜闻乐见
的歌曲，黎族青年歌手阿侬子黎将到
现场演唱助兴。趣味游园活动中，设
置的背媳妇、袋鼠接力跳、赶椰子等项
目也是农民参与度较高的项目。美丽
乡村自驾游活动通过媒体宣传及微信
朋友圈招募，吸引市民游客参与，沿已
有绿道游览乐东美丽乡村、特色小镇。

本次农民丰收节活动由乐东黎族
自治县委、县政府和海南日报报业集团
联合主办，乐东黎族自治县农业局、县
旅游和商务局、县文化广电出版体育
局、县海洋与渔业局、县林业局和海南
日报报业集团全媒体运营中心承办。

海南（乐东）农民丰收节将于
9月22日开幕

6大活动邀您
唱响田园欢歌

新海港区是海口港在建中的轮
渡专业港区，目前新海港二期项目
已基本完工。

据了解，新海港二期项目位于
粤海铁路轮渡南港码头防波堤北
侧，新海港区防波堤内侧，建设8个
1万吨客货滚装泊位及相应的配套
设施，设计年通过能力为汽车100
万辆、旅客600万人次。

图为近日高空俯瞰下的海口新
海港二期项目。本报记者 张茂 摄

新海港二期项目
基本完工

9月13日上午，省委书记刘赐贵赴省环境科学研究院、省生态环保厅调研我省生态环境保护建设情况。图为刘赐贵
在省环境科学研究院实验室与工作人员亲切交流。 本报记者 王凯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