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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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

预祝“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国际研讨会”圆满成功

本报海口 10 月 27 日讯 （记
者李磊）10 月 27 日上午，第五期
全省领导干部周末学习专题讲座
在省人大会堂开讲。同济大学常
务副校长伍江教授应邀作“当代规
划转型与城市有机更新——以上
海为例”专题讲座。省委副书记、
省长沈晓明，省政协主席毛万春参
加学习。

伍江曾任上海市规划与国土资

源管理局副局长，现还担任亚洲建
筑师协会副主席、中国城市规划学
会副理事长等职务，享受国务院特
殊津贴，长期从事城乡规划与遗产
保护研究，在我国建筑学、规划学
研究方面贡献良多。在讲座中，伍
江教授围绕我国当代城市发展面
临的严重问题，以上海为例，从城
市的相关概念入手，以广阔的视
野、生动的案例，从土地资源、基础

设施先行、公交先行、生态与环境、
城市的人性化以及历史文化保护
六个方面，为在场的领导干部作了
深入浅出的解析。并结合联合国
第三次人类居住大会通过的《新城
市议程》，提出了城市有机更新的
八大目标和要义。

副省长范华平在主持讲座时
表示，此次讲座内容丰富充实、针
对性强，对于我们高标准高质量规

划建设海南自由贸易试验区和中
国特色自由贸易港具有很强的启
发和指导意义。希望大家认真学
习吸收专题讲座内容，并运用到工
作实际中。

省领导毛超峰、张琦、胡光辉、
蓝佛安、肖莺子、肖杰、严朝君、刘星
泰、彭金辉、何西庆、陆志远、王路、
刘平治、苻彩香、马勇霞、李国梁、吴
岩峻、侯茂丰参加学习。

全省领导干部周末学习专题讲座聚焦规划转型与城市有机更新
沈晓明毛万春参加学习

■ 本报记者 金昌波 实习生 王文卓
通讯员 朱璇

“你们熏烤槟榔的行为，不仅严
重破坏了空气质量，而且是违法的。”
10月18日上午10时许，万宁市大茂
镇袁水水库附近，一处隐蔽在山林中
的加工点被查处后，现场监督执法的
万宁市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钟文对
村民进行普法教育。

山林里一到傍晚就冒出大量槟
榔烟雾，对空气质量和居民生活造成

严重影响，很长一段时间里，袁水水
库附近的村民对此抱怨不已。

帮助村民解决烦恼的是检察机
关的公益诉讼。自今年10月11日
起，我省检察机关启动公益诉讼“净
空行动”专项整治工作。目前，共发
现焚烧水稻秸秆、烟熏槟榔等严重
污染空气质量违法行为111处，督
促环保、卫生、农业等相关职能部门
依法处理了一批突出问题，用实际
成效打好蓝天保卫战，守护海南绿
水青山。

烟熏槟榔屡禁不止，
立案审查执法部门不作为

袁水水库附近的这处传统土法
烟熏烘烤槟榔加工点，是被万宁市打
击取缔槟榔黑果加工点联合执法行
动组查处的。

海南日报记者在现场看到，23
个联排炉灶依次排开，有的灶还有明
火，发出刺鼻的味道。近20米长的
炉灶周边，一大片植被被熏得发黄变
枯，土壤也发黑。3辆满载槟榔黑果
的农用车被遗弃在路中间。

18日中午12时许，联合执法行
动组处置完现场。据悉，3车槟榔黑

果由万宁市综合行政执法局没收销
毁，炉灶也将由综合行政执法局联合
当地镇政府拆除。

“我们会安排人监督销毁槟榔黑
果过程，过一段时间也会安排无人机
对今天取缔的加工点进行复查。”钟
文表示。

据了解，近段时间，万宁市长丰
镇、北大镇、万城镇等多个镇的熏烤
槟榔加工点产生大量刺鼻烟雾，对空
气质量和居民生活产生严重影响，同
时浓烟造成能见度降低成为过往车
辆安全隐患。

“虽然市政府多次组织打击整
治，但未见明显好转，市生态环境保
护局、综合行政执法局未能积极履

职，致使社会公共利益受损，存在不
作为，我们依法对该公益诉讼线索予
以立案。”钟文表示，相关的检察建议
书已经发出。

焚烧秸秆隐患大，常态
巡查让环保理念深入民心

10月25日下午3时，海口市秀
英区东山镇前进村加头村民小组村
民陈秀姑在收割完自家水稻后，点
燃了残留在地上的秸秆，田间顿时
冒起了烟。这是当天海南日报记者
随秀英区检察院永兴检察室检察官
在辖区巡查时看到的一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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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省检察机关开展“净空行动”，发现并督促解决一批空气污染突出问题

公益诉讼发力 守护蓝天白云

本报海口10月27日讯（记者梁
振君 通讯员吴晓博）海南日报记者日
前从省发展改革委获悉，今年前三季
度，省重点项目累计完成投资463.6
亿元，完成年度投资计划约75%，基
本达到序时进度。

2018年，海南共安排省重点项目
70个，项目总投资6434亿元，2018
年计划投资624亿元。其中，竣工项
目6个，年度计划投资25亿元；续建
项目41个，年度计划投资493亿元；
新开工项目23个，年度计划投资106
亿元。

前三季度，海南共有4个省重点
项目建成竣工，分别是三亚亚特兰蒂
斯水上乐园项目、海口五源河文体中
心项目、琼中至乐东高速公路项目、海
口齐鲁高端药品研制及产业化项目。
有4个项目进入竣工扫尾阶段，分别
是中国铁塔海南基础网络完善工程项
目、琼中抽水蓄能电站项目、陵水富力
海洋欢乐世界项目、铺前大桥工程。

23个新开工项目中，有16个开
工建设，开工率69.5%。开工项目是
五指山至保亭至海棠湾高速公路、儋
州至白沙高速公路项目、红岭灌区田

间工程、全省2018年高标准农田建设
工程、海口中民筑友绿色建筑科技、海
口演丰市民农庄、三亚南田温泉产业
小镇、三亚南田共享农庄、三亚佳翔航
空货运农产品冷链物流、儋州嘉禾现
代休闲农业观光园、儋州金林通航木
排休闲生态农庄、乐东保国热带田园
综合体、东方雪茄产业基地、保亭三道
美丽乡村、洋浦粮油物流加工项目、警
务信息智能岛项目。

41个续建项目中，有22个项目
完成投资较好，达到或超过序时进度，
占续建项目数53.6%。下转A03版▶

前三季度省重点项目累计完成投资463.6亿元
完成年度投资计划约75%

本报海口10月27日讯（记者梁振君）近日印发
的《海南省促进创业投资持续健康发展的实施方案》
（以下简称《方案》）提出，我省将聚焦旅游业、现代服务
业、高新技术产业等经济发展的重点领域与薄弱环节，
完善财政扶持经济发展方式，推动产业发展与转型升
级。到2020年底，全省创业投资机构达到30家，其中
海口、三亚、国家级开发区及有条件的省级产业园区至
少有1家以上创业投资机构，促进100家中小创新型
企业成长壮大。

《方案》透露，我省将大力培育发展本土创业投资
企业，鼓励省外知名创业投资企业来琼设立创业投资
机构和管理机构，鼓励本土创业投资企业与省外知名
创业投资企业联合申报海南省创业投资引导基金和管
理政府投资基金。支持各类机构投资者和个人依法设
立公司型、合伙型创业投资企业。鼓励行业骨干企业、
创业孵化器、产业（技术）创新中心、创业服务中心、保
险资产管理机构等创业创新资源丰富的相关机构积极
参与创业投资。鼓励具有资本实力和管理经验的个人
通过依法设立一人公司从事创业投资活动。鼓励成立
政府或民间的公益性天使投资人联盟等各类平台组
织，鼓励有实力的天使投资人与海南生态软件园、海南
数据谷、海口复兴城等园区或创业基地、众创空间、企
业孵化器、加速器合作，搭建天使投资人与创业企业及
创业投资企业的信息交流合作平台，培育和壮大天使
投资人群体，推动大众创新创业。

另外，支持有实力的国有企业、保险公司、大学基
金等各类机构投资者在风险可控、安全流动的前提下
投资创业投资企业和创业投资母基金。鼓励我省上市
公司、行业龙头企业、六类产业园区、创业孵化器、金融
机构等共同出资设立市场化的创业投资基金或母基
金，通过“上市公司+并购基金”“创业孵化器+创投基
金”“产业园区（或产业发展基地）+产业投资基金”等
相融合的方式，协同促进我省创业投资健康发展。

我省出台促进创业投资持续健康
发展实施方案
到2020年底全省创业投资
机构将达30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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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海口10月27日讯（记者傅人意）我省首批
10个冠名“海南”的省级区域农产品公用品牌正式公
布。经层层严格筛选和综合评审，“海南芒果”“海南莲
雾”“海南火龙果”“海南咖啡”“海南胡椒”“海南地瓜”

“海南蜜瓜”“海南荔枝”“海南黑猪”“海南好米”入选。
这是海南日报记者10月26日从省农业农村厅获悉的。

省农业农村厅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处相关负责人
表示，我省农业品牌面临“小散弱”、知名度不高等问题，
为整合现有资源，在全省区域做大做强农产品公用品牌
建设，我省从各个市县推荐的68个特色农产品中筛选
出10个特色农产品，作为我省2018年重点打造的冠名

“海南”的省级区域农产品公用品牌。2018年至2020
年，我省将打造30个省级区域农产品公用品牌。

目前，省农业农村厅正面向社会公开征集统一的
海南省农产品公用品牌LOGO、品牌标语及10个省级
农产品公用品牌的包装设计。“目前已收集到500多个
参选作品，正在统计分类，下一步省农业农村厅将邀请
专家组进行评审，终评结果将在2018年冬交会期间发
布，并对获奖者给予奖励。”上述负责人表示。

今年冬交会期间，省农业农村厅还将举办2018年
海南省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创建大赛，推动每个市县
重点打造1-2个市县级区域公用品牌，拉动区域相关
产业快速发展。

10个冠名“海南”的省级区域
农产品公用品牌公布

本报海口10月27日讯（记者周
晓梦 通讯员胡国林 实习生叶映彤）
10月27日，海南日报记者从省环境
保护督察协调联络组交办案件落实组
获悉，截至10月26日，我省共受理的
群众环境信访举报件2358件中，已办
结2238件，办结率为94.91%，责令整
改责任主体1794家，立案处罚649家，
罚款3940万余元，立案侦查19件，拘
留49人；约谈504人，问责299人。

与上期统计相比，此次最新统计
的已办结案件数量文昌市增加4件，
共计增加4件；责令整改责任主体等
数量暂无变化。

按照省委、省政府持续抓好环境
保护督察后续工作的安排部署，我省
建立群众信访投诉办理常态长效机
制。对中央环保督察举报电话和邮箱
关闭后的环境信访举报，统一由

“12369”环保热线和“12345”市民服务
热线受理，投诉举报渠道24小时畅通。

我省办结群众环境
信访举报件2238件

本报海口10月27日讯（记者邵
长春 通讯员魏安妮）海南日报记者从
海南铁路有限公司获悉，自10月30
日零时起，海南环岛高铁调整列车运
行图，10月28日8时开始按照新运行
图售票。

海南环岛高铁调整列车运行图
后，将开行动车组列车52对，比旧图增
加开行动车组列车8对。其中海南环
岛高铁东段36对，海南环岛高铁西段
3对，三亚—三亚环岛列车6对，海口
东—海口东环岛列车4对，三亚（经东
段）—海口东—东方区段列车1对，东
方（经海口东）—美兰区段列车2对。

据介绍，海南环岛高铁实行日常
线和周末线交替开行。日常线是周一
至周四，开行动车组列车41.5对，日
常线动车组列车10月30日起均按新
时刻开行。周末线自10月30日起逢
周五、周六、周日开行，周末线计划安
排开行动车组列车48对。

铁路部门提醒，具体列车开行及
调整信息，请登录www.12306.cn和
广州铁路官方微博、微信查询，或直接
拨打客服电话12306咨询。

环岛高铁10月30日起
调整列车运行图

10月23日，海口火车东站广
场的城市高铁商业综合体项目建
筑封顶后，目前正加快内外部装修
等施工。据了解，该项目建有写字
楼及购物中心等，预计明年秋投入
使用。随着周边交通枢纽及各类
商业配套项目加快建设，海口火车
东站广场的交通出行及综合性服
务功能不断完善。

本报记者 张杰 摄

海口东站广场
商业综合体项目

加快建设

本报海口10月27日讯（记者
况昌勋）10月21日至27日，中国（海
南）自由贸易试验区（自由贸易港）咨
询委员会组织专家深入海南各地开
展了为期一周的专题调研。27日下
午，调研组在海口召开调研反馈会。
省委副书记、省长沈晓明参加。

会上，中国（海南）自由贸易试
验区（自由贸易港）咨询委员会专家
调研组组长、上海WTO事务咨询中
心理事长王新奎，国务院发展研究中
心对外经济研究部原部长赵晋平，上
海社科院世界经济研究所国际贸易

研究室主任沈玉良，中国（海南）改革
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等咨询委员
会专家作了发言，围绕海南自贸试验
区建设，从负面清单制定、产业园区
功能布局、营商环境优化、制度创新
突破、城乡二元结构破解等方面提出
了针对性意见和建议。

听取大家的发言后，沈晓明说，
调研组对海南自贸试验区和中国特
色自由贸易港建设提出了许多珍贵
的意见建议，各位专家的发言体现了
大家对海南的关心、对海南的感情和
调研组非常高的专业水准，我们将认

真消化、吸收和采纳，切实落实到推
进自贸区建设之中。他代表省委、省
政府和省委书记刘赐贵表示感谢。

沈晓明表示，在省委的坚强领
导下，全省上下当前紧紧抓住中央
支持海南全面深化改革开放这一千
载难逢的历史发展机遇，凝心聚力、
奋力拼搏，着力补齐人才、基础设施
等短板，大力推进自贸试验区建设。

沈晓明指出，海南加快推进自
贸试验区建设，需要加强上下联动、
内外沟通，特别是要及时征求各位
专家对海南自贸试验区建设的意

见，希望咨询委员会各位专家能够
就海南推进自贸区建设特别是海南
港口功能布局、数字经济产业发展、
乐城国际医疗旅游先行区运行等方
面进行专题调研。下一步，海南将
加快自贸区建设，加强外向型经济
的发展，重点围绕旅游业、现代服务
业、高新技术产业和十个重点领域，
做好市场“准入”和“引入”等相关工
作，努力形成海南服务贸易对外开
放的格局。

省领导毛超峰、胡光辉、沈丹
阳，省政府秘书长倪强参加会议。

中国（海南）自由贸易试验区（自由贸易港）
咨询委员会专家组调研反馈会召开

沈晓明参加

力除用药之痛、疫苗之虑、“医闹”之患

我国为就医顽疾
“开药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