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公示意见反馈方式：

（1）电子邮件请发送到：hnsghwghc@163.com

（2）书面意见请邮寄到海南省海口市美兰区美贤路9号603收发室（邮编：570203）

（3）意见或建议应在公示期限内提出，逾期未提出的，视为无意见

（4）咨询电话：0898-65382257

1、公示时间：

2019年3月 15日至4月 14日

2、公示地点：

海南省自然资源和规划厅网站
（http：//lr.hainan.gov.cn/）

制
图/

杨
薇

■■■■■ ■■■■■ ■■■■■
海口市空气质量：一级优，细颗粒物（PM2.5）11微克/立方米 海报集团热线、虚假新闻举报：966123 邮发代号：83-1海口地区天气预报 白天 晴 夜间 晴 风向风速 偏南风4级 温度 最高35℃ 最低23℃ 海口市空气质量：一级优，细颗粒物（PM2.5）20微克/立方米 海报集团热线、虚假新闻举报：966123 订阅热线：66810505 邮发代号：83-1

H A I N A N R I B A O

与 海 南 共 同 成 长

星期四 国内统一刊号CN46-0001 / 今日12版
南海网 www.hinews.cn www.hndaily.com.cn

己亥年二月十五 今日春分 2019年3月

1950年5月7日创刊/ 海南日报社出版/ 第22809号 21

距博鳌亚洲论坛
2019年年会召开

还有 天5

BOAO FORUM FOR ASIA
ANNUAL CONFERENCE

博鳌亚洲论坛
2019年年会
2019年3月26—29日 中国海南博鳌 Boao,Hainan Province,China2019 26-29 ,March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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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祥隆船务有限公司的控股股东海安长
城实业有限公司2018年8月19日9:30分在海
口星海湾豪生大酒店阿拉斯加会议室召开了临
时股东会，股东会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
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十七条“有限责
任公司的股东未履行出资义务或抽逃全部出
资，经公司催告缴纳或者返还，其在合理期间内
仍未缴纳或者返还出资，公司以股东会决议解
除该股东的股东资格，该股东请求确认该解除
行为无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的规定，作出

了股东会决议，解除了本公司股东李景欣的股
东资格，该股东会决议已生效，现李景欣已不是
海安长城实业有限公司的股东。李景欣今后以
本公司名义发表的任何声明均属无效，其做出
的任何行为，均与本公司无关，由其自行负责。

特此公告！

海安长城实业有限公司
海南祥隆船务有限公司

2019年3月21日

公 告

新华社北京3月20日电（记者
孙奕）国家主席习近平20日在人民
大会堂会见美国哈佛大学校长巴科。

习近平赞赏巴科担任哈佛大学
校长后首次出访就来到中国，称赞
这体现了巴科校长对中美教育交流
的重视。习近平指出，教育交流合
作是中美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有
助于增进中美友好的民意基础。新
中国成立70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
40年来，大批海外学成归国的人才
为中国的发展建设作出了重要贡
献。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我们主张
互学互鉴，鼓励留学，支持中外教育

交流合作，希望中美人文交流取得
更多积极成果。我很高兴，去年底
我同特朗普总统在阿根廷会晤时，
他也表示支持中美教育交流合作。

习近平强调，改革开放 40 年
来，中国的快速发展很大程度上也
得益于教育水平的提高。中国致力
于推进教育现代化、建设教育强国、
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我们将扩大
教育对外开放，加强同世界各国的
交流互鉴，共同推动教育事业发
展。在此过程中，我们愿同哈佛大
学等美国教育科研机构开展更加广
泛的交流合作。

巴科感谢习近平会见。巴科表
示，很高兴就任哈佛大学校长后首次
出访就来到中国。我此访不仅作为
哈佛大学的校长，也代表着美国高校
来促进美中教育交流。美中高校等
教育文化机构保持和深化交流合作，
从长远看对促进美中关系至关重
要。哈佛大学拥有大量中国留学生，
汉语在外语中的普及率名列前茅。
中国政府高度重视、大力加强高等教
育令人钦佩，哈佛大学愿继续推进同
中国教育科研机构的交流合作。

孙春兰、杨洁篪、王毅参加会
见。

习近平会见美国哈佛大学校长巴科

■ 本报记者 刘袭 丁平
特约记者 陈德君

琼海市九曲江中学一栋新建的
800多平方米3层综合楼，3月20日
验收完毕。在这栋投资近200万元的
综合楼里，学校将新设美术、音乐、舞
蹈等功能室，结束建校50多年来没有
美术、音乐、舞蹈等功能室的历史。

该校初一学生林诗洁告诉海南
日报记者：“以前我只能在宿舍或没
人的地方唱歌，现在学校马上就要
有音乐室了，我终于有了固定练歌
的地方。”

这，得益于琼海去年投资了
9470万元改造农村薄弱学校。

近年来，琼海财政投入民生的资
金大幅增长，去年甚至创出历史新

高。据统计，去年琼海民生类支出达
54.7亿元，占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的
87%，同比增长32%。

琼海市委书记何琼妹说：“琼海
市委、市政府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
展思想不动摇，持续加大民生领域投
入力度。坚持以人为本，全力推动民
生事业迈上新台阶。让新时代改革
发展的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人民
群众，不断增进民生福祉，进一步增
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让所有学子享受优质
教育资源

“科学规划学校布局，均衡配置
教育资源，改善农村学校办学条件，
实现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琼海市教

育局主要负责人介绍，去年该市投资
3.61亿元，改造薄弱学校、推进学前
教育、兴建校园游泳池等，进一步改
善城乡薄弱学校的办学条件。

填补特殊教育的空白，解决琼海
市特殊儿童没地方上学的历史难题。
投资2500多万元兴建的琼海市特殊
教育学校，去年9月建成开学，是一所
涵盖学前康复教育、义务教育的综合
性特殊教育学校。校长王钊告诉海南
日报记者，目前学校已开设4个班，招
收全市42名残疾儿童入学，招聘了
10位特殊教育专业的教师，让全市的
特殊儿童有地方上学。

偏远的山村学校维修改造后，变
得与城里的学校一样好。加略小学是
琼海市最偏远的学校之一，离市区70
多公里，是一所从学前班到3年级只有
30多名学生的苗族山村小学。代课老
师李少萍说：“以前的教室是危房，一
到下雨天就漏水，没有教师愿意过来
教书。现在学校改造后大变样，用上

了现代化的多媒体教学设备。”
琼海率先在全省建成首座中小

学校拼装式游泳池。海南日报记者
在琼海市实验小学看到，学校的游泳
池25米长，有6条标准泳道。“我是
在学校游泳池学会蛙泳的。”四年级
学生孙宇佳说。

琼海市长符平告诉海南日报记
者：“我们坚持教育事业优先发展，近
两年市财政投入教育经费22.5亿元，
财政性教育经费投入实现连续增长，
使全市的义务教育均衡发展水平得
到持续巩固和发展，有效增强教育保
障能力。”

更多学子在家门口享受到优质
教育资源，有书读，读好书。去年秋
季学期，琼海市小学阶段辍学率为
零；初中阶段辍学率为0.59%；小学
阶段毛入学率达112.9%；初中3年
巩固率为96%；高中阶段入学率为
95%。去年琼海小升初测试成绩优
异，中考成绩名列全省前茅，高考再

创佳绩。

市民在家门口即享受
优质医疗服务

“琼海正在打造医疗健康服务新
高地。”琼海市卫健委主要负责人告
诉海南日报记者，博鳌乐城国际医疗
旅游先行区的目标是“国内最好的医
学专家在乐城、最先进的医疗器械在
乐城、最高端前沿的技术在乐城”，同
时该市不断加快市级医院配备高精尖
医疗设备步伐，提高医疗技术水平，并
推动优质医疗资源下乡进村。市域内
就诊率保持在90.7%，让城乡居民不
出市就能享受到优质医疗服务。

居民患大病不需要出岛了，甚至
不需要去海口的大医院。中原镇68
岁的王先生被确诊为十二指肠腺癌，
因生病时间较长，还伴有胰腺炎，手术
难度较大。他曾去外地的大医院治
疗，但没有好的疗效。 下转A03版▶

织牢民生保障网，确保幼有所学、病有所医、老有所养

琼海:一本民生账 写满幸福感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指引下 ——新时代新作为新篇章

本报博鳌 3 月 20 日电（记者
况昌勋）3月20日，省长沈晓明率
队赴琼海市检查博鳌亚洲论坛
2019 年年会筹备工作情况，强调
服务保障好论坛年会是一项重要
政治任务，要发挥整体合力，以精
细化为基本要求，做好年会服务
保障工作。

沈晓明先后前往博鳌国宾馆、
博鳌金海岸温泉大酒店、智能网联
汽车及5G应用展示点、东屿岛等
地，实地检查各项工作准备情况，并
就需要进一步改进和完善的工作提
出了意见和建议。他还查看了碧桂

园南强村美丽乡村建设、沙美村美
丽乡村改造情况，指出要借服务保
障论坛年会的机会，推进民宿及风
情小镇建设，用几年的时间在博鳌
周边打造一批具有海南特色的美丽
乡村，既为论坛年会提供服务保障，
也丰富海南旅游产品，拓宽农民收
入来源。

在工作部署会上，有关部门汇
报了论坛年会服务保障和“一对一”
招商筹备工作进展情况。沈晓明指
出，年会筹备工作已经进入最后冲
刺阶段，要切实增强问题意识，以高
度的责任感和紧迫感，扎实做好各

项准备工作。一要把提高政治站位
作为首要任务。从讲政治顾大局、
展示海南全面深化改革开放形象、
促进海南发展等方面提高政治站
位，高质量做好年会服务保障工
作。二要把精细服务保障作为基本
要求。服务保障年会的水平高低体
现在细节上，要在提高服务舒适度
上下功夫，抓好硬件设施和软件服
务的提升。要牢固树立过紧日子的
思想，勤俭节约办会。三要把发挥
整体合力作为工作方法。各项筹备
工作在分工明确、各负其责的基础
上，要统筹协调、无缝对接。各市县

要抓好社会安全稳定工作，深入开
展城乡环境综合整治和社会文明大
行动，展示海南人民的良好文明素
质和精神状态。

沈晓明强调，年会成功与否看
安全，要做好安保以及消防、卫生、
交通、通信等领域安全工作。成果
多少看应用，要创造性开展好“一对
一”招商洽谈活动。成效大小看宣
传，要借媒体云集的契机，讲好“海
南故事”，发出“海南声音”，更好地
向国内外展示海南形象。

毛超峰、胡光辉、范华平、沈丹
阳、倪强参加。

沈晓明检查博鳌亚洲论坛2019年年会筹备工作时要求

精细化做好年会服务保障工作

4月1日起
中小学、幼儿园相关负责人
将与学生共同用餐

据新华社北京3月20日电 记者20日从教育部
了解到，由教育部、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和国家卫生健康
委员会共同制定的《学校食品安全与营养健康管理规
定》将于4月1日起施行。这一规定将适用于实施学
历教育的各级各类学校、幼儿园。

根据这一规定，中小学、幼儿园应当建立集中用餐
陪餐制度，每餐均应当有学校相关负责人与学生共同
用餐，做好陪餐记录，及时发现和解决集中用餐过程中
存在的问题。有条件的中小学、幼儿园应当建立家长
陪餐制度，健全相应工作机制，对陪餐家长在学校食品
安全与营养健康等方面提出的意见建议及时进行研究
反馈。

管理规定涉及学校食品安全与营养健康的管理体
制、学校职责、食堂及外购食品管理要求及责任追究等
内容。规定明确提出，学校食品安全实行校长、园长负
责制。

规定提出，学校应当建立集中用餐信息公开制度，
利用公共信息平台等方式及时向师生家长公开食品进
货来源、供餐单位等信息，组织师生家长代表参与食品
安全与营养健康的管理和监督。

本报讯（记者陈雪怡）省自然资
源和规划厅日前发布《海南环岛旅
游公路及驿站规划》（内容摘要）（以
下简称《规划》）及旅游公路驿站初
拟名称，向社会各界征求意见。这
意味着我省环岛旅游公路“地图”即
将“确图”。

为促进海南全域旅游发展和国
际旅游岛建设，加快构建国际旅游
消费中心，省委、省政府提出建设环

岛旅游公路的战略构想，并要求将
其打造成为传世之作。《规划》由省
自然资源和规划厅牵头，省交通运
输厅、省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厅等
多部门协作，沿海13个市县区协同
共同推进。

《规划》包括规划目标定位与空
间布局、环岛旅游公路选线规划、沿
线驿站规划、沿线风景培育与景观
设计引导、沿线旅游产品体系培育、

沿线生态保护与生态修复等内容，
明确环岛旅游公路选线方案为，以

“保护环境、生态优先；联村串景、无
中生有；曲径通幽、借道出海；居高
临下、亲近滨水；快进慢游、形成网
络”为选线原则，形成环岛旅游公路
主线，其总里程约1009公里，其中：
利用现状公路约471公里，改扩建
现状道路约101公里，在建道路约
49公里，新建道路约387公里。

《规划》驿站概况提出，环岛滨
海共规划驿站40个，按照其所处的
环境条件与周边景观资源将驿站分
为自然景观资源型和历史人文资源
型两大类驿站，其中：自然景观资源
型驿站包括9个湿地类驿站、2个盐
田类驿站、4个悬崖类驿站和10个
海湾类驿站；历史人文资源型驿站
包括11个文化展示类驿站和4个科
技体验类驿站。

海南旅游仲裁中心揭牌成立
本报海口3月20日讯（记者赵优）3月20日上午，

海南旅游仲裁中心揭牌仪式在海口举行。该中心由海
南国际仲裁院、海南省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厅经协商
决定设立。据了解，此举旨在建立旅游业纠纷仲裁解
决机制，优化海南旅游消费和投资环境，打造人民群众
更加满意、放心、舒适的诚信旅游环境，助力海南自由
贸易试验区和国际旅游消费中心建设。

据了解，海南旅游仲裁中心主要受理当事人约定
由海南国际仲裁院（海南仲裁委员会）受理的各类旅游
消费、项目投资、项目建设和与旅游产业相关的各类民
商事争议。

据介绍，海南旅游仲裁中心成立以后，将加强和完
善内部管理机制，尽快开展各项工作，更好地为游客和
旅游经营者服务；加大宣传力度，实现旅游仲裁中心工
作覆盖全省旅游要素。下一步省旅游协会还将通过成
立旅游消费人民调解委员会、设立“先行赔付基金”等
一系列的有效措施，打造人民群众更加满意、放心、舒
适的诚信旅游环境。

中华人民共和国
外商投资法

（全文见A02版）

南航将在海南新开
和加密13条航线

本报海口3月20日讯（记者王玉
洁 通讯员陆雪松 实习生符钰超）海
南日报记者3月20日从南方航空获
悉，3月31日起，南航将启用全新的
航班计划表，计划今年夏秋季在海南
新开和加密13条航线，新增江苏常
州、广西桂林以及泰国曼谷等通航点，
这意味着从海南乘坐南航可以抵达的
城市将达到38个，吸引和方便更多旅
客进出海南。

南航海南分公司有关负责人介
绍，今年夏秋季，南航在海南平均每日
执行航班量将达158班，座位数投入
2.8万个，同比增长3%。在国际航线
方面，南航将继续执行三亚⇌曼谷直
飞航班，每日一班；执行广州⇌三亚⇌
伦敦，每周四、周日一班。

国内航线方面，除了加密海南
至北京、上海等城市的航班量外，南
航还将持续发力海南至东北的市
场。

2019年退休人员
基本养老金提高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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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项企业工商注册数据实现共享

A03

我省环岛旅游公路“地图”即将“确图”
总里程约1009公里，规划成果及驿站命名现公开征求意见第二届海南专利奖

申报工作启动
本报海口3月20日讯（记者王玉

洁 实习生钟南 符钰超）海南日报记
者3月20日从省知识产权局获悉，即
日起至4月4日17时，省知识产权局
组织第二届海南省专利奖申报工作，
旨在鼓励和表彰为技术（设计）创新及
经济社会发展做出突出贡献的专利权
人和发明人（设计人），鼓励大众发明
创造。此次海南省专利奖设金奖4
项、优秀奖8项。

凡是想参与此次专利奖申报的单
位或个人，必须是在海南省注册或者在
海南工作的专利权人；参与申报的专利
必须要获得国家知识产权局授权，并未
获得过中国专利奖或海南省其他专利
奖项。其他申报条件，申报单位或个人
可致电0898-66812609咨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