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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自贸试验区、中国特色自贸港建设进行时

沿着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的方向奋力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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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懂海南 看我们的

码上读
扫码看美兰机场二期扩建项目建设现场
摄影 张茂 剪辑 吴文惠

新华社北京12月20日电 国家
主席习近平12月20日同阿尔及利亚
民主人民共和国总统布特弗利卡互致
贺电，庆祝两国建交60周年。

习近平在贺电中指出，中阿传统
友谊深厚，中国是第一个承认阿尔及
利亚的非阿拉伯国家，阿尔及利亚是
最早同新中国建交的非洲国家之一。
建交60年来，两国关系始终保持良好
发展势头。2014年中阿建立全面战
略伙伴关系，双边关系取得了新的长
足发展，各领域合作卓有成效，我对此

感到十分满意。我高度重视中阿关系
发展，希望双方继续携手努力，以两国
建交60周年为新起点，弘扬传统友
谊，深化互利合作，推动中阿全面战略
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
两国和两国人民。

布特弗利卡在贺电中对60年来
阿中关系顺利发展表示满意。他说，
两国始终相互信任，彼此支持，各领域
合作成果丰硕。阿方愿继续巩固阿中
政治互信，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建设，
支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将阿中全

面战略伙伴关系提升至更高水平。
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同阿尔

及利亚总理乌叶海亚也互致了贺电。
李克强在贺电中说，中方高度重视中
阿关系发展，愿同阿尔及利亚政府一
道努力，积极落实中非合作论坛北京
峰会各项成果，深化共建“一带一路”
框架内的各领域合作，继续增进两国
人民的福祉。乌叶海亚在贺电中说，
阿方愿同中方共同努力，进一步巩固
阿中传统友谊，深化两国务实合作，造
福友好的两国人民。

就中阿建交60周年

习近平同阿尔及利亚总统布特弗利卡互致贺电
李克强同阿尔及利亚总理乌叶海亚互致贺电

本报嘉积12月20日电（记者丁平）12月20日上
午，韩国JK整形外科医院博鳌国际诊疗中心揭牌暨签
约仪式在博鳌乐城国际医疗旅游先行区（以下简称先
行区）博鳌一龄生命养护中心举行。韩国JK整形外科
医院与博鳌一龄生命养护中心携手合作，在先行区成
立韩国JK整形外科医院博鳌国际诊疗中心，为有需求
的全球高净值人群和中外游客提供世界级品质的高端
医美整形和综合抗衰优质服务。

据了解，韩国JK整形外科医院在全球具有极高
的知名度和影响力。作为世界顶级整形外科医院，
韩国JK整形外科医院通过运用差别化的医疗服务，
以高质量的手术效果及安全保障满足全世界高端顾
客的需求。

博鳌一龄生命养护中心与韩国JK整形外科医院
强强联合，只用了一个月时间。一龄医院管理集团董
事长李玮说：“时间如此之短，落地如此之快，效率如此
之高，得益于相关政府部门的大力支持和帮助。”

韩国JK整形外科医院董事长朱权13年前曾经来
过海南。再次来到海南，他感慨变化巨大：“现在的海南，
各方面的发展势头都比较迅猛。这次，在先行区成立韩
国JK整形外科医院博鳌国际诊疗中心，一是看好中国、
看好海南、看好先行区的巨大市场潜力； 下转A02版▶

世界顶级整形外科医院
签约落户博鳌乐城
韩国JK整形外科医院博鳌国际诊疗中心成立

本报那大12月20日电（记者周
月光 通讯员 何万常）12月20日，儋州
市综合行政执法局、国土资源局、规划
委等23个单位约800人，组成联合强
制拆除工作组，依法强制拆除那大镇
尖岭脚65户违法建筑9850平方米。

海南日报记者在现场看到，整个
拆除过程中，执法人员文明执法，有序
疏散周边居民，管制道路交通，清理违
法房屋物品等，伴随挖掘机一阵阵轰
隆隆的声响，檩条、瓦片、块砖纷纷坠
落，违法建筑随之倒地。

据了解，拆除的违法建筑位于那
大镇尖岭脚，共有建成及在建房屋65
栋，违法建筑面积总计达9850平方
米。在儋州城市控制性详细规划中，
该片区域属于公共绿地。然而，一些
不法分子非法开挖山体，毁坏林木，破
坏生态环境，非法买卖土地，拆除的
65栋违建土地属于非法买卖的土地
和违法用地，房屋建设行为未经规划
部门批准，属于违法建筑。

儋州市政府有关负责人表示，长
期摸排、走访后开展大规模拆违行动，
彰显了严厉打击违法用地和违法建筑
的决心和信心，儋州将按照省委、省政
府开展生态环境六大专项整治的部
署，加大巡查管控力度，确保违法用地
和违法建筑“零增长”。

据了解，儋州市按照城市规划，已
经组织相关职能部门制订生态修复方
案，尽快将尖岭脚打造成为绿地公园，
为市民提供一个休闲活动场所。

规划绿地私建房，拆！
儋州依法强拆近万平方米违建

本报营根12月20日电（记者刘操 通讯员符总）
12月19日至20日，省政协主席毛万春率队到琼中黎
族苗族自治县，围绕河长制工作落实、脱贫攻坚、大气
污染防治等主题开展民主监督调研。

南渡江在琼中境内长44.82公里，全部位于黎母
山镇境内。12月19日下午，毛万春一行来到南渡江
黎母山镇河段详细了解河水水质、水域岸线管理保护
等情况。毛万春叮嘱相关负责人，南渡江是海南名副
其实的“母亲河”，要像珍惜守护自己亲人一样珍惜守
护好南渡江。调研组一行还来到黎母山镇腰子河，毛
万春沿着岸堤一路查看河道堤坝建设、环境卫生综合
治理等情况，他指出，要保护好林草植被，建设好水土
保持设施，防止水土流失现象发生。

毛万春强调，琼中是海南生态保护核心区重要组
成部分，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切实按照省委、
省政府的部署，确保生态环境只能更好，不能变差。要
认真学好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论
述；要通过有奖举报、暗访等方式，将环境问题搞清楚；
要打好水环境标本兼治、综合治理的组合拳，确保河长
制工作落到实处、见到实效；要聚焦秸秆焚烧综合利
用，气代柴等工作的薄弱环节，解决烟花爆竹燃放等问
题；要有担当意识，持之以恒、久久为功，推进琼中生态
环境质量持续改善。

调研中，毛万春还与琼中县委、县政府主要负责人
共商脱贫对策。他指出，脱贫攻坚贵在精准，要有科学
的办法，发动群众参与评议，切实提高群众满意度。要
抓治本之策，全面地推动资源变资产、资金变股金、村
民变股民的农村“三变”改革，形成规模和聚集效应。

毛万春率队赴琼中开展民主监督
调研时强调
持之以恒 久久为功
推进生态环境持续改善

秸秆焚烧，是生态治理的一大难
题。琼海立足实际，创新思路，引入
循环农业模式，一改积弊，为根治秸
秆焚烧找到良方，这正是创新实干，
因地制宜解难题、落实生态文明建设
决策部署的生动体现。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海南要为

全国生态文明建设作出表率。作
出表率，就不能光说不做、空喊口
号，而要深想一层、先行一步，创新
方法、做出成效。只有深入调研，
结合当地实际，拿出务实有效的具
体举措，把生态难题一件一件解决
掉，我们才能加快建设国家生态文

明试验区。
生态文明建设如此，自贸区、

自贸港建设同样如此。面对各种
发展任务、发展难题，需要我们立
足本地实际，积极探索，大胆创新，
以问题为导向，在解决问题中推进
各项工作。

在狠抓落实中作好表率

本报海口12月20日讯（记者
计思佳）“农业局今年最满意的一项
工作是打响了海口火山荔枝品牌”

“秀英区最不满意的一项工作是垃
圾秸秆禁烧没有管控好”……12月
20日，海口市政府召开谋划2019
年工作务虚会，各区各部门负责人
围绕“2018年抓得最好的1件事、
2018年落实得最差的1件事、2019
年重点要抓的3件事”进行汇报。
聚焦重点、直面问题、切中要害，形
式新颖的汇报让年终总结不流于

形式，真正发挥出了“年终体检”的
作用。

现场，海口各区各部门负责人
依次走上主席台，借助PPT在5分
钟时间内进行介绍。有了清晰的发
言模块，各负责人围绕规定的3个
问题对号入座，汇报由此展开。

“2018 年抓得最好的 1件事”
是让各部门梳理全年工作亮点。
很多负责人通过摆数据、谈对比的
方式，展现部门工作成效，说得让
人信服：“龙华区组建城市运行综
合管理联动中心，至 11月办理办
件 77万余件，全市综合考核排名
从去年倒数第一跃居第一”“今年
海口会展业收入约120亿元，同比
增长20%”。

“2018年落实得最差的1件事”
旨在让各部门对现有工作进行反
思，举一反三。会上，海口市琼山区
区长王和娇自我揭短：“琼山区最不
满意的工作是河口溪水体治理工作
进展缓慢。分析原因，一是PPP公
司项目资金不足。二是公司项目法
人多次变更，影响治理进度。三是
公司治理技术力量薄弱。”

“2019年重点要抓的3件事”则
是考验各部门对来年工作的谋划布
局。“给我3个项目、4个亿、5年，我
们将还市民一个不一样的海口医疗
卫生状况。”海口市卫生和计划生育
委员会主任曾昭长的汇报思路清
晰，充满激情，获得了全场最热烈的
掌声。

会上，各分管副市长还对所分
管各单位的汇报进行点评，同样简
明扼要、客观务实。“教育局的工作
可以用一句话总结，稳中求突破，整
体上台阶”“公安局用一个‘新’字总
结，新形象、新突破、立新功”。

海口市政府主要负责人表示，
这是该市第一次以不带稿的形式
开总结汇报会，内容全是干货，整
个会场呈现一股简洁务实高效的
清新之风。

“每人只说3个问题，每人说好
3个问题。”海口市会展局局长蔡俏
评价说，今年的年终汇报不求大而
全，这种窥一斑而见全貌的方式更
能检验各部门负责人对自己工作的
熟悉程度和思考深度。

工作务虚会不念稿、说干货，市领导当场点评

海口“年终体检”只问3个问题

本报海口12月20日讯（记者
邵长春 通讯员李俊）今年以来，海
航集团聚焦航空主业，积极服务海
南自贸区自贸港建设，海航运营的
岛内美兰、凤凰和博鳌三大机场年
内已新开通26条国际及地区航线，
预计今年整体旅客吞吐量将突破

4400万人次。
同时，海口美兰机场二期扩建

工程也正在抓紧进行，将于明年10
月投入使用，预计到2022年末，海
航将新增海南始发国际航线40余
条，力争在未来三年内，实现海南开
通国际航线100条以及入境游客量

达到200万人次的发展目标。
近年来，海航集团抓住民航机

场属地化改革机遇，积极参与海南
机场及基础设施建设工作，旗下海
航机场集团已经发展成为国内第三
大机场集团，目前分别运营海口美
兰国际机场、三亚凤凰国际机场、琼
海博鳌机场三大海南岛内机场。

今年11月3日，美兰机场年旅
客吞吐量再次突破2000万人次，
比去年提前22天，全年旅客吞吐量

有望超过 2400 万人次；12 月 16
日，博鳌机场旅客吞吐量首次突破
50万人次，仅用两年时间，就实现
了从10万到50万人次的历史性跨
越；凤凰机场旅客吞吐量今年更有
望首次突破2000万人次，成为我省
第二家跨入“2000万级俱乐部”行
列的大型繁忙机场；岛内三大机场
整体旅客吞吐量今年预计将突破
4400万人次。

下转A04版▶

海航聚焦航空主业，服务海南自贸区自贸港航空基础设施建设显成效

岛内三大机场今年客运量有望突破4400万

壮阔东方潮
奋进新时代
——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

大型系列特刊 白沙篇

12月20日，俯瞰海口美兰国际机场二期扩建项目，飞行区工程跑道、滑行道、站坪等区
域已基本成型。 本报记者 张茂 通讯员 陈焕智 摄

A06、A07

本报嘉积12月20日电（记者刘
袭 丁平 通讯员谢小茜）海南益芝祥
生态农业公司“吃秸秆”菌包生产线
今天正式投产。

这家公司在琼海市嘉积镇黄崖
村建生产基地，总经理邹汉亭宣告：

“这标志着生产基地正式规模生产。”
琼海水田16万亩，年产秸秆47

万吨。“生产基地年消耗秸秆50万
吨。”邹汉亭说，琼海全市的秸秆都不
够用。

“琼海农民大规模焚烧秸秆历史
从此基本结束。”市委书记何琼妹说。

一直以来，琼海农民不在灶里烧
秸秆，就在田里烧。嘉积镇截园村曾
是焚烧秸秆重灾区，村民李小香说：

“我知道烧秸秆污染空气。但家里烧
煤气，秸秆不当柴烧了；埋在田里，带
来病虫害。”

“年年大喊口号，但没有彻底解决

焚烧秸秆难题的措施，变成空喊口
号。”嘉积镇龙寿村也曾是焚烧秸秆重
灾区，村支书李树说，每年都要耗费大
量人力、物力，阻止村民焚烧秸秆。

今年4月，党中央作出在海南打
造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的决策部署；
习近平总书记嘱托海南干部群众，为
全国生态文明建设作出表率。

如何贯彻落实党中央的决策部
署？“习近平总书记为我们指明方
向。今年4月他考察海南时说，贯彻
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不是喊口号，
要经过深入调研，结合当地实际，形
成符合党中央精神的行之有效的具
体举措。”何琼妹告诉记者，琼海不再
空喊口号，决定引入生态循环农业模
式，找准难点根治焚烧秸秆顽疾。

“难点在如何消耗秸秆。”嘉积镇
政府负责人说，引入民间资本，开发
以秸秆为原料的新产业，“我们用新

产业从根子上破解环保难题，守护洁
净蓝天。”

“以秸秆为原料生产菌包和有机
肥，在我国是成熟产业。”邹汉亭是安
徽投资商，从事有机肥生产10多年，

“在嘉积镇兴办海南首家能消耗所有
农作物秸秆的企业，看中的是琼海的
秸秆原料。”

市农林局副局长雷震说：“用生

态循环农业‘利器’，破除焚烧秸秆
弊端。”

这家公司有一个顶着“大脑袋”、
肚子下面挂大滚筒的“机器人”。“这
是花60万元买的全省首台翻抛机，1
小时翻抛2000立方米菌料。”公司副
总经理陈少云说，筹建大半年来，先
后投入4000多万元，购买多种专用
设备。

“以秸秆为原料生产的菌包，以
秸秆和废菌包为原料生产的有机肥，
都供不应求，年总产值达5亿元，利
润可观。”公司销售负责人刘景祥说。

这家公司从农民手里收购秸
秆。烧秸秆烧了一辈子的截园村60
岁的王裕珍说：“1亩水田的秸秆卖
七八十元，差不多能雇收割机收割1
亩水稻了。秸秆能卖钱，不烧了。”

引入生态循环农业模式破解环保难题，守护洁净蓝天

琼海找准痛点治理秸秆焚烧

本报海口12月20日讯（记者金昌波）12月19日
下午，省委副书记、省打赢脱贫攻坚战指挥部指挥长李
军主持召开指挥部第38次会议，集中调度“创优迎考”
工作，坚持问题导向，研究整改措施。省人大常委会副
主任、副指挥长何西庆，副省长、副指挥长刘平治出席。

会上，省扶贫部门和11个专项工作组牵头单位汇
报了近期工作情况；9个省委脱贫攻坚战督查组通报
了“创优迎考”期间发现的突出问题；省直有关部门的
同志针对各方反馈的薄弱环节和突出问题，仔细研判、
认真会诊，就抓好整改提出意见建议。

李军指出，国家扶贫开发成效考核在即，通过强
有力的督查传导压力、压实责任，有利于及时暴露问
题、解决问题。各专项工作组、督查组的同志要切实
提高政治站位，以高度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做好工作，
督促市县做好最后的冲刺。要坚持严督实导，严格
对照“国考”指标体系，紧紧围绕“两不愁三保障”、脱
贫质量等重点内容，严查弄虚作假现象，在精准发现
问题的同时强化督促、指导和帮助，推动市县真正把问
题整改到位。特别是针对反馈出的低保户、特困户疑
似漏评问题，要准确把握“两项制度”衔接的标准，逐户
做好排查，对符合条件的应纳尽纳；对危房改造进度慢
问题， 下转A02版▶

李军主持召开省打赢脱贫攻坚战
指挥部第38次会议
调度解决“创优迎考”工作
突出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