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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海口9月29日讯（记者郭
萃）海南日报记者9月29日从海口市菜
篮子产业集团了解到，为保障市民游客
在国庆黄金周期间的购菜需求，该集团
正积极组织菜篮子自有基地生产，做好

蔬菜种植管理，保证国庆期间每日供应
菜心、上海青、小白菜、小芥菜、黑叶白、
空心菜等本地叶菜共1万斤以上。

该集团还紧急从岛内外调运常用
储备蔬菜，国庆前储备调运库存500

吨，包括土豆、菜心、白萝卜、莲花白、
冬瓜、南瓜、生菜等12个品种。此外，
对“一元菜”的品种进行调整，除目前
已有的白萝卜、紫洋葱、南瓜之外，在
国庆期间增加土豆作为“一元菜”，合

计库存约200吨。目前，该集团已和
云南、河北、湖南、山东寿光等地基地
建立产销对接，将根据国庆假期市场
需求情况及时调运蔬菜入岛，保障销
售网点供应充足。

■ 本报记者 李磊

根据省人大常委会2018年监督工作
计划，省人大常委会于2018年9月听取和
审议省人民政府关于十二个重点产业发展
情况的专项工作报告，并就我省互联网产
业发展情况开展专题询问。为了做好此项
工作，省人大常委会组成调研组，于8月下
旬至9月上旬对我省互联网产业发展情况
进行了调研，并形成了关于我省互联网产
业发展情况的调研报告。此次调研活动比
较全面了解了全省互联网产业发展情况，
总结了工作成效，分析了存在的问题，并围
绕相关问题提出了意见建议。

全省互联网产业
去年营收430亿元

调研报告显示，自2015年省委、省政
府确定重点培育发展十二个重点产业以
来，我省互联网产业得到快速发展。截至
2018年6月，全省工商登记注册互联网企
业12020家，其中今年上半年新增3238
家，纳入省工信厅监测的7512家。

全省互联网产业2017年营业收入430
亿元，同比增长33.5%，实现增加值179.55
亿元，同比增长 25.7%，占全省 GDP 的
4.02%；今年上半年营业收入268.1亿元，同
比增长37.3%，实现增加值90.1亿元，同比
增长24.9%，占全省GDP的3.7%。

经过3年努力，我省互联网产业发展
实现“四个一百”突破：全省互联网众创空
间超过100万平方米；产业投资超过100
亿元；引进微软、腾讯、阿里巴巴、华为、中
兴等超过100家国内外知名互联网企业；
2017年营业收入达3000万元的企业超过
100家。

报告指出，近年来，我省加强信息基础
设施建设，互联网产业发展的硬件环境显
著改善。同时，我省互联网产业发展初具
规模，着力打造互联网产业园区、创新创业
基地、众创空间、互联网产业小镇等互联网
产业载体，推出了一系列具有一定竞争力
的政策，不断优化营商环境，加大招商引资
力度。目前全省互联网相关产业园区有4
个，经省工信厅评估的众创空间等载体有
13个。海南生态软件园、海口复兴城互联
网创新创业园已经形成一定规模。海南生
态软件园截至2018年7月底，入园企业数
累计3114家，2018年 1至 7月实现税收
14.34亿元，同比增长76.17%。产业园区、
众创空间等创新创业聚集地吸引了大批年
轻人创新创业。

互联网与实体经济
融合发展

报告中提到，我省互联网产业的一大
亮点便是全省“互联网+”行动。

在“互联网+旅游”方面，我省建成了
海南旅游政务网、海南旅游营销网和全域
旅游监管服务平台，为实现全域旅游监管、

政府信息公开、旅游营销和便民服务提供了
基础和支撑。三亚等市县利用互联网技术，
推进“智慧旅游”，提升了旅游服务水平。

在“互联网+农业”方面，构建了海南
农业大数据服务平台，建成海口石山等13
个互联网农业小镇。农产品电商网络逐步
完善，促进了热带农产品的销售。

在“互联网+交通”方面，推进全省公
路、水路联网售票与电子客票系统、港口预
约排队系统、交通一卡通互联互通等，方便
了群众出行。

在“互联网+流通”方面，推进电子商
务与传统产业深度融合，全省网络交易额
快速增长。

据有关大数据机构统计，2017年我省
电子商务网络交易额为1556.17亿元，同
比增长35.69%，网络零售额为446.82亿
元，同比增长43.84%。经测算，2016至
2018年，全省网络交易额年均增速约为
28%，网络零售额年均增速约为33%。

着力培育
具有竞争力的优势产业集群

报告指出，虽然我省互联网产业总体
态势是好的，但仍存在产业规模偏小，企业
小、散、弱，产业园区集聚效应发挥不充分
等问题。

下一步，海南要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
记“4·13”重要讲话和中央12号文件对海
南互联网产业的发展要求，瞄准互联网、物
联网、大数据、5G等发展趋势，深入研究我
省发展互联网产业的优势和综合条件，着
力培育在国内外具有竞争力的优势产业集
群。如推进“智慧海洋”建设，发展我省的
海洋信息产业集群；加强对龙头企业的培
育，帮助引进知名企业落地；大力引进和扶
持互联网技术创新型企业，以技术研发带
动产业发展；鼓励国内外互联网、物联网、
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创新型企业来海
南设立研发中心。

各级政府和有关部门要进一步加大
对互联网产业的政策扶持力度，加大对互
联网创业项目孵化、市场主体培育、创新
创业平台打造、园区配套等重点领域的资
金扶持。

围绕互联网人才方面，报告建议要针
对互联网产业人才特点，切实帮助人才解
决子女上学、住房等实际困难，为青年人的
创新创业创造较好的生活环境，让人才引
得进、留得住，要利用“百万人才进海南”

“百日大招商（项目）活动”，主动对接国内
优质互联网产业项目，以项目带人才。

同时要大力推进“互联网+政务服
务”，健全完善全省政府服务平台和大数据
分析监控平台，推进“一张网”政务服务。
此外，利用互联网、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
能等技术，建立对人流、物流、资金流、信息
流的监管平台，支持监管模式的创新和风
险防控体系的建设，助力海南自由贸易试
验区和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建设。

（本报海口9月29日讯）

省人大常委会关于我省互联网产业发展
情况的调研报告建议

聚焦互联网产业趋势
培育优势产业集群

广告

公 告
海南祥隆船务有限公司的控股股东海安长城

实业有限公司2018年8月19日9:30分在海口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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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南祥隆船务有限公司

2018年9月30日

行政事业单位国有房产使用权
拍卖公告

受金华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委托，本公司将于2018年10月12
日（星期五）上午10时在金华市双龙南街858号财富大厦（行政服务
中心大楼）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四楼拍卖厅，向社会公开拍卖：

位于海南省陵水黎族自治县椰林镇新丰北路与滨河南路二横路交
叉口金华市南繁科研楼5年租赁使用权，房产建筑面积约996m2(一楼
约750m2，二楼约246m2)，起拍价17.352万元/年，保证金20万元。

报名、咨询、展示时间、地点：即日起至2018年10月11日下午4
时止，在本公司（金华市婺州街76号5楼）办理竞买报名手续，届时请
携带有效证件及保证金交纳银行回单，保证金户名：金华市拍卖有限
公司；开户行：金华银行文创支行；账号：130622620001498，未竞得
拍卖标的者保证金全额退还（不计息）。

本次租赁的房产不得生产经营娱乐、危化、餐饮、殡葬行业。
联系电话：0579-82397134、82067189、13306790525
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网址：www.jhztb.gov.cn
公司网址：www.jhspm.com

金华市拍卖有限公司
2018年9月30日

本报海口9月29日讯（记者邵
长春 通讯员邓世贵）为确保国庆黄金
周期间游客用车需求，省旅游客运服
务中心计划投放全省游公车公营的大
中小型旅游客车2243辆，共有座位
64963个，结合往年旅游客运量和今

年旅游部门预测的游客人数，确保承
租人的用车需求。

据预测，今年国庆黄金周我省旅
游客运市场用车需求约2800团次，日
均约400个团次，期间海口或三亚出
现运力紧缺时，该中心将根据旅游客

运运力的需求，适时启动“强制异地调
派”“预留应急接驳车辆”预案，以及协
调省内班线企业或商请外省企业客运
车辆支援我省的旅游运输服务，实施
异地接驳。

该中心信息服务平台还分别在琼

海、万宁、陵水、儋州四地安排每天4辆
次的应急接驳车辆，保证旅游车辆在中
途出现抛锚或发生交通事故后能及时
接驳游客，确保旅游团队行程顺利进行。

据悉，今年国庆黄金周全省旅游
客运企业的运费不上浮。

我省计划投放旅游客车2243辆
确保国庆期间旅游客运运力充裕

海口调运500吨蔬菜供应国庆市场
新增土豆为“一元菜”

琼州海峡如何预约过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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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岛必须提前购票 ■进岛暂无强制要求
■可提前 7天购票 ■开航前60分钟停止线上售票 ■小车在开航前30至 150分钟内进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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购票流程
（以新海港微信公众号为例）

购票服务

预约购票

选择航线、票类、始发港
查询航班并购票

填写车辆、旅客信息

核对信息无误
确认支付

购票成功

备战国庆黄金周

制图/张昕

线上定点船票何时停售？需要提前多久进港？什么时候停止验票？
答：线上购票停售时间为开航前60分钟。车客到港时间为：旅客在开航前30至150分钟内安检

进站；小车在开航前30至150分钟内进港；客车和货车在开航前45至150分钟内进港。港
区停止验票时间为：小车和旅客提前15分钟停止验票；客车和货车提前30分钟停止验票。

司机旅客没有按规定时间到达港口，错过登船时间怎么办？
答：需退票并重新购票。退票规则：司机旅客所购买的（海安航线）船票在开航前3小时退票

不收取手续费；在开航前120至180分钟退票收取10%的退票费；在开航前60至120分
钟退票收取20%的退票费；在开航前60分钟不允许退票。

没有预约的车堵在港口前，造成已预约车辆无法进港怎么办？
答：建议车辆先预约购票再来港口，临港市政道路设有分导点，由交警和港口工作人员进行分流引导。

没有身份证是否可以预约购票？
答：小车及随车人员：司机需提供身份证进行网上预约，随车人员若无身份证，可凭其他有效身份证件到窗口购买

旅客票。散客：没有身份证的旅客，可凭其他有效身份证件到窗口购买。10月30日起，将实现交通部规定的
13种实名制购票有效身份证件在网上预约。

进岛是否需要预约购票？
答：在海口新海港、秀英港实现预约过海模式的基础上，下一步将大力推进海安港、海安新港、火车轮渡也共同实

施预约过海模式。

预约船票的使用时间？
答：预约购票仅限于所购买的当天航次使用。

临时牌车辆怎么预约购票？
答：同样进行线上预约购票，车辆到港后再进行人工验证车辆信息。

线上预约购票，旅客无法绑定儿童票和购买半票怎么办？
答：目前正开发该功能，预计10月底前上线。目前需要绑定儿童票或购买半票的旅客，可到现场窗口购买。

线上预约购票，无法购买去往北海的小车票怎么办？
答：目前正与相关方面进行沟通协调，预计10月底可以开通海口至北海小车预约购票。目前北海航线运力充足，

司机可到港口现场售票窗口购买小车票。

大货车是否需要预约购票？
答：货车同样需要预约购票，10月1日将上线货车预约。

有紧急情况需要当天过海的司机旅客，怎么办？
答：目前港口运力充足，只要网上预约购票即可。

南港是否需要预约购票？
答：南港属于粤海铁管辖，可拨打南港热线电话0898-31686888咨询。

本报屯城9月29日电（记者邵长春
通讯员莫光财）9月27日，由海南省交通投
资控股有限公司联合海南电网公司共同
建设的快充充电桩项目，在中线高速公路
屯昌服务区和枫木服务区投入使用。这
也是我省高速公路服务区首个快充充电
桩项目。

据了解，该快充充电桩项目今年6月
底开工建设，屯昌、枫木服务区双向两侧各
设置了大车位快充充电桩2个、小车位快
充充电桩2个，2对服务区共计16个快充

充电桩，电池充满80%仅需30至45分钟，
支持二维码扫码和刷卡等支付方式。

屯昌服务区和枫木服务区快充充电桩
的投入使用，填补了海南高速公路服务区
充电桩建设的空白。据悉，海南省交通投
资控股有限公司负责建设的我省充电基础
设施监管信息平台，将全省不同运营商的
充电设施统一到一个平台。该平台于今年
6月底通过验收并投入使用，截至目前已
接入7家充电桩企业、2507个充电桩的数
据，大大方便了民众查询、使用充电设施。

扫一扫关注新海港微信公众号

本报海口9月29日讯（记者郭
萃）10月1日起，旅客乘坐琼州海峡
轮渡过海需在网上提前购票，未购票
车辆将无法进港。网上购票具体如何
操作？需要注意什么事项？就旅客关
心的问题，海南日报记者9月29日采
访了海南海峡航运股份有限公司新闻
发言人谢焕杰。

“琼州海峡轮渡运输网上提前购
票模式类似于机场航班和定点班车模
式，将海口至海安航线原来的滚动发
班，全部变更为定点发班模式，这就从
以往车辆过海‘无序到港’转变为‘有

序进港’，便于旅客合理安排出行时
间，同时也有利于港航部门根据购票
情况预期调配运力和排班，提高进出
港通行效率。”谢焕杰说。

据了解，出岛的所有车辆、旅客通
过新海港微信公众号、椰城市民云
APP最早可提前7天进行购票，国庆、
春节黄金周期间，购票时间会相应提
前。秀英港、新海港现场售票窗口将
不再出售当天车船票。

9月29日，海南日报记者打开新
海港微信公众号，选择“购票服务”中
的“预约购票”，可选择购买9月29日

至10月7日从新海港和秀英港出发
的海口至海安的车船票。其中，车票
购买选定时间段后需手动或拍照输入
车牌号码，填写旅客人数；随后输入司
机身份证号、姓名、手机号码等信息，
并填写随车旅客姓名、身份证号；之后
进入支付页面，核对信息无误后进行
支付。散客购票选定时间段后填写身
份证号、姓名、手机号码等信息，核对
无误后即可进行支付。支付完毕后，
需要查询订单时，可从微信公众号主
页打开“购票服务”，选择“我的订单”
进行查询。

需要注意的是，成功购买车客票
后，旅客和车辆按规定时间进港，在
分导点进行车牌识别，如未提前购
票，则无法通过分导点的闸口，车辆
应在工作人员指挥下驶离闸口。经
过分导点闸口后，根据购买的航班
票，车辆行驶至指定的闸口进行检
票。车辆进行检票时，工作人员将核
对车辆及旅客信息，并扫描旅客购票
时获取的二维码，验证合格后，电脑
系统将自动打印出票。

我省高速路首批快充充电桩投用
位于中线高速屯昌、枫木服务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