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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海口5月17日讯（记者彭
青林）5月16日上午，省委书记、省委
统一战线工作领导小组组长刘赐贵
主持召开省委统一战线工作领导小
组第三次全体会议，研究部署全省统
战工作，审议通过相关文件。刘赐贵
强调，全省统战系统要树牢“四个意
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
护”，用心用情用力做好统战工作，为
海南自由贸易试验区和中国特色自
由贸易港建设最大限度凝聚人心、汇

聚力量。
会议传达学习了中央统一战线

工作领导小组2019年工作要点，强
调要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
于统战工作的重要论述精神和中央
的决策部署，增强做好统战工作的使
命感、责任感和紧迫感，结合海南实
际抓好贯彻落实。

会议审议通过了省委统一战线
工作领导小组2018年工作要点落实
情况、2019年工作要点、关于加强党

外代表人士实践锻炼工作的有关实
施意见和《贯彻落实<关于全面深入
持久开展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筑
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意见>的
实施方案》《海南省新的社会阶层人
士统战工作联席会议制度实施方案》
等文件。

会议指出，全省统战系统要认清
新的形势、提高政治站位，把思想和
行动统一到中央决策和省委部署上
来，用心用情用力做好统战工作，最

大限度调动各方积极性，投身全面深
化改革开放火热实践。要巩固和发
展多党合作事业，团结党外知识分子
和新的社会阶层人士，推动形成“两
个健康”和“亲”“清”新型政商关系，
抓实民族、宗教工作，注重对民族干
部的培养和教育，抓好港澳台和海外
统战工作。要把有关重大活动与宣
传推介海南、招商引资和招才引智结
合起来，让各方面人士知晓中央支持
海南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和探索建

设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的历史机遇
及相关政策，鼓励海外乡亲为祖国繁
荣、家乡建设贡献力量。

会议要求，要坚持党对统战工作
的集中统一领导，全面推进统战领域
制度创新，提升统战队伍能力素质，
以“一天当三天用”的干劲狠抓任务
落实。

省委常委毛超峰、童道驰、肖杰，
省委统战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及省直
有关部门负责人出席会议。

刘赐贵主持召开省委统一战线工作领导小组全体会议要求

用心用情用力做好统战工作
最大限度凝聚人心汇聚力量

本报海口5月17日讯（记者况
昌勋）在第二十九次全国助残日来临
之际，省长沈晓明5月17日在海口
走访慰问了部分残疾人和助残代表。

海南残服百家联盟爱心早餐是
由省残疾人基金会发起创立的助残
项目，统一生产早餐食品，在社区街
道设置爱心早餐亭（车），由残疾人
及重度残疾人家庭成员销售，目前
已安排了50多名残疾人就业。沈
晓明走进加工厨房，查看食品生产
流程，得知每名残疾人每月有2000
多元工资，他表示赞许，并叮嘱爱心

早餐负责人要确保食品安全、做出
品牌，为更多残疾人提供就业岗
位。在爱心早餐销售点，沈晓明同
销售员亲切交谈，问早餐好不好卖、
能赚多少钱，要求政府有关部门要
在维护城市公共秩序的前提下为流
动爱心餐车提供便利。

在省残疾人创业就业一条街，
100多名残疾人大学生组成的团队
在这里创业发展。沈晓明先后走进
从事电子商务、海岛特色工艺品制
作、服装制作、洗衣服务等店铺，向
正在工作的残疾人问好，关切地询

问他们的工作生活情况，希望大家
继续弘扬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努
力创造更加幸福美好的生活。他要
求，残联和政府有关部门要做好培
训工作，帮助残疾人增强职业技能；
因地制宜为残疾人搭建就业创业平
台；加强管理，确保让这些资源、平
台和企业真正服务于残疾人，推动
残疾人事业发展。

沈晓明还来到省残疾人康复指
导中心，看望慰问听障儿童和语言
康复教师。在亲子阅览区，沈晓明
与儿童、家长、教师围坐一起，以儿

童医学专家的身份，介绍新生儿听
力筛查技术、普及语言康复训练知
识。“提高听障儿童语言能力关键在
语言康复训练，语训效果又取决于
家长的配合。家长们要有信心，要
在小孩康复训练上多花心思。希望
孩子们能像健全人一样学习、工作
和生活。”沈晓明说，海南要大力推
广新生儿听力筛查，早发现早治疗，
确保听力残疾儿童百分之百接受康
复训练；同时加强师资队伍建设，提
升语言康复训练水平。

倪强参加慰问。

沈晓明走访慰问残疾人代表时提出

弘扬自强精神努力创造幸福美好生活

本报海口5月17日讯（记者叶媛
媛）5月17日，生态环境部通报2019
年4月和1-4月全国空气质量状况，在
两项排名中，海口均获得第一。

据悉，2019年4月，168个重点城
市中空气质量排名前十的城市分别为
海口、拉萨、珠海、中山、深圳、舟山、黄
山、丽水、江门、惠州；2019年1-4月，
168个重点城市中空气质量排名前十
的城市分别为海口、拉萨、深圳、舟山、
丽水、惠州、黄山、厦门、福州、贵阳。

海口前4月空气质量
获两项全国第一

本报海口5月17日讯（记者陈
雪怡）今年前4个月，全省经济运行总
体平稳，经济调结构、转动能、提质效
等积极变化进一步呈现。这是海南
日报记者5月17日从省统计局了解
到的。

具体来看，服务业总体发展较
好。1月至3月，全省规模以上服务业
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11.7%，增速
与1月至2月持平。现代服务业继续
保持强劲增势。

经济外向度进一步提高。1月至4

月，全省外贸进出口总值322.17亿元，
同比增长 49.9%。其中，进口总值
211.64 亿元，增长42.7%；出口总值
110.53亿元，增长66.0%。全省入境游
客人数44.80万人次，同比增长22.1%；
国际旅游收入2.88亿美元，增长24.8%。

新旧动能进一步转换。市场主
体大量增加，1月至4月，全省新增市
场主体5.30万户，同比增长45.1%；海
南e登记名称自主申报6.65万个，新
设立商事主体5.2万户。4月末，海南
在沪深交易所上市企业31家，同比增

加1家，新三板挂牌企业34家。1月
至4月，全省货物周转量425.85亿吨
公里，同比增长35.8%。

质量效益进一步提升。企业效
益保持良好水平，1月至3月，全省规
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总额增长
20.2%，全国同期为下降3.3%；规模以
上航空运输业、文化艺术业利润总额
分别同比增长1.6倍和32.4%。民生
保障稳定，1月至4月，全省地方一般
公共预算用于民生支出428亿元，同
比增长11.1%。

前4个月全省经济运行总体平稳

本报深圳5月17日电（记者
尤梦瑜）5月 17日在深圳举行的
2019年海南省文化产业项目推介
会暨签约仪式上，海南日报报业集
团就其高新智能印刷文化产业园
项目和海南乡村振兴综合服务平
台项目进行了推介。海南日报报
业集团与大唐网络有限公司签订
战略合作协议，并同时参与签订海
南媒体融合发展投资基金项目，以

自身产业转型积极投身海南文化
旅游产业发展与国际旅游消费中
心的打造。

据悉，大唐网络有限公司是国
资委直属中央企业——中国信息
通信科技集团旗下，专业从事大
数据、人工智能、5G等领域的新
一代信息技术公司。海南日报报
业集团将与大唐网络有限公司围
绕电竞赛事开展深度合作。未

来，海南日报报业集团将依托自
身资源，为赛事活动提供赛事落
地和宣传推广，大唐网络有限公
司以多年赛事活动举办经验和赛
事相关优势，为赛事活动提供相
关资源；双方将深化在电竞产业
方面合作，依托大唐网络有限公
司在电竞产业建设方面的资源优
势，加速推动电竞产业在海南的
发展。

海南媒体融合发展投资基金
项目属政府引导基金，由海南省财
政厅、广东佛山创意产业园投资
管理有限公司、东信资本、上海堇
色如枫影业有限公司、海南日报报
业集团旗下海南日报文化投资管
理有限公司共同发起，基金总规模
为10亿元。其中，首期规模5亿元
已募集到位，第二期5亿元也已达
成意向。 下转A02版▶

海南日报报业集团签订两大文化产业项目
以产业转型助力海南文旅发展

本报深圳5月17日电（记者尤
梦瑜）5月17日下午，2019年海南省
文化产业项目推介会暨签约仪式在
深圳举行，推介7个海南文化产业项
目。省内外多家企业签订10个文化
项目，签约金额约120亿元，推介和
签约项目涵盖新闻信息服务、旅游
演艺、影视、动漫游戏等方面。

在一段极具海南风情的“红色

娘子军”舞蹈表演中，推介会大幕
拉开。海南吉客优创文化发展有
限公司等6家企业就海岛兄弟动
漫IP（知识产权）、高新智能印刷文
化产业园项目和海南乡村振兴综
合服务平台项目等7个文化产业
项目进行了深度推介。

当天的签约仪式上，多家企业
代表签订了《海岛兄弟》动画大电

影、中国影视动漫创意产业项目、
海南媒体融合发展投资基金项目、
全媒体文化演艺影视IP产业园、综
合文旅合作项目、图书影城文化综
合项目、三亚新华传媒文化广场项
目。此外，海南日报报业集团与大
唐网络有限公司签订战略合作协
议、海南凤凰新华出版发行有限责
任公司与怡和春天国际（北京）拍

卖有限公司签订战略合作协议、三
亚国际文博会组委会和中国工艺
集团签订战略合作协议。这10个
项目合作将从文旅融合等多方面
助力海南打造国际旅游消费中心，
为海南自由贸易试验区、中国特色
自由贸易港建设注入文化动力。

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肖莺子
出席推介会。

我省新签10个文化产业项目
涉及新闻信息服务、旅游演艺、影视、动漫游戏等方面

➡ 5 月 17 日下午，2019
年海南省文化产业项目推介会
上，南海网负责人正在进行项
目推介。

⬅在深圳会展中心1号馆
亮相的海南馆。海南馆两侧入
口的LED屏幕上正在展示着
海南自然风光及文旅资源。

本报记者 宋国强 摄

本报海口5月17日讯（记者刘操）5月14日至17
日，省政协主席毛万春率领调研组赴广东省湛江市，围
绕学习借鉴粤港澳大湾区，推进琼州海峡港航一体化
发展开展调研，并在海口召开座谈会。

省委常委、海口市委书记张琦出席座谈会。广东
省政协副主席袁宝成陪同调研。

在湛江期间，调研组听取了湛江市有关规划建设
方面的介绍，实地考察了湛江大型工业企业、大项目、
旅游综合体、特色农副产品加工企业生产建设情况，并
深入徐闻南山港等港口实地调研。

5月15日，在湛江城市规划展览馆，毛万春在与湛
江市相关负责人交流时表示，要学习湛江大项目，湛江
炼化、钢铁等重大项目多，成绩斐然并牢固树立贯彻五
大发展理念，值得学习借鉴；要学习湛江大生态，建设
符合世界最先进环保水准的新型工业产业，与生态环
境和谐共处；要学习湛江大交通，完善交通基础设施建
设，打造现代化立体综合交通枢纽；要学习湛江大团
结，在党委领导下，干部群众干事创业氛围浓厚；要学
习湛江大格局，加快研究、对接与湛江相向而行的发展
方案和规划；要学习湛江大对接，深入开展全方位、多
层面交流。

5月17日晚，调研组返琼后在海口市召开琼州海
峡港航一体化发展座谈会。毛万春指出，在推进自贸
区、自贸港建设过程中，海口应主动与湛江相向而行，
通过两地共同努力，推动实现一体化的发展思路、一体
化的大规划、一体化的基础设施、一体化的产业布局、
一体化的社会保障、一体化的社会管理、一体化的创业
就业体系、一体化的生态文明建设、一体化的工作推
进、一体化的争取支持。省政协将继续发挥建言献策
的作用，积极向国家有关部委及琼粤两省党委政府鼓
与呼，加快助推琼州海峡港航一体化建设。

省政协秘书长王雄参加调研。

毛万春率队赴湛江
调研推进琼州海峡港航一体化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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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海口5月17日讯（记者陈雪怡 通讯员陆建
华）为维护海上伏季休渔秩序，打击违规出海作业行
为，5月15日至17日，省海洋与渔业监察总队与海南
海警共同开展为期3天的2019年伏季休渔联合执法
行动。

此次联合执法行动，双方各派出4艘舰船组成编
队，围绕海南岛东、南、西、北4个方向共同开展巡逻执
法，主要任务包括严厉打击违反伏休规定、无证捕捞、
跨海区作业、猎捕、运输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等违法犯罪
行为；查处“三无”船舶、套牌和假冒船名号违法违规行
为；清理整治违规渔具，查处使用禁用渔具、捕捞方法
进行捕捞的行为。

据统计，此次联合执法行动共航时 229 小时，
1117海里，有效维护海上伏季休渔秩序，保护海洋渔
业资源。

我省开展2019年
伏季休渔联合执法行动

本报椰林5月17日电（记者李
艳玫 特约记者陈思国）第72届戛纳
电影节5月14日至25日在法国戛纳
举行。海南日报记者从陵水黎族自治
县县委宣传部获悉，在当地时间5月
16日下午举行的“魅力中国·中国最
美外景地”展示推介会上，陵水等地获
得了“中国最美外景地”美誉。

据悉，戛纳国际电影节在每年5
月举办，是世界上艺术含金量最高的
电影节之一。此次“魅力中国·中国最
美外景地”展示推介会由新华网主
办。与陵水同获“中国最美外景地”美
誉的还有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贵州
省毕节百里杜鹃、江苏省黄海海滨国
家森林公园。

陵水位于海南岛东南部，享有“珍
珠海岸”美誉，在118.57公里海岸线
上串联着“三湾三岛两湖一山一水”等
优质的旅游资源。

“魅力中国·中国最美外景地”
展示推介会在戛纳举行

陵水获“中国最美
外景地”美誉

本报讯（记者周晓梦 王培琳）省
农业保险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日前印
发《关于加快推进2019年天然橡胶价
格（收入）保险有关工作的通知》（以下
简称《通知》），对相关工作推动进行部
署安排，让橡胶“保护价”发挥更有效
的作用。

《通知》要求，要确保今年上半
年内完成建档立卡贫困胶农参保全
覆盖，即拥有开割橡胶树的建档立
卡贫困户参保率达到100%，种有橡
胶树但 2019 年内尚未达到开割条
件的建档立卡贫困户暂不列入年内
覆盖范围。

《通知》指出，各市县要多渠道筹
措资金，进一步提高对非贫困胶农的
保险费补贴比例，减轻其保费负担，充
分调动参保积极性和主动性，早参保、
早受益。

我省推进天然橡胶价格（收入）
保险工作

有开割橡胶树的贫困户
参保率要达100%

A02

A03

文化与旅游融合 文化产业集聚化
政策资金支持

文化引擎引领
我省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

美籍华人
建筑师
贝聿铭逝世

“奔跑海南”环岛全民健跑活动
琼海站今日开跑

奔跑万泉河畔
感受琼海魅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