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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省重点城市空气质量日报
（3月17日12时-3月18日12时）

城市
名称

海口市

三亚市

五指山市

空气质量
级别

优

优

优

PM2.5浓度
（微克/立方米）

19

18

17

PM10浓度
（微克/立方米）

42

39

32

发布单位:海南省环境监测中心站

海南菜篮子价格快报
发布单位：海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采价时间：2019年3月18日 单位:元/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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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猪精瘦肉
黑猪肋条肉
新鲜带骨
新鲜去骨

白条鸡、开膛、上等
新鲜完整 鸡场蛋

冰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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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3
12.90
55.12
50.23
13.92
6.85
21.67
4.86
4.93
4.73
3.99
2.48
5.84
4.46
4.51
3.17
2.81
2.56
8.33
2.22
5.72
4.04
2.79

日环比
-0.24%
-1.11%
-0.64%
-0.62%
-0.60%
4.07%
-6.97%
6.10%
7.34%
5.80%
-0.26%
-0.23%
-3.41%
-5.83%
-1.95%
0.06%
0.09%
0.49%
1.75%
-1.83%
0.77%
1.29%
1.52%

■ 本报记者 梁振君

历史长河中，总有一些特殊年份
被格外铭记。

2018年4月13日，习近平总书记
出席庆祝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30周
年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要求海南坚
决贯彻新发展理念，建设现代化经济
体系，在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方面走
在全国前列。

时代大潮滚滚向前，殷殷嘱托照亮
征程。近一年来，省委、省政府带领全
省各族人民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牢固树立和践行
新发展理念，保持定力和韧劲，以供给
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加快补齐海南在
产业、基础设施、体制机制、美丽海南百
镇千村建设等方面的短板，全力推进经
济向高质量发展转变，成效渐显。

新旧动能转换顺利推进

去年11月在上海举行的首届中
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上，海航集团、海南
海垦和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等企业分
别与国外企业签订采购等协议。其
中，海航集团与通用电气公司等企业
签订了4亿余美元的飞机发动机及发
动机维修服务采购订单。

海南皇隆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也在
展会上与相关企业达成购买仪器设备

的意向。“各种创新技术，将深刻地改
变我们所从事的行业。我们必须行动
起来，坚持创新引领，加快新旧动能转
换。”海南皇隆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负责
人说，在海南建设自贸区和中国特色
自贸港背景下，海南医药产业将积极
谋求转型升级，走一条创新发展之路。

近年来，海南坚持以供给侧结构
性改革为主线，调优扶强以服务业为
主导的十二个重点产业，目前占GDP
比重已超六成，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
支撑力量，重点产业“三年成形五年成
势”的态势逐渐形成。

值得一提的是，2018年海南全省
地区生产总值增长5.8%，扣除房地产
业后增长7.6%，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
入增长11.7%。房地产调控倒逼经济
发展转型，经济结构有所优化。房地
产投资下降以后，海南的非房地产投
资和产业投资有所上升，同时还在进
出口和消费上做文章。去年海南进出
口总额增长20.8%，实际利用外资增
长112.7%，明显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旅游总收入增长14.5%，其中免税品
销售增长26%。此外，房地产调控倒
逼发展动能转换，加快培育和引进市
场主体。房地产调控留下的缺口需要
有新的产业来填补。填补的内容就是
习近平总书记“4·13”重要讲话和中
央12号文件中提到的旅游业、现代服
务业和高新技术产业。

提质升级“五网”基础设施

推动高质量发展，需要高质量的
基础设施来支撑。

琼乐高速建成通车，开工建设海
秀快速路延长线、文昌至临高高速公
路，加快万宁至洋浦高速公路、文昌至
琼海高速公路、五指山至保亭至海棠
湾高速公路等项目建设，完善“海澄
文”“大三亚”和东西两翼互联互通交
通网络，推动洋浦建设“国际陆海贸易
新通道”航运枢纽，推进“光网智能岛”
及信息基础设施建设，打造海南环岛
天然气管网和海岛型立体水网……

近年来，海南坚持全省一盘棋、全
岛同城化，按照人口集聚、产业发展、
园区布局等需求谋划建设以光、电、
路、气、水“五网”为重点的基础设施，
计划用5-10年时间，大幅提升基础
设施网络化智能化水平，大力推动城
乡基础设施建设一体化，不断拓展新
型领域基础设施发展空间，形成对构
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有力支撑。

省发改委主任符宣朝透露，2019
年海南将进一步完善基础设施“五
网”，建成投用海口美兰国际机场二期
扩建项目、文昌至琼海高速公路、海文
大桥、城乡电网升级改造项目、红岭灌
区工程等重大项目；持续优化信息基
础设施，实现光纤宽带、4G网络全岛
覆盖，无线局域网重要公共场所全覆
盖，建设5G国家示范试点；加快实施
万宁至洋浦、五指山至保亭至海棠湾、

儋州至白沙高速公路，持续推进海口
绕城公路美兰机场至演丰段工程、海
秀快速路延长线等项目建设；开工建
设环岛旅游公路、文昌至临高高速公
路、G15沈海高速公路海口段等。推
动昌江核电（二期）工程、老西线铁路
三亚至乐东公交化旅游化改造、G98
环岛高速公路“大三亚”段扩容工程等
项目前期工作。

持续提质升级的基础设施，将为
高标准高质量建设海南自贸区、中国
特色自贸港奠定良好的基础。

生态优先的高质量发展导向

“坚决不搞破坏生态环境的项目，
即使GDP和税收再高，也坚决不上。”

“海南为什么要花大力气推广清
洁能源汽车，主要是从生态环境保护
这个角度出发。”

……
这些年，海南坚决贯彻“探索以生态

优先、绿色发展为导向的高质量发展新
路子”的要求，每一个项目都以高标准来
审视，优中选优，决不能“捡到篮子里都
是菜”，把严守生态底线、推动高质量发
展的要求体现在一个个具体项目上。

去年12月28日，海南自由贸易试
验区建设项目（第二批）集中开工和签
约活动在全省各地同步举行。当天，全
省147个项目集中开工，104个项目集
中签约；147个集中开工项目总投资
1083亿元。当天集中开工和签约的项
目，涵盖重大基础设施、重点产业、民生

等各个领域，从数量、投资规模、质量上
看，和第一批相比都有很大的提升。

从项目特点看，更加凸显旅游业、
现代服务业和高新技术产业加快发
展。海口复兴城西海岸互联网总部基
地等一批带动性强的项目启动建设；
36家企业签约入驻海南未来产业园；
全面深化改革开放先导性项目进展提
速。文明东越江通道、康庄路延伸段
等海口江东新区、三亚总部经济及中
央商务区基础设施项目集中开工，中
石油、阿里巴巴、大唐集团等30家总
部企业认定落地；切实践行“绿水青山
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凤凰机
场周边污水整治、琼海双沟溪黑臭水
体治理等一大批环境治理项目开工建
设；惠民项目更加充实。三亚体育中
心、海垦龙山农场棚户区改造等一批
补短板、惠民生项目通过PPP等方式
多元化引入社会力量，加快落地。

特别是“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
山”的发展理念，逐渐在琼州大地深
入人心。

“过去是要我保护，如今是我要保
护。”说起近年来茶农生态保护观念的转
变，海垦茶业集团岭头茶厂高香茶班班
长符小琴深有体会，“过去我们种茶求规
模，脏乱差的环境种不出好茶叶，卖不出
好价格。现在种茶求品质，生态茶、有机
茶更受市场欢迎，茶农收益更高。”

时间是最客观的见证者。在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
下，海南奋力迈向高质量发展新征
程。 （本报海口3月18日讯）

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补齐产业、基础设施、体制机制等方面的短板

海南汇聚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动力 ◀上接A01版
400多年后的今天，在当年的大地震断裂带

上，海文大桥凌空飞架，圆了琼北地区人民群众
多个世纪以来的梦想。

“民有所呼，我有所应。”省委、省政府高度
重视海文大桥建设，将其列入“一桥六路”重点
交通工程加速推进，3年多时间里，按照省委、
省政府部署，在省交通运输厅和省交通工程建
设局的指导下，上万名建设者攻坚克难、通力
协作，抗台风、战酷暑、保平安，确保了大桥顺
利建成通车。

海文大桥也刷新了多项国内和省内桥梁建
设纪录，它不仅是我省有史以来投资规模最大、
桥塔最高、跨度最长的独塔双索面钢箱梁斜拉
桥，也是国内防震、抗风级别最高和唯一跨越地
震活动断层的跨海大桥。

据介绍，海文大桥是海南省的新地标和新名
片，是“海澄文”一体化经济圈的重要交通控制性
工程，也是海口江东新区的东部门户，大桥通车
后，从文昌铺前到海口的路程将由原来的1个半
小时缩短至20分钟。

副省长王路参加大桥开通仪式。

◀上接A01版
狠抓项目建设，要坚持高标准严

要求。项目建设涉及面广，牵一发而
动全身，是稳增长调结构、转动力增后
劲、补短板优供给的有力抓手，是破除
房地产依赖、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
举措。因此，无论是项目引进，还是项
目签约，抑或项目推进，我们都要提高
站位，严把质量关，确保落地项目符合
海南自贸区、自贸港建设定位，符合海

南高质量发展要求，决不允许马虎草
率、搞形式、走过场。

狠抓项目建设，要坚持早落地早
见效。一年之计在于春。今年，海南
能否实现一季度“开门红”，能否顺利
完成年度发展目标，抓好项目建设是
关键。项目建设慢一拍，就会贻误发
展良机；误一时，就会影响发展全局。

只有提早谋划、提前布局，定好“时间
表”，画好“路线图”，全方位压实责任，
全力以赴抓好落实，千方百计实现早
日建成、早日投产、早日见效，才能最
大限度发挥项目带动作用。

一分部署，九分落实。近日，在传
达全国两会精神电视电话会议上，省
委书记刘赐贵强调，完成今年艰巨繁

重的改革发展稳定任务，关键靠落实，
要心思用在事业，身子沉到基层，着力
解决问题，落在实际效果。抓好项目
建设，同样如此。我们只有保持战略
定力，全力以赴做好服务保障，持之以
恒优化营商环境，坚定不移狠抓项目
落地，才能为海南自贸区、自贸港建设
夯实基础，推动海南全面深化改革开
放迈上新台阶，以更加优异的成绩迎
接新中国成立70周年！

咬定项目不放松

海文大桥建成通车

3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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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资源再焕生机

23年红旗不倒。一段光辉的红
色历史，凝聚着一段琼崖革命的辉
煌，更成为一代代海南人民的精神
旗帜。

说起海南的红色资源，不能不说
说海口琼山。这里不仅是琼崖革命武
装领袖冯白驹将军的故乡，更是海南
当年坚持武装斗争的主要革命根据
地。琼崖红军云龙改编旧址、冯白驹
将军故居、大水战斗革命烈士纪念碑
……辖区内10多处红色遗址都是琼
山宝贵的历史资源。

走进红旗镇本立村，这座古老
的革命村庄如今家家户户都盖上了

小平房，村民都走上了致富路。腰
包充裕了，但村民们从未忘记过党
的恩泽。“务本立德 爱国爱党”“重
要的是做出榜样给农民看。”……诸
如此类的红色标语，在村子随处可
见的壁画中都能看到。在村落中
央，保留了几十年的“红旗农业生产
合作社”，如今在琼山区委的支持
下，建起了党史展厅、党群广场、茶
社，成为游客了解本立村、认识红旗
合作社的一扇窗口。

“这里基础条件不好，过去百姓的
生活也不富裕。1954年，就在这样艰
苦的条件下，村里首批入党的9名党
员仅用时一年，就将刚刚成立的红旗
农业生产合作社，在引导农民走社会
主义道路、促进农业生产的发展中作

出了榜样，对全岛乃至全国农业合作
化运动起到推动作用。”红旗镇党政办
干部王志远介绍，这段艰苦奋斗的事
迹当年还得到了毛泽东同志批示，他
鼓励党员们继续“做出榜样给农民
看”。这句批示成为本立村村民的珍
宝，也鼓舞着琼山各级党员干部与时
俱进、开拓创新。

琼崖红军云龙改编旧址、冯白
驹将军故居、大水战斗革命烈士纪
念碑……琼山每一处红色遗址，都
是独树一帜的精神旗帜，几十年来
鼓舞着琼山人民奋力进取，拼搏努
力。如今，借助创建琼崖红色精神
践行基地的契机，这些宝贵的红色
资源将再焕生机，激励更多琼山干
部砥砺前行。

探索推动全域旅游开发

谈起为何要创建琼山区琼崖红色
精神践行基地，琼山区委常委、组织部
长段福生介绍，琼山区红色资源底子
良好，创建琼崖红色精神践行基地，不
仅可以更加充分挖掘出琼山的红色文
化资源，传承红色基因，还能探索推动
全域旅游开发，延伸拓宽本地红色旅
游产业，推进乡村振兴战略，打造出独
具特色的生态旅游服务和红色教育为
一体的综合性红色精神践行基地。

“此外，我们还将着力设计打造若
干条红色教育精品线路，形成‘龙塘—
云龙—红旗—三门坡—大坡’的红色
教育路线。通过‘以红带绿’的模式，

将乡村振兴、新时代文明实践和美丽
乡村建设融入红色人文资源，在我省
形成系统化、点线面相结合的首个区
域性红色精神践行基地，积极发挥出
引领、示范作用。”段福生说。

据介绍，琼山区琼崖红色精神践
行基地于3月19日在红旗镇本立村
正式挂牌，党建引领乡村振兴培训班
同时开班。30名乡村振兴工作队队
长主要通过专题授课、现场教学、现场
讲解和互动交流的方式，进行为期三
天的学习。除了红旗镇，30名培训班
学员还将陆续走进云龙镇、大坡镇、龙
塘镇、三门坡镇和凤翔街道进行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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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口琼山区打造我省首个区域性红色精神践行基地

琼崖红色精神践行基地今日揭牌
如何充分挖掘琼山红色

文化资源，打造独特的红色精
神践行品牌，近年来，海口市琼
山区委、区政府一直在努力探
索。3月19日，由该区着力打
造的又一党性教育品牌——
“琼山区琼崖红色精神践行基
地”将在红旗镇本立村正式揭
牌，30位参与该区首期党建引
领乡村振兴培训班的学员也将
从这里出发，前往11个红色遗
址开展为期3天的党性学习。

琼山区委书记陈昊旻表
示，以创建“琼崖红色精神践
行基地”为重点，琼山区还将
努力传承红色基因，整合辖
区内红色资源，挖掘更多红
色精神内涵，形成系统化、点
线面相结合的我省首个区域
性红色精神践行基地，积极
发挥出引领、示范作用。

乡村振兴培训班
实地考察路线

本立村农业生产合作社旧址

红旗村新时代文明实践站
红旗镇

云龙镇

潭口第一枪旧址

冯白驹故居

琼崖红军云龙改编旧址

凤翔街道 美舍河凤翔湿地公园

龙塘镇 冯公坊革命战斗根据地

3月20日

红色塔昌革命旧址

三门坡镇 大水战役旧址、大水烈士陵园纪念碑

大坡镇

3月21日

本立村农业生产合作社旧址陈列馆。

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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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琼崖纵队抗日第一枪纪念园。

博鳌亚洲论坛2019年年会·前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