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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梁君穷

寒冬时节，三亚依然温暖舒适。
1月1日凌晨，伴随新年钟声的敲响，
第二届三亚国际音乐节在绚烂的烟
火秀中落下帷幕。音乐节启幕之前，
数万名音乐爱好者从全球各地搭乘
飞机来到三亚凤凰国际机场，从这里
开启冬日音乐之旅。

近年来，三亚凤凰国际机场不断
完善基础设施，积极开拓国内外航
线，以“航空+文体”“航空+会展”带
动城市资源深度融合，将三亚得天独
厚的气候自然资源与航空市场有效
衔接，增添三亚城市发展新动能。同
时，三亚会展、文体产业的发展，也成
为三亚航空产业发展的新“引擎”。

带动城市实体经济增长

2018年12月10日，大型游艇、
航空及时尚生活方式展——海天盛
筵在三亚落下帷幕，这一展会已连续
9年落户鹿城。今年展会共迎来70
多家展商，超过100个品牌亮相。4
天的展会，参展商签下超过12亿元
的游艇订单，展会期间举办的慈善晚
宴拍卖所得达281万元。

会展产业正逐步发展为三亚新
的经济增长点。三亚副市长谢庆林
介绍，“十三五”期间，会展业被列入

三亚市十大重点发展产业之一，迎来
了难得的发展机遇，随着海南自由贸
易试验区和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建
设的推进，以及三亚城市对外开放水
平的不断提高，越来越多的大型会展
活动在三亚举办，会展业对实体经济
的贡献率逐步提高。

以2017年为例，三亚共举办100
人以上规模型会议8100场，参会人
数达到193万人，其中岛外参会人数
超过155万人，国际（地区）参会人数
15.4万人。“这155万的岛外参会人
员，绝大多数是通过航空线路过来，
三亚凤凰国际机场近年来将航线拓
展至国内外101个城市，为人员前来
参会提供了便捷的通道。”三亚市政
府相关负责人表示。

激活城市发展新动能

2018年，三亚凤凰国际机场完
成航班起降12.15万架次，年旅客吞
吐量突破2000万人次，共有45家航
空公司入驻。随着三亚不断织补“空
中桥梁”网络，岛外越来越多文化、体
育、音乐爱好者前往三亚享受“酷玩”
时光。

2018年12月31日晚，三亚海棠
湾畔灯光璀璨，电音律动。70岁的居
惠萍，以及年过六旬的蔡建勤、梅茂
丰夫妇成为三亚国际音乐会现场一

道别样的风景，他们站在前排，与年
轻人一起律动。“这里跨年，感受电音
的魅力，感觉自己也变得年轻起来。”
居惠萍说。

音乐节主办方负责人介绍，2018
年3月份首届三亚国际音乐节取得
不错效益，共拉动消费近5亿元，海
棠湾主会场两天的演出吸引了超过6
万名观众，参与音乐节的总人数约20
万人次。同时，已参加工作、具有经
济能力的年轻人正是三亚国际音乐
节的主流消费群体。

不断织密的航空线路为三亚带
来了世界各地的旅客，繁荣了三亚的
文娱、体育市场。三亚越来越多的文
体活动的举办，吸引巨大人流量，也
带来了航空产业的发展，二者相互融
合，激活了三亚城市发展的新动能。

与2018年三亚凤凰国际机场旅
客吞吐量突破2000万人次相对应，据
初步统计，2018年三亚全年接待游客
约2248万人次，同比增长11.77%，这
也是近三年来增幅最大的一年。

推动航空与产业深度融合

三亚自然环境独特，近年来每年
承接众多国际性文化赛事活动，在发
展会展、文化体育等产业具有独特的
优势，但由于基础薄弱，缺乏大型会
展场馆等基础设施仍制约着三亚会
展、文体产业的进一步发展。

与之相对的是，三亚的国际通达
性正在加快提升。三亚计划在2019

年加密5条航线，开通19条国际新航
线。巩固传统客源市场，继续开发三
亚至俄语系国家市场、港澳台市场，
计划开通7条航线。集中力量开发
三亚至西欧、北欧、东南亚等新兴市
场，计划开通12条航线；发掘日本、
印度潜力客源市场，将中转航线培养
成直飞航线，计划开通2条航线。探
索在广州白云国际机场和深圳宝安
国际机场设立“免签中转隔离区”，为
来三亚的59国免签或落地签证游客
到三亚旅游提供便利。

在此背景下，如何将航空产业对
会展、文体等产业助推作用充分发挥？

三亚积极招商引资，加快基础设
施建设。2018年6月，三亚与国奥控
股集团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国奥
集团将全面参与三亚体育、文化、旅
游、乡村振兴领域的项目建设，建设
一批体育文化场馆等。

此外，三亚出台了相关文件助
推会展产业规范发展，2018年，《三
亚市会展业发展中期规划（2018-
2025）》《三亚市促进会展业发展实
施意见》《三亚市会展业扶持专项资
金管理办法》3个行业指导性文件已
经印发实施。

三亚市商务会展局会展科负责人
介绍，同时三亚将加强会展行业培训，
提升从业人员服务水平。2019年起计
划每半年开展一次行业内培训会，重点
对会展策划、接待、搭建、营销等基础性
工作进行培训，着力提升会展行业人
员素质。 （本报三亚1月3日电）

三亚凤凰国际机场推动会展、文体产业发展

“航空+”助力鹿城产业发展

■ 本报记者 傅人意

改良土壤酸性提高土壤地
力；调整产业结构引导农民种植
经济效益高的农作物；通过土地
流转、承包租赁等形式，使因缺
少劳动力、资金技术等造成撂荒
的土地复耕……2018年海南多
措并举使撂荒地恢复生产10万
亩，既促进农业发展，又实现农
民增收。

省农业农村厅种植业管理
处相关负责人1月3日接受海南
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去年我省
全力推进撂荒地复耕工作，在顶
层设计上制订2018年撂荒地恢
复生产工作方案，提出全省撂荒
地复耕按照“宜菜则菜、宜果则
果、宜牧则牧”的指导原则。同
时，为保障撂荒地复耕资金经费
落实，去年我省安排撂荒地复耕
工作补助经费1075万元，对市
县开展撂荒地复耕进行补助，对
撂荒地复耕的农民每亩补助
400元至500元，调动了农民撂
荒地复耕的积极性。

我省去年投入资金1075万元，多举措促撂荒地恢复生产

10万亩撂荒地复耕变聚宝盆

我省启动中小学校
联网攻坚行动

本报海口1月3日讯（记者陈蔚
林 实习生余梦月）省教育厅1月2日
发布通知，决定开展中小学校联网攻坚
行动，于2019年底实现全省中小学校
（含教学点）宽带接入率达到98%以上
的目标。

根据行动计划，各市县区教育
行政部门要根据教育部公布的我省
未联网学校（含教学点）名单，尽快落
实宽带网络接入任务，于2019年底实
现中小学校（含教学点）宽带接入率达
到98%以上的目标。同时，还要对所
属中小学校的宽带输入和出口情况进
行认真梳理，务必在2020年底前实现
学校出口带宽达到100兆位/秒以上
的目标。

省教育厅要求，各市县区教育行
政部门要积极向财政部门申请2019
年的学校网络带宽使用经费，尽量采
用区域统筹的模式，解决学校网络使
用经费急缺问题。

省教育厅将以各市县区填报的
“全国教育信息化工作进展信息系统”
数据为准，对于未按时上报清单或清
单数据与系统数据不一致的单位进行
通报。

关注三亚机场迈入2000万级行列

针对短期内难以明显改善生产
条件的撂荒地，我省适当发展生态健
康水产养殖、草食性畜牧业或种植绿
肥持续改善地力种植牧草，发展循环
生态农业。

文昌市琼北大草原花海基地，利
用原本因海水倒灌导致土地盐渍化
严重的撂荒地种植牧草。海南琼北

大草原投资控股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董事长颜平龙表示，公司以一亩350
元的租金将农民的撂荒地返租，10亩
荒地一年就收入3500元，两年后递
增3%。

2017年底，省政府办公厅出台
了《海南省恢复撂荒地生产实施方
案》，要求自2017年起，用3年时间

完成全省 23.9 万亩撂荒地恢复生
产任务；要求 2017 年全省复耕面
积 5 万亩，2018 年计划复耕面积
10万亩，2019 年计划复耕面积 8.9
万亩。

省农业农村厅种植业管理处
相关负责人表示，目前全省撂荒地
复耕仍存在不少问题。撂荒的农

民普遍缺资金少技术，在产业调整
后，相应的技术服务跟不上；撂荒
地基础设施有待得到进一步改善，
防止出现重复撂荒；有待进一步因
地制宜推广新品种、发挥新型农业
经营主体作用、提高农民种植积极
性等。

（本报海口1月3日讯）

在文昌市文教镇加美村，原本
面积达250亩的撂荒地，如今发展大
棚蔬菜，郁郁葱葱的叶菜长势喜
人。加美村驻村第一书记黄德乐介
绍，村里通过引进企业承包土地进
行生产，村民不仅有租金，还能在基
地打工领工资。

今年60岁的加美村村民王桂梅
说：“以前自己种田，水利灌溉不到
位，望天吃饭。而且自己种几亩地，
种出来也愁销路。现在给企业打
工，一个月能有3000元的收入！”

儋州市农委相关负责人介绍，
去年儋州市对撂荒地进行种桑养蚕

产业扶持，还投入资金鼓励农民复
种冬季瓜菜。今年，儋州市将大力
促进土地流转，引进龙头企业提高
组织化程度，同时引导农户种植金
钻凤梨、红心橙、海头地瓜等高效农
作物。

省农业农村厅种植业管理处

相关负责人介绍，在全省撂荒地
复耕工作中，我省充分发挥龙头
企业、专业合作社的作用，通过土
地流转、承包租赁等形式，使缺少
劳动力、资金技术等原因造成撂
荒的土地复耕，减少反复撂荒的
现象。

据了解，目前海南土地撂荒主要
原因为撂荒地基础设施建设普遍滞
后。比如排灌系统不完善，使一些海
边的盐碱地、山坡地、西部的干旱地
复耕难；部分农作物经济效益低，农
村种植组织化程度低，缺少龙头企
业、合作社引导，市场销路不畅，农民
种植积极性不高。

利用科技提高地力，改良土壤。

海南省农业科学院农业环境与土壤
研究所研究员谢良商认为，海南天气
高温高湿使得土地养分流失严重、酸
性较强。针对土壤酸性问题，省农科
院研发耐酸农作物品种、利用弱碱性
的土壤调理剂进行土壤改良、利用有
机肥和化肥结合的方式科学施肥。

“目前我省在改良地力方面，技术上
已经比较成熟，土壤地力问题基本上

可以解决。”他还呼吁，农民要学会适
当轮种，避免同一土地长期耕种一种
农作物对土壤造成伤害。

调产业结构，提高农作物经济
效益，激发农民种地积极性。据了
解，去年我省印发《海南省农业农村
厅关于加快推进 2018 年全省撂荒
地复耕及甘蔗结构调整工作的通
知》，针对低效的甘蔗等农作物进行

产业调整。目前，全省引导农民在
撂荒地上种植香蕉、百香果、槟榔、
橡胶、花生、种桑养蚕、水稻、瓜菜
等高效农作物。

“今年以来省农科院结合脱贫攻
坚工作，研发脱毒地瓜新品种，鼓励
农民利用沙土壤种植地瓜，收益较
好。在五指山毛兴村种植的朝天椒
品种，也很受市场欢迎。”谢良商说。

提高土壤地力 调整产业结构

引进龙头企业 提高种地收益

3年完成任务 复耕23.9万亩

1月 3日，在三亚市海棠
区环保局，工作人员操作海棠
区秸秆焚烧预警监控系统实
时监控辖区环境焚烧污染。

三亚市海棠区环保局选
取5个建设点位，建设海棠区
秸秆焚烧预警监控系统，基本
覆盖辖区监控范围。该系统
主要通过热成像监测系统和
视屏监控系统相结合，当热
成像探头感应到火点周围达
到报警温度时自动抓拍，监
控视频系统同时自动识别抓
拍，并标注到地图上，系统操
作人员及时通知网格管理员
到场处理，将火情扑灭，相较
传统监管方法节省人力及时
间成本。

本报记者 武威 摄

“热成像”
监控秸秆焚烧

存在较大交通安全隐患

交警曝光我省
10大高风险运输企业

本报海口1月3日讯（记者良子 通讯员武
艳琰）为警示运输企业认真履行道路交通安全主
体责任，海南省公安厅交警总队近日公布了我省
道路交通安全隐患10大高风险运输企业。

这10大高风险运输企业分别为海口市公共
交通集团有限公司及下属分公司、三亚市公共交
通集团有限公司、三亚海棠湾公共交通有限公司、
海南弘瑞客运有限公司、三亚天行出租汽车有限
公司、新余市柳玉汽车运输服务有限公司、洋浦华
盛物流有限公司、儋州柏春出租车有限公司、、海
口鑫吉达物流有限公司、江西瑞州汽运集团金满
堂物流有限公司。

1月5日起，出行更省钱
多家航空公司
暂停收取燃油附加费

本报讯 （记者邵长春）近日，海
航、大新华航空、祥鹏航空、深圳航空
等多家航空公司对外宣布：自1月5
日（出票日期）起，暂停收取国内航线
旅客运输燃油附加费。

据了解，2018年 6月 5日，时隔
3年，航空公司恢复征收国内航线燃
油附加费。而在短短半年多时间
内，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先是经历
了“三连涨”，后又在去年12月 5日
迎来首次下调，降为每位旅客收取
10元或30元。

公开资料显示，航空公司此次暂
停收取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与今年
1月国内航空煤油出厂价下降有关。

“需要提醒的是，现在只是暂停
收取燃油附加费，并不意味着取消
了这项费用。按照相关规定，当国
内航空煤油综合采购成本超过每吨
5000元时，航空公司可恢复收取国
内航线燃油附加费。”携程机票相关
负责人表示。

“根据航空公司通知，燃油附加费
的征收以原始出票日期为准，换开客
票时，燃油附加费不退不补。”携程机
票相关负责人提醒，也就是说，1月5
日以前出票的国内客票，如变更至1
月5日（含）以后，不会按新标准退还
燃油附加费差价。

目前，上述航空公司已经在官网
上发布了暂停收取国内航线燃油附加
费的通告。

为中小微企业
“量身定制”特色金融工具

◀上接A01版
海南股交将继续大力践行普惠金融理念，推动中
小微企业金融生态圈的建立，加强板块建设，将各
项专业服务和先进理念带到各市县，帮助企业做
大做强。

省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相关负责人认为，海
南股交特色板块的设立，拓展了对高新技术、科技
型中小微企业以及互联网企业的服务深度和广
度，推动我省相关产业发展，打造了极具海南特色
的区域性股权交易市场。

创品牌
重点打造“海惠盈”平台

成立4年来，海南股交一直在不断挖掘服务
职能，从普惠服务逐渐转变为细分服务，拓展新的
融资渠道。根据中小微企业运营规模较小、运营
需求资金不大以及可转债发行较为灵活等特点，
目前“海惠盈”平台的可转债已成为海南股交为中
小微企业融资的品牌工具。

“海南股交已经明确了可转债业务是一个
重要发展的渠道，从2017年到现在，海南股交
用了一年半的时间，大力拓展可转债市场，为海
南股交挂牌的企业量身定做这一款产品。”李晓
刚说。

据统计，截至2018年12月，海南股交一共发
行13单可转债业务，为中小企业融资金额3090万
元。除了可转债，“海惠盈”推出的农业众筹等业务
也创新了小企业的融资渠道。此外，海南股交还通
过“海惠盈”进行实物众筹、创新众筹等业务，将“海
惠盈”打造成我省高端农业产品的展示平台。

2018年，海南股交的“海惠盈”获得原国家工
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局颁发的35类、36类、41
类、42类商标注册证。

精服务
当好小微企业的发展管家

为鼓励三亚市以及南部市县企业更好对接资
本市场，解决融资难题，规范公司治理，2018年
10月30日，海南股交三亚分中心揭牌。

海南股交总经理班淼琦表示，未来公司将努
力把三亚分中心建设成为一个在南部片区有重要
影响力的资本要素市场，充分发挥区域性股权市场
的示范作用，引领南部片区金融机构共同服务实
体经济发展。

2018年以来，为了让每个挂牌中小微企业获得
精准的服务，海南股交推行客户经理“一对一”服务
制，确保每个企业都有专人负责。同时，海南股交搭
建并不断完善四大平台（咨询平台、培训平台、路演
平台、企业家沙龙）服务体系，规范、培育、孵化了一
批有成长性、具有海南地域特色的企业。截至2018
年12月，四大平台共举行活动193场，其中2018年
新增49场，参与企业1000多家。

海南股交不仅在服务范围上更广泛，模式上更
精细，在服务对象上也逐渐延伸至商业银行。去年
8月，海南银行在海南股交成功办理股权登记托管
手续，成为省内首家完成股权登记托管的法人银行。

重责任
扶贫众筹助力脱贫攻坚

海南股交作为我省资本市场的重要组成部
分，在总公司海南省发展控股有限公司的指导下，
充分利用旗下“海惠盈”平台的功能优势，创新扶
贫模式，且一直积极配合海南证监局，通过平台助
力脱贫攻坚。

乐东黎族自治县大安镇陈考村有很多村民养
蜂，为了帮助村民拓宽蜂蜜销路，海南股交推出精
准扶贫项目——陈考村蜂蜜扶贫众筹，众筹项目
上线短短15天即顺利完成15.8万元的众筹目标
金额，让农户共享“互联网+农业众筹”带来的发
展红利。去年海南股交已累计两次共为该村的蜂
蜜众筹30多万元。

2018年12月17日，海南股交推出的“海控爱
心扶贫包”第一期众筹项目圆满结束，上线12天，
共为贫困户众筹6.1万元。“爱心扶贫包”产品为
海南控股定点扶贫单位临高县隆道村和加六村供
应的农产品，众筹发起后，海南控股体系内员工积
极参与消费扶贫。

海南股交相关负责人表示，接下来，海南股交
将在“海惠盈”平台设置扶贫专区，帮助贫困户拓
宽销售渠道。

省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在
海南自贸区、自贸港建设的大背景下，海南股交要
继续规范发展，提升功能，创新融资，发挥区域性
股权交易市场规范、培育和孵化中小微企业的作
用，服务我省特色产业发展，努力建设成为中国最
具特色的区域性股权交易市场。

（本报海口1月3日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