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省考试局公布高考报名期间
各市县（区）招生办咨询电话
明年高考报名：12月13日至17日

本报海口12月6日讯（记者陈蔚林 通讯员
高春燕）我省2019年普通高考报名工作将于12
月13日至17日进行。省考试局于12月6日向大
众公开了高考报名期间各市县及洋浦经济开发区
招生办咨询电话。

65853378 65853852 65859689 65852288 65879021
海口 66290636、66293120、66293121
三亚 88657851 五指山 86623364
洋浦 28836653 文昌 63229549
琼海 62822775 万宁 62229290
屯昌 67811340 定安 63831880
澄迈 67620680 临高 28274176
儋州 23380801 保亭 83661006
琼中 86221946 白沙 27727032
陵水 83314103 昌江 26627600
乐东 85523409 东方 25515862

考生也可拨打省考试局电话进行咨询
联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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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三亚12月6日电（记者孙
婧）海南日报记者12月6日从首届
海南岛国际电影节组委会获悉，电
影节计划于12月 13日至16日，举
办中国电影市场2019新片推介会，
成龙的《神探蒲松龄》、葛优的《断片
之险途夺宝》、韩寒的《飞驰人生》，
以及改编自系列小说《鬼吹灯》的
《云南虫谷》等重量级新片，将在海
南集中接受全国院线方的检阅。影
片出品方代表也将亲临现场推介新
作，打响电影上映的“前哨战”。海

南岛国际电影节将成2019电影春季
档风向标。

在新片推介会中，将有来自全国
百城票房排名前1000位的影院经理
和院线经理，集中观摩即将在国内上
映的电影新片。推介会同时还为电
影创作者与院线代表之间，搭建面对
面的交流平台，充分发挥海南岛国际
电影节的市场化功能。

据记者了解，华夏电影、博纳影
业、新丽传媒、阿里巴巴影业等多家
发行公司代表，以及数十部即将于

2018年底、2019年初登陆院线的新
片将出现在推介会上。如贺岁档热
门之选《武林怪兽》《天气预爆》《云南
虫谷》《断片之险途夺宝》《地球最后
的夜晚》，春节档的《神探蒲松龄》《飞
驰人生》《情圣2》，情人节档的《一吻
定情》等。此外，喜剧电影《手机狂
响》、高清修复版的宫崎骏作品《龙
猫》、悬疑犯罪电影《欲念游戏》、阿米
尔·汗主演的《印度暴徒》等众多高人
气影片，也将亮相此次推介会。

令人眼前一亮的是，邬君梅监制

的《麦子的盖头》、第42届蒙特利尔
国际电影节中国单元金奖作品《灰
猴》、2018First青年影展最佳纪录片
《四个春天》等优秀艺术电影，也将通
过这次推介，找到在国内院线登陆的
机会。

本届电影节特设“影院影响力单
元”，将由全国百城票房排名前1000
位的影院经理投票，评选出“最具影
院影响力华语片”“最具影院影响力
外语片”“影院影响力男演员”“影院
影响力女演员”共4项荣誉，以嘉奖优

秀电影作品及电影人为持续推进中
国电影市场化进程作出的突出贡献。

首届海南岛国际电影节是海南
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和中国特色自
由贸易港的先导性项目之一，伊莎贝
尔·于佩尔、朱丽叶·比诺什、麦斯·米
科尔森、努里·比格·锡兰、阿米尔·
汗、艾玛·杜蒙特、成龙、黄晓明等众
多中外影坛名人将出席。电影节以

“全年展映、全岛放映、全民观影、全
产业链”为目标，打造“永不落幕的国
际电影节”。

成龙、葛优等将携新作来三亚

海南岛国际电影节将成2019电影春季档风向标

本报三亚12月6日电（记者黄
媛艳）每到旅游旺季，大量流动人口的
进入，如何确保物价稳定是旅游城市
面临的重要课题。海南日报记者12
月6日从三亚市发改委（物价局）获
悉，该市着重从供给端和需求端两端
发力，疏通流通环节，加大物价综合调
控，着力平抑物价。

一筐筐新鲜绿色的苦瓜、空心菜
等四大类蔬菜从三亚文门常年蔬菜
应急保障基地田里被抬出来，经过
清水浇洗，依次装车运往市区的平
价市场。类似的场景经常在三亚文
门基地、扎业基地、育才马脚基地等
地上演，这三个常年蔬菜应急保障
基地每天可为三亚本地市场供应
146吨蔬菜。

目前，三亚正值旅游旺季，全市

每天蔬菜需求量达500吨-600吨。
通过探索在岛内外蔬菜主产区建立

“异地蔬菜直供及应急保障机制”，在
确保70%来自岛外的蔬菜稳定供应
的同时，三亚加大扶持力度，确保本
地蔬菜的供应。2018年三亚市政府
常年蔬菜应急调控基地总面积扩大
到1000亩。

在此基础上，三亚积极扶持引进
适合本地种植的蔬菜品种，扶持改良
种植技术创新、集约化育苗、标准化生
产以及病虫害防治、质量安全检测等
项目，并在天涯区建设1个豆芽工厂
化生产试点基地。鹿城努力增加有效
供应，力争做到既平抑物价，又丰富百
姓“菜篮子”的品种供给。

针对游客青睐的海鲜消费，三亚
也积极从供给端发力，培育海鲜广场

等海鲜品消费新业态。近两年来，鹿
城的海鲜广场不断扩员，除了既有的
春园、友谊路、火车头万人海鲜广场，
今年又新增迎宾路、水稻公园、凤凰、
亚龙湾等8家海鲜广场。通过鼓励发
展海鲜品外卖和“海鲜加工”模式，三
亚力争逐步降低海鲜消费总体价格，
提升游客的消费体验。

在需求端方面，三亚着眼于强化
市场监管，营造适宜的外部环境。在
尊重市场价格形成机制的基础上，三
亚对春节期间旅游饭店标准客房实
行政府指导价管理，加强对水果零售
摊点、旅游购物点、潜水、游船、景区
等行业价格行为监管，加大对海鲜品
外卖和“海鲜加工”价格行为的监管，
重点做好经营服务收费项目清理，切
实减轻企业负担，努力让物美价优的

产品占领更多市场，发挥消费对生产
的作用。

12月初，省委常委、三亚市委书
记童道驰率队调研三亚“菜篮子”工
程，重点查看公益性平价市场等地，关
注流通环节对物价的影响。结合城市
实际，三亚探索建立蔬菜供应的调节
机制，围绕“淡季、旺季、台风、春节”四
个特殊时段，当市场供应偏紧导致价
格波动时，组织平价蔬菜联盟企业（批
发企业）应急调运和投放，财政在蔬菜
运输运费补贴和蔬菜冷库租赁费用上
予以适当扶持。同时，三亚持续布局
保基本蔬菜平价专营区（应急投放
点），对15个保基本蔬菜价格实行统
一控价，并在主城区的旺豪超市等24
家大中型超市开设保基本蔬菜平价专
营区，在14个农贸市场及其周边开设

了保基本蔬菜应急投放点，在保障性
住房小区等人流相对密集的社区开设
保基本蔬菜平价网点，并重点加强重
大节假日和台风暴雨时段蔬菜应急投
放，力争平抑蔬菜价格，方便百姓在家
门口购买平价菜。

三亚市发改委（物价局）有关负责
人透露，为确保市民、游客吃上平价
菜、放心菜，三亚将继续优化平价网点
和应急调控点布局，做好保基本蔬菜
平价专营区（应急投放点）布局优化工
作，加快保基本猪肉应急投放点建设；
重点引进国内大型企业组织蔬菜专业
化生产与供应，综合运用蔬菜价格保
险、基金担保、商业贷款等扶持政策，
做好“菜篮子”产品质量安全追溯体系
建设，从源头上保障市场供应，努力确
保三亚物价整体稳定。

从供给端和需求端发力加大物价综合调控

三亚增加有效供应丰富百姓“菜篮子”

关注首届海南岛国际电影节

我省修正矿产资源管理条例
本报海口12月6日讯（记者陈雪怡 通讯员

李拉）良好的生态环境是海南的最大资本和优势，
如何正确处理好矿产资源开发和生态环境保护、
短期利益与长远利益的关系？结合海南实际情
况，我省对《海南省矿产资源管理条例》（以下简称
《条例》）进行第三次修正，作出一系列创新性规
定，《条例》自2018年11月1日起施行。

严格落实省域“多规合一”和生态环境保护要
求、加大矿产资源领域改革、体现简政放权改革要
求、完善矿业权管理……《条例》将鼓励内外投资
者勘查开采矿产资源、鼓励投资勘查开采民族自
治地方的矿产资源，调整为严格依法开展矿产资
源勘查开发，加强对矿业活动的管控，促进生态保
护；明确“矿产资源勘查开采应当遵循统一规划、
分类管理、环境优先、合理布局、有序开发、综合利
用的原则，符合省、市、县、自治县总体规划，遵守
生态保护红线的有关规定”；明确绿色矿山建设作
为采矿权人利用矿产资源的重要责任义务，并要
求纳入招拍挂公告和有关文件中，将达到绿色矿
山建设标准作为采矿权延续的必要条件，对大中
型绿色矿山已设采矿权深部的资源勘查可采取协
议方式出让，促进传统矿业转型升级。

在简政放权方面，《条例》将用作普通建筑材
料的砂（不含河砂）、石、土采矿权范围内矿产资源
的审批权限下放由市、县、自治县人民政府地质矿
产主管部门批准；将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治理恢
复方案由审批制调整为公示制；取消采矿权租赁
审批事项，将探矿权、采矿权抵押登记和抵押注销
登记调整为行政确认事项，不再作为行政许可事
项等事项纳入其中。

聚焦大三亚经济圈

湖面上渔歌悠扬，茶庄里对乐品
茗，村道上骑行赏景……如今，在美丽
的三亚中廖村，随处可见一派祥和又
有生机的场面。

村民李文章的庭院打造得十分美
丽，富有旅游风味。清早起来，他就去
烹制特色地瓜，准备给前来的客人享
用或购买。“原来庭院很老旧，现在租
给企业，打造了特色餐饮区，和企业合

作经营，很受游客欢迎。现在生活很
不错。”他说。正在中廖村建设美丽乡
村的华侨城海南集团，为他带来了创
意项目，也为他增添了7万元年收入。

这是一起“以最好的资源吸引最
好的投资者”的生动案例。

2015年，三亚启动中廖村美丽乡
村建设，既保存了乡村风貌，又优化了
整体环境；但一段时间内，新的产业还

没有起来，面向游客，村民多只卖卖瓜
果。“那时，许多企业就看中中廖村，纷
纷上门谈合作；但政府告诉我们，先不
急，等更有实力的企业。”中廖村党支
书林泽良说。

2017年 4月华侨城海南集团进
来投资合作。实力雄厚并有美丽乡村
建设成功经验的这家企业，以“共有而
不占有”为理念，打造“一户一味”“一

村百美”产品，以多种模式支持村民自
营或合作经营。如今，漫步村中，渔歌
表演、茶庄、民宿、特产展销等项目比
比皆是，令人目不暇接。

企业有关负责人介绍，自进驻中廖
村来，其累计投资5000多万元，带动村民
年创收447万元，直接受益农户70余户
200余人。显而易见，中廖村美丽乡村建
设已经由初级阶段进化到“升级版”。

三亚中廖村 | 好投资者带来美丽乡村“升级版”

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响水镇合口
村什栋村村民小组也是理念受益者。

压制、塑形、封装……12月 6日
上午，什栋村一家家庭作坊内，村民陈
梅清和姐妹们忙得不亦乐乎。屋内清
香四溢，从她们手中诞生的，是一块块
印有黎族图案的香皂。

“用本地艾草做的，大的48元钱
一块，小的35元钱一块，一做出来就

卖光。现在我靠做香皂，一个月就有
6000元到7000元收入。”陈梅清高兴
地说，“这是企业带我们做的。”

在家庭作坊不远处，是古朴优雅
的合口书院，其由老旧学校改造而来，
可供游客品茗赏景；书院两侧的屋舍，
被改造成设施齐备的民宿。

这些变化，是海南合口农业发展
有限公司带来的。这家公司正在与具

有丰富资源但仍较贫困的什栋村合作
建设美丽乡村。

“有了产业，村民才能创收，合作
才能持久。”公司负责人林华东介绍，
企业在这里重点发展民宿、扶贫工作
台、黎家美食村等项目，以土地入股、
合作分红等形式与村民共建共享。他
说，作为扶贫工作台项目，目前利用本
地资源打造的特色香皂、保健品等很

受欢迎。
一块小香皂，做好做精也能做成

支撑美丽乡村长远发展、带动农民增
收脱贫的大产业。“下一步，我们计划
把家庭作坊推广覆盖到大部分农户，
并在整个合口村推广什栋的模式。”林
华东说，企业刚进来不久，产业开发须
久久为功，企业将用3年到5年进行
产业培育。

保亭什栋村 | 耐心培育长久产业

打造产业支撑、引进社会资本积极
参与，在特色小镇建设中同样十分重要。

近日，以雅居乐清水湾游艇会为重
要基础的陵水黎族自治县清水湾国际
游艇小镇揭牌。游艇码头内，一艘艘价
值不菲的游艇遍布，由该游艇会举办的

“雅航盛世”海洋休闲博览会集聚了大
量游艇商家。

利用大企业带动产业发展，清水湾
游艇小镇未来将在海南游艇产业格局
中扮演重要角色。游艇会总经理林明
昆告诉海南日报记者，该游艇会由雅居
乐集团斥资5亿元打造，拥有亚洲最大
的游艇码头。由于集团财力支持，游艇
会成功开展了琼港澳游艇自由行试点，
成为海南入境游艇的首选港口。

“这是雅居乐即将开业的海上艺术
中心。”指着游艇会旁边的一栋建筑，林
明昆介绍，多年来，雅居乐在清水湾打
造了高档社区、酒店、高尔夫球场、学
校、商业及艺术活动等项目，使清水湾
游艇小镇的旅游配套日渐完善，让游艇
游客进来不为生活娱乐发愁。

“这些是清水湾游艇小镇的发展

优势，目前我们正在谋划全民航海中
心、高端航海俱乐部、海钓娱乐赛事基
地、游艇产业市民农庄等项目，让小镇
有更强的组合拳优势。”林明昆表示，
在海南新一轮发展背景下，清水湾游
艇小镇有信心结合自身优势和海南政
策优势，引领游艇产业发展。

（本报三亚12月6日电）

陵水清水湾游艇小镇 | 围绕产业提升配套水平

■ 本报记者 苏庆明 彭青林

三亚是我省南部经济引擎，
“大三亚”经济圈各市县接待了
全省三分之一的游客。“百镇千
村”是事关经济和民生的重要板
块，如何在“百镇千村“建设中做
好产业支撑，提升旅游经济、脱
贫攻坚、乡村振兴等事业质量，
尤为重要。

在2017年9月的省委七届
二次全会上，“以最好的资源吸引
最好的投资”被旗帜鲜明地写入
《中共海南省委关于进一步加强
生态文明建设 谱写美丽中国海
南篇章的决定》。什么是“最好的
投资者”？省委书记刘赐贵在七
届二次全会上明确指出，最好的
投资者既要看资金技术是否雄
厚，也要看是否珍惜海南生态、
能不能自觉贯彻落实新发展理
念、能不能与百姓共享资源红
利、能不能最大限度保护资源并
发挥最佳效益。

近来，海南日报记者随省委
调研组走访发现，“大三亚”经济
圈各市县强化“以最好的资源吸
引最好的投资者”理念，积极为此
引入有实力、有意愿、有情怀的企
业建设“百镇千村”，探索打造更
多高水准特色产业项目。

“大三亚”市县加强“以最好的资源吸引最好的投资者”理念，推进“百镇千村”建设

用产业筑牢美丽乡村发展根基

省政府批复同意16个
市县和洋浦总体规划
◀上接A01版

此外，相关市县要完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
设施体系，依据总体规划进一步深化路、光、电、
气、水等基础设施和教育、医疗卫生、文化体育等
公共服务设施布局专项规划，加快建设功能完善、
安全高效、绿色环保的基础设施网络和公共服务
设施体系；要大力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把发展乡村
旅游等与推进“百镇千村”建设、生态修复、扶贫开
发紧密结合起来，打造体现热带风情和地方特色
的精品小镇和美丽乡村，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要
坚决维护规划的严肃性和权威性，坚持一张蓝图
干到底，加强对总体规划实施的组织领导，加大统
筹协调力度，分解细化工作任务，明确时间表和路
线图，切实将总体规划确定的目标、任务和政策措
施落实到位。

西班牙新媒体网红团
走进海口

本报海口12月6日讯（记者邓海宁）12月6
日晚，由海南省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厅邀请的西
班牙新媒体网红团来到海口海垦花园夜市，现场
品尝本地的各种特色美食，并通过镜头和文字向
全球对海口进行推介。

当晚的海垦花园夜市热闹非常，精彩火热的
歌舞表演，一道道富有海南特色的地道美食，让西
班牙新媒体网红团的成员纷纷举起手中的相机或
手机拍个不停，并在各自的社交媒体上一一分享，
获得了全球粉丝的大量点赞。

“清补凉的味道非常棒。”拥有400多万粉丝
的网红凯伦门德兹表示，海口的夜市很漂亮也很
有特色，这里的人很热情，美食很丰富，选择很多，
让人印象深刻。

海口市旅游发展委员会相关负责人表示，随
着今年5月我省59国人员入境旅游免签政策实
施，海口旅游产业发展迎来了新的机遇。网红在
年轻群体中的认知度高，通过网红进行旅游营销
是一种新的尝试，对于海口旅游拓展西班牙乃至
南欧旅游市场，是一次有益的探索。

据悉，为增强外媒对海南省旅游和文化产品
的宣传力度，提升海南在南欧市场的知名度和美
誉度，12月初省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厅邀请西班
牙新媒体网红团一行16人赴三亚、保亭、琼海、海
口、文昌等市县进行考察。12月7日-8日，网红
团将走进海口骑楼老街、观澜湖旅游度假区等景
区景点进行考察。

■ 本报记者 孙婧 郭萃

近日，海南日报记者从海口市、
三亚市政府有关部门了解到，两地均
已推出相关的扶持政策，切实推进了
影视产业发展。

在海口市，当地政府2016年 5
月出台了《海口市扶持影视产业发展
暂行规定》（以下简称《规定》），从影
视拍摄费用补贴、贷款优惠等方面，
帮助本地影视企业快速成长，鼓励项
目创作推陈出新。

影视企业如需购、租办公用房，
也有相应补贴。海口影视企业在规
定房产市场购买办公用房，可享受最
高300万元的一次性购房补贴，租赁
办公和居住用房的，也能享受最高
100万元的租房补贴。

拍摄期间，如果海口市影视企业

申请贷款用于该市影视产业项目的，
《规定》按标准给予补贴，如果是国内
所有影视企业在海口摄制期间所发
生费用的，均能据实给予20%拍摄费
用奖励补贴。

在三亚市，该市政府2016年 5
月印发了《 三亚市文化产业发展专
项资金管理暂行办法》，通过项目补
助、贷款贴息、保费补贴、绩效奖励等
方式，为提高当地文化产业综合实
力，尤其是对具有三亚特色和展示三
亚形象的戏剧、文学、广播、电影、电
视剧、影视栏目、出版等文化艺术项
目，予以一定的资金助力。对单一项
目的专项资金资助，每年最高额度达

人民币500万元。
由于丰富的扶持政策，越来越多

的影视企业落户、作品产出。据海南
日报记者从海口市文体局了解到，
2018年上半年，共有6部影视片在
海口拍摄。海口文化产业园目前已
入驻影视动漫企业114家。产业链
不断延伸，新兴影视产业集聚区初具
规模。

由三亚赫迪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投拍的另类抗战故事片《锁里》，填补
了三亚本土企业独立出品、制作电影
的空白，首开三亚本土电影作品签约
央视的先河，并获海南省“五个一工
程奖”及“南海文艺奖”。关爱空巢老

人和城市留守儿童的电影《请把你的
窗户打开》，在俄罗斯“第13届阿穆
尔之秋国际电影节”上获得“最佳外
语片”“外语片最佳导演”等四项大
奖，并登陆全国各大院线。黎族电影
《阿婆的槟榔》被列为国家电影剧本
“重点孵化项目”，分别荣获中国第
26届”金鸡百花电影节”优秀少数民
族电影、全国少数民族电影周“最佳
制片人”、“第15届俄罗斯阿穆尔之
秋国际电影节”最佳女主演等奖，入
围加拿大“国际华语电影节”及“金枫
叶国际电影节”，并登陆全国院线。

此外，作为国家重点剧本孵化项
目的中俄合拍电影《陵水谣》也拍摄

制作完毕，进入送审阶段。由知名导
演王星军拍摄的海洋环保和爱情主
题电影《爱TA就带TA到三亚》也已
经入后期制作阶段，预计明年初登陆
全国院线。

“海南正在建设自贸区自贸港，
前有政策扶持，后有电影节吸引更
多国际目光，海南通过影视文创获
得更大的国际影响力，是个很好的
途径。”活跃在海南的电影工作者李
炎认为，海南要想超越横店及国内
众多影视基地的成就，应多进行国
际影视资源合作，走出一条差异化
发展的新路。

（本报海口12月6日讯）

海南影视产业发展走出新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