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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居民

人均可支配收入为24579元

同比名义增长9.0%
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6.3%

2018年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

收入为33349元

同比名义增长8.2%

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5.7%

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

收入为13989元

同比名义增长8.4%

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5.8%

■ 本报记者 陈雪怡 通讯员 杨维善 廖忠芳 叶薇

海南城镇居民
人均生活消费支出22971元

比上年增加2599元
同比名义增长12.8%
创近5年来的新高

海南农村居民
人均生活消费支出
达到10956元

比上年增加1356元
同比名义增长14.1%

制图/张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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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名称
鲜猪肉
鲜猪肉
鲜羊肉
鲜牛肉
鸡肉
鸡蛋
带鱼
青椒
尖椒
芹菜
油菜

圆白菜
豆角
韭菜

西红柿
胡萝卜
土豆

大白菜
蒜苔
冬瓜
苦瓜

空心菜
地瓜叶

规格、等级
黑猪肋条肉
黑猪精瘦肉
新鲜带骨
新鲜去骨

白条鸡、开膛、上等
新鲜完整 鸡场蛋
冻 250克左右

新鲜一级
新鲜一级
新鲜一级
新鲜一级
新鲜一级
新鲜一级
新鲜一级
新鲜一级
新鲜一级
新鲜一级
新鲜一级
新鲜一级
新鲜一级
新鲜一级
新鲜一级

未经处理，按把换算

农贸市场均价
13.00
20.21
56.11
51.85
13.92
6.99
22.23
3.55
3.16
3.72
3.64
2.42
5.63
4.73
4.28
3.21
2.59
2.57
5.94
2.06
5.38
4.50
2.69

日环比
0.15%
-0.30%
0.46%
0.01%
0.77%
-0.04%
0.58%
-0.50%
-0.58%
-0.83%
0.85%
0.28%
7.76%
0.62%
-1.13%
-0.51%
-2.49%
6.76%
-1.04%
-0.13%
-1.10%
-2.81%
-5.52%

杨志义同志逝世
海南海钢集团有限公司离休干部杨志义

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19年1月24日在
广州逝世，享年98岁。

杨志义，男，山西五台山人，1942年2月
参加革命工作，1943年 2月加入中国共产
党。主要历任抗日运动委员会干事，山西五
台三区政权协助员、秘书、窑头煤矿区长，湖
北孝感大公区行政助理、县委组织干事，杨店
区副书记、书记，县委办公室主任、宣传部部
长，中南第一铁矿材料计划科长、石碌地质主
任、矿区主任、副矿长、公司副经理、总工程
师，海南铁矿副矿长，华北矿山机修厂处长、
顾问等职。1985年离休（地专级），享受按副
省长级标准报销医疗费待遇。

联系电话：18976166663
中共海南省委老干局

2019年1月28日

文昌举行
首届“电商年货节”

本报文城1月28日电（记者李佳飞 特约记
者黄良策）为全面贯彻落实“互联网+”发展战略，
大力促进电子商务发展，推动电商消费扶贫和农
产品上行，1月26日至28日，文昌市在文城镇椰
乡路美食城举办首届以“扫码新时代，融合新未
来”为主题的电商年货节，百余种商品，多种优惠
促销活动，吸引到大量市民采购。

本次电商年货节总共有50个展位，分为电商
区和消费扶贫区，共汇聚了全市38家优秀电商企
业参与，现场有文昌鸡、酥卷、古法红糖、牛肉干、
猪肉干等文昌地域特色的农特产。

活动现场有歌舞、小品等表演，还有舞狮表演
来助阵，可谓是热闹非凡。展区内各式各样的年
货吸引了大批消费者前来选购。

作为主办方——文昌市商务局相关负责人表
示，本届“电商年货节”是文昌市第一次尝试将电
商元素、传统年货展销与电商扶贫融合在一起的
一次大型活动，旨在通过传统销售与线上销售相
结合、爱心消费与电商扶贫相结合的方式，为广大
市民朋友打造一个规格高、质量优、品种全、价格
惠的“一站式”年货采购平台。

2018年全省烟草行业
工商税利突破60亿元

本报讯 近日召开的2019年全省烟草工作会
议上透露，2018年，全省烟草行业实现工商税利
60.47亿元，同比增长5.11%；上缴财政53.08亿元，
同比增长9.40%。

2018年，全省烟草行业坚持“总量控制、稍紧
平衡”调控方针，加强宏观调控，优化营销服务，积
极推进现代卷烟零售终端和零售户自律互助小组
建设，市场状态实现持续好转。

同时，全省烟草行业保持高压严打态势不放
松，有力打击各类涉烟违法犯罪行为，组织开展烟
草行业“海南无假货”品牌建设行动，实行最严格
的市场监管，努力打造诚信、公平、放心的市场环
境。全年全省共查获各类涉烟违法案件2519宗，
查获5万元以上假烟案件56宗，查获各类违法卷
烟2546.59万支。

全省烟草行业还继续深化“放管服”改革，推
动烟草专卖零售许可管理系统与省政务中心电子
证照系统、省市场监管局工商营业执照数据系统

“双对接”，有效解决群众办证难点问题；完善烟草
专卖零售许可证办理系统及微信公众号功能，简化
办证程序，切实提高便民服务水平。2018年全省
18个市县全面取消新办卷烟零售许可证距离限
制，实施负面清单制度，有效解决了“办证难”问题。

全省烟草行业把脱贫攻坚作为重大政治责
任，各级领导干部带头走村入户调研，驻村干部坚
持吃住在村，帮助落实资金、项目、销路，通过组织
参加全省脱贫致富电视夜校、参与消费扶贫、开展
送学上门活动等引导贫困群众树立主体意识、增
强脱贫信心。

据介绍，全年全省烟草工商企业累计投入
844万元资金开展帮扶，帮助贫困群众不断提高
生产生活水平。 （陈敏 安婷）

本报定城1月 28日电 (记者
邓钰 特约记者司玉 通讯员张博)

“赶在节前摘完这茬满天星百香果，
我就能安心过个好年了。”1月 28
日，在定安县龙湖镇安仁村的百香
果种植基地，忙活了一整天的村民
王树凤高兴地说，自去年5月，村里
引进百香果产业后，赋闲在家的村
民有了工作岗位，每月添了近2000
元的收入。“百香果不愁销路，村民
们迎来好年景。”

对自小在安仁村长大的王树凤
来说，这两年，村子的变化太大，令
她目不暇接。从前，村民们住的是
旧瓦房，进出村是泥巴路，垃圾围
村，脏臭不堪……而且因为全村皆

是沙壤土，难觅半亩良田，村民缺乏
技术和资金，难以发展产业。

“收入只能靠槟榔、橡胶，没几
个年轻人愿意留在村里。”王树凤感
叹，曾经觉得生活没有希望，但整村
推进的尝试，让大伙看到了出路。

自2016年安仁村开展整村推
进脱贫工作以来，该村定点帮扶单
位省政协和定安县委、县政府陆续
投入上千万元，相继完成道路硬
化、水利工程、危房改造等便民项
目，并发展土虫草种植、百香果种
植和豪猪养殖等多种特色产业，一
个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
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村庄初
显雏形。

走入如今的安仁村，海南日报
记者看到，村子古树参天，花木掩
映，水泥硬化过的村道干净整洁、平
整宽阔，改造重建后的新房子绘上
了宣传乡村振兴的壁画。

“路通了，景美了，村子越来越
好。为了维护乡村环境，村民们还
共同制定了村规民约和卫生检查评
比办法。”安仁村党支部书记、村委
会主任吴坤丰笑着说道，从前谈起
生活，大家都愁眉不展，如今村民脸
上尽是充满希望的笑容。

“过去不想留，现在不想走！”
2017 年，豪猪养殖能手吴多正感
受到村庄的变化，曾在外地打工
多年的他毅然辞去工作，在村委

会的支持下，回乡发展豪猪养殖
产业。对他而言，整村推进既是
贫困生活的终点，也是致富之路
的起点。

“为了解决村民缺乏发展资金
的难题，省政协协调成立安仁村产
业发展基金，免息让村民借贷发展
资金。”安仁村驻村第一书记王晶
亮透露，吴多正便是在这项产业发
展基金的支持下，扩建12间豪猪猪
舍，将养殖规模从6头扩展到60余
头。目前，该产业发展基金已为村
民及村集体企业发放贷款58万元。

“村委会还和高校以及企业合
作，共同发展村集体经济，现在已经
成功引入土虫草、百香果和南药种

植等产业。”王晶亮表示，村委会还
将根据发展实际，不断引入高效产
业，丰富村庄业态。

“2018年，村集体收入总共是9
万元，是 2016 年的 900 元的 100
倍。如今不仅是进出村子的路宽
了，致富的路也宽了！”王晶亮说。

除了传统的种植、养殖业，共享
农庄建设、乡村休闲农业等新兴产
业都已在安仁村布局。

“拥有新生活，怎么能不争取
早日致富呢，何况还是在家门口
赚钱！”王树凤说，村子发展早已
成为大家关心的大事，村民们都
跃跃欲试，渴望能进一步参与到
乡村建设中。

定安安仁村整村推进脱贫，发展特色产业，村民迎来好年景

“过去不想留，现在不想走！”

1月20日，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百花岭雨林文化旅游区风景优美，山水宁静。
本报记者 陈元才 特约记者 秦海灵 通讯员 朱德权 摄

口算了一会后，海口市民邓先生和
万宁市北大镇北大村村民黄慧丽对于
2018年收入情况，心里有了“数”：“日子
是越过越好了，因为收入越来越高了！”

打开两人的“钱袋子”，邓先生一
家除了工资收入外，还有餐饮店的营
业收入。“我们是2018年开的店，相关
证照办理都比较方便，而且所处地段
客流量也比较可观，所以生意还算不
错。”邓先生的妻子笑道。而黄慧丽除
了有养龟合作社一年5200元的分红
外，还担任护林员，每月有1000元工
资收入。闲暇时，她还会到村里的百
香果标准化种植示范基地打工。

在2018年，鼓了“钱袋子”的不只
有邓先生和黄慧丽。据国家统计局海
南调查总队住户调查数据显示，2018
年，海南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
24579元，同比名义增长9.0%，扣除
价格因素，实际增长6.3%。其中：城
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33349元，
同比名义增长8.2%，扣除价格因素，
实际增长5.7%；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
收入为 13989 元，同比名义增长
8.4%，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
5.8%。城乡居民增收好于预期，增速
均高于年初制定的8.0%工作目标。

“居民收入增速快于经济增长，收
入增速快于全国，城乡居民收入倍差
持续缩小。这是2018年海南居民增
收的主要亮点。”国家统计局海南调查
总队副巡视员郑路介绍道，具体来看，
2018 年海南居民收入实际增长
6.3%，高于全省地区生产总值（GDP）
增速0.5个百分点，居民在经济增长
中的获得感有所增强。

同时，2018年海南全体居民收入
增速快于全国0.3个百分点，全体居

民、城镇居民、农村居民收入水平分别
排全国14、18和14位，在全国位于中
游。此外，2018年海南城乡居民收入
倍差从上年的2.39缩小至2.38，小于
全国平均水平（2.69），城乡居民收入
倍差连续8年缩小。

“钱袋子”又鼓又靓，原因何在？
群众给出了答案：“政府政策好、投入
多，所以我们的生活也越好、收入也越
多！”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红毛镇毛西
村村民王国轨说。以农村居民收入为
例，国家统计局海南调查总队相关负
责人具体分析了2018年我省农民增
收情况和原因。

2018年，省委、省政府克服经济
下行压力的影响，持续加大民生投入，
出台多项促进居民增收措施，包括出

台乡村振兴战略实施意见等利好政
策，促进城乡居民收入稳步增长。

“从来源看，四大项收入呈‘两快两
稳’全面增长态势。”前述负责人说，工
资性收入稳步增长，是农民增收的首要
动力。2018年，海南农民人均工资性
收入5611元，同比增加444元，增长
8.6%，对农民增收的贡献率为40.8%，
拉动可支配收入增长3.4个百分点。

我省各级政府大力推广农民技能
培训，鼓励引导农民外出就业，进行产
业选择，农民外出从业人员增加，农民
工工资平稳增长，是我省农民工资性收
入增长的主要原因。据调查，2018年
农民外出从业人员比上年增长5.6%，
人均月收入2970元，同比增长6.9%。

外出就业收入高，村里发展亦收

获。得益于乡村旅游、农村电商等，非
农经济快速发展、农业经济效益总体
平稳，助推农民经营净收入平稳增长，
占比仍居第一位。2018年，海南农民
人均经营净收入5906元，同比增加
230元，增长4.1%，占可支配收入的
比重为41.5%，对农民增收的贡献率
为21.2%。其中，第一产业经营净收
入增长2.5%，第二、三产业经营净收
入分别增长9.4%和7.3%。

业内人士表示，随着全省全力推
进全域旅游，加快建设美丽乡村、特色
产业小镇，以及居民对生活品质追求
的提升，乡村自驾休闲旅游越来越火
热，带动了全省农村家庭第三产业经
营发展，促进了农民非农经营增收。

四大项收入，除了工资性收入、经

营净收入，还包括财产净收入、转移净
收入。该负责人说，财产净收入显著
增长，是四大项收入中增速最快的。
2018年，海南农民人均财产净收入
254元，同比增加68元，增长36.5%。
主要原因是农村土地流转加快，使得
农民转让土地承包经营权收入快速增
加，促进了财产净收入大幅增长。

昌江黎族自治县乌烈镇乌烈村村
民张喜政便是“获益者”之一。我省通
过土地整治，改善农村农民生产条件
和生活环境，促进农业增效和农民增
收。“整治过后，地变得好租了！”张喜
政笑得合不拢嘴：“之前一亩地年租金
300元，现在已经涨到600元，打工的
话每天还有100多元收入，收入比以
前多多了！”

此外，转移净收入增长较快，增速
和贡献率在四大项收入中均居第二
位。2018年，海南农民人均转移净收
入 2318 元，同比增加 346 元，增长
17.5% ，对 农 民 增 收 的 贡 献 率 为
31.8%，贡献率仅次于工资性收入，拉
动可支配收入增长2.7个百分点。受
益于省委、省政府各项惠农、扶贫措施
力度加大，以及养老标准提高等因素
影响，使得农民转移净收入较快增长。

该负责人表示，海南城乡居民增
收，“钱袋子”越来越鼓，还体现在消费
上。2018年，海南城镇居民人均生活
消费支出22971元，比上年增加2599
元，同比名义增长12.8%，创近5年来
的新高；海南农村居民人均生活消费
支出首次突破万元大关，达到10956
元，比上年增加1356元，同比名义增
长14.1%，“这也是海南居民生活越来
越好的具体体现。”

（本报海口1月28日讯）

去年我省城乡居民收入较快增长，快于预期目标

钱袋子鼓了，日子好过了！

百花岭景区念好生态经,升级改造尽量避开大树,村民自觉不上山砍柴、采药、放牛

“完整的百花岭才是最美的”

新 走基层

本报营根1月28日电 (记者于
伟慧 特约记者秦海灵)1月28日上
午，在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百花岭
热带雨林旅游文化区，来自海口的
游客高红波对景区赞不绝口，“没想
到百花岭的生态保存得这么好，热
带雨林景观如此丰富与完整。”

高红波是海南的一位资深户外
爱好者，长期行走在海南的深山大河
之间，本次来琼中百花岭热带雨林旅
游文化景区是为了陪自己放寒假的
女儿。到了百花岭，所见所闻，着实
让高红波很惊讶。高红波介绍，这种
惊讶源于两处，一是百花岭距离琼中
县城非常近，只有六七公里；二是如
今百花岭旅游文化区试营业，里面热
带雨林景观保存十分完整。

据介绍，海南海鼎百花岭雨林文
化旅游区（原名百花岭风景名胜区）位
于琼中营根镇，自2015年底停止接
待游客，开始进行全面升级改造。景
区以”百花仙境，菩提福地”为总体定
位，是琼中首个按5A级旅游景区标
准打造的雨林文化旅游区。

在开发中，公司处处以环境保
护为主，没有大修大建，在原有的生
态基础上，做了一些便车便民设施，
让广大市民和游客能真真正正感受
到热带雨林，触摸到热带雨林。

行走在景区之内，你会见到千
年古树、百年老藤、空中花篮以及各

种各样的蕨类寄生现象，还可以见
到在地球上已经存活亿万年之久的
桫椤树。

景区总经理吴丽介绍，当初景
区进行开发时，就定义环保生态为
主题，公司每天开会都要传达环保
生态的理念。升级改造的四年时
间，开发尽量避开大树，每遇到保护

树种，都做了移栽安排；每建一个设
施，都必须层层申报，层层审批，就
是为了环保。

在该景区的天池边，海南日报记
者遇到了百花岭热带雨林旅游文化
公司董事长李合岭，他正拄着一个手
杖在巡查景区。李合岭告诉记者，在
景区建设伊始，他就放弃酒店住进了

山里。四年中，几乎每天都要爬山。
在李合岭的引领下，记者走进

雨林深处，雨林中，木质藤本植物随
处可见，有的粗达20～30厘米，长
可达三四百米，沿着树干、枝丫，从
一棵树爬到另外一棵树，从树下爬
到树顶，又从树顶倒挂下来，交错缠
绕，好像一道道稠密的网。

有些种类的树干基部常会长出
多姿多态的板状根，从树干的基部
2～3米处伸出，呈放射状向下扩展。
有些则生长着许多发达的气根，这些
气根从树干上悬垂下来，扎进土中
后，还继续增粗，形成了许许多多“树
干”，大有一木成林的气势，非常壮观。

有些种类的树如高山榕、菩提
树等，在老树树干或根颈处也能开
花结果，成为热带雨林中特有的老
茎生花现象。

李合岭介绍，之所以今天百花
岭有如此完整的热带雨林景观，要
感谢多年来附近村民的保护，百花
岭山下的百花村，住着上百户村
民，这些村民祖祖辈辈保护着百花
岭，不允许任何人上山砍树，上山
采药，上山放牛，这才使得百花岭
热带雨林景观保存得如此完整。

“完整的百花岭才是最美的。”
李合岭说，村民们几百年的环保理
念，成就了百花岭原生态热带雨林，
公司的开发就是要把这座绿水青山
变成金山银山。公司正在积极探索
建设海南乃至全国的热带雨林生态
系统关键保护地，使得热带雨林生态
系统的原真性、完整性和多样性既得
到保护，也要使得热带雨林的生态系
统与广大游客、市民见面，使得科研
监测体系不断完善，热带雨林公园教
育、研学基地的功能得以发挥。

亮点2018

海南农民

人均工资性收入5611元
同比增加444元，增长8.6%
对农民增收的贡献率为40.8%

农民人均转移净收入2318元
同比增加346元，增长17.5%
对农民增收的贡献率为31.8%

农民人均财产净收入254元
同比增加68元，增长36.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