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码上读
近日，在三亚半山半岛帆船港，一群来自天津的学

生正在参加“一周水上运动项目研学营”，孩子们在“玩
中学、学中玩”中体验海南亲水运动研学游的独特魅力。

本报记者 武威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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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生态环保督察进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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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媒体看海南

海南自贸试验区、中国特色自贸港建设进行时

沿着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的方向奋力前行

上半年全省经济运行亮点

本报讯 （记者张苏民）7 月 27
日播出的央视《新闻联播》“‘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进行时”栏
目，报道了海南等地在“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主题教育中，从思想上深
刻反思，在行动上坚决落实，让主题

教育取得实效。
报道说，海南省在“不忘初心、牢

记使命”主题教育中，查问题找差距，
边学边改抓落实，通过开展读书班、
革命传统体验教育、电视党课教育等
多样化的学习活动，迅速在全省掀起
理论大学习热潮。

报道指出，海南把检视问题作为
整个主题教育是否取得实际成效的

一个重要措施，聚焦群众反映强烈的
痛点堵点，列出整改清单，对政府窗
口工作人员服务意识不强，工作效率
不高等问题，加快整改。

报道说，“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主题教育开展以来，海南对黄花梨盗
砍滥伐问题、脱贫攻坚的入户排查问
题等，都开展了专项整治，即查即改，
共研究整改突出问题170多个。

央视《新闻联播》关注海南开展主题教育工作

查问题找差距 边学边改抓落实

进驻时间：
2019年7月14日－8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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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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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海口7月28日讯（记者李磊）7月28日上
午，省六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三次会议在海口召开，《海
南省大数据开发和应用条例（草案）》等一批涉及经济
社会发展的地方性法规草案提交会议审议。

会议由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许俊主持，省人大常
委会副主任何西庆、康耀红、林北川、陆志远、关进平出
席会议。

本次会议应到常委会组成人员61人，实到56人，
符合法定人数。

本次会议将有两次全体会议和一次联组会议。
第一次全体会议听取省人大法制委关于《海南省

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测绘法>办法修正案（草案）》审
议结果的报告；听取省人大法制委关于《海南省林木种
子管理条例（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听取省人大法制
委关于《海南省无线电管理条例修正案（草案）》审议结
果的报告；听取省人大法制委关于《海南省注册会计师
条例修正案（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听取海南省人民
政府关于《海南省大数据开发和应用条例（草案）》的说
明；听取海南省人民政府关于《海南省耕地占用税适用
税额（草案）》的说明；听取海南省人民政府关于《海南
经济特区律师条例（草案）》的说明；听取海南省人民政
府关于《关于延期开展村（居）民委员会换届选举工作的
决定（草案）》的说明；听取海南省人民政府关于海南省
2019年上半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的报
告；听取海南省人民政府关于海南省2019年上半年预
算执行情况的报告；听取海南省人民政府关于2018年
海南省省本级财政决算的报告； 下转A03版▶

（相关报道见A03版）

省六届人大常委会
第十三次会议开幕
一批涉及经济社会发展的地方性
法规草案提交会议审议

本报海口7月28日讯（记者周晓梦 实习生苟媛
媛）截至7月28日，对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
向我省移交的第五批群众信访举报件88件，各责任单
位按照要求上报的调查处理结果显示，已依法办结26
件，阶段性办结6件，正在办理56件。

据统计，在移交的第五批群众信访举报件88件
中，重点关注环境问题10件，普通件78件。按照要
求，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边督边改公开情况一览表将
在报纸、电视、网站等媒体上公布（详见A08版）。

中央生态环保督察组移交我省第五批
群众信访举报件办理情况显示

已依法办结26件
正在办理56件

本报海口7月28日讯（记者周晓梦 实习生苟媛
媛）7月28日，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我省
移交第十四批群众信访举报件，共106件，涉及各类污
染类型 221个。目前累计已移交群众信访举报件
1477件。

在第十四批移交的群众信访举报件中，从污染类
型来看，涉及土壤污染方面的信访举报数量最多，为
57个；其次为大气、水、噪声、生态、海洋和其他等污染
类型，数量分别为56个、46个、27、20个、11个和4个。

按照要求，群众信访举报件的办理情况需在10天
内反馈到督察组，整改和处理情况要及时向社会公开。

（相关报道见A03版）

中央生态环保督察组向我省
移交第十四批群众信访举报件
共106件，涉及各类污染类型221个

市县融媒行——三亚宣传周
■ 本报记者 黄媛艳 林诗婷 徐慧玲

7月初，香港籍双体帆船“DU”
入境三亚。作为首艘体验“琼港澳
自由行”新政的帆船船长，李强格
外兴奋：“出发前24小时递交材料，
游艇服务公司协助办理入境全流程
事宜，比以前节省了三分之二的时
间，为游艇旅游提供极大便利。”

当前，新一轮消费升级悄然兴
起，游艇游等特色消费备受关注。
如何紧抓建设国际旅游消费中心

“引领区”“核心区”的重要机遇，实
现产业稳步跨越千亿级收入大关，
三亚对此精心布局。一年多来，鹿
城内外兼修，积极升级旅游产品，
持续优化旅游服务，不断拓宽区域
旅游空间，高质量发展的宏图正徐
徐展开。

塑精品
升级丰富旅游产品体系

40%、46%，分别是旅游卫星账
户初步测算的旅游业对三亚GDP
和社会就业的贡献率。作为支柱型
产业，旅游业在三亚高质量发展中
扮演的作用越来越重要，而提升旅
游品质与消费的关键，是旅游产品
的有效供给。

三亚市旅文局副主任叶凯中对
此感触颇深：“为激活今夏旅游市
场，我们推出 16大板块的百余款

‘清凉一夏’产品以及多项促销活
动，并在亲子游等细分市场中首倡

6岁以下儿童系列优惠，丰富市场
供应；全年组织开展34项大型文体
活动，提供多形态的旅游文化消费
模式，刺激旅游消费。”

上午在蜈支洲岛感受海上运动
的紧张刺激，下午免税购物轻松舒
适，晚上乘坐海上游船夜游三亚湾
纵览鹿城迷人月色；次日乘坐游艇
出海尽享浪漫，另外还有放松身心
的中医康养游、愉悦惬意的森林旅
游……从传统的观光游，到如今丰
富多彩的主题旅游，作为一名多次
来三亚的游客，陈丹亲历着三亚旅
游的转型升级。

“我们深挖三亚旅游特色资
源，结合市场需求进行转变，加密
国际航线，先后携手复星集团、泰
康集团、上海交大、中财大等大型
企业和知名高校，借助大型活动
举办契机，陆续建设邮轮、游艇、
游船旅游服务中心，逐步开发海
上旅游产品线路，大力推动旅游+
产业，重点开发邮轮旅游、游艇旅
游、游船旅游、康养旅游、国际教
育旅游、体育旅游、高端会展游等
10 余个旅游新业态，升级丰富度
假休闲旅游产品体系，满足多样
化、个性化需求，不断打造旅游消
费热点。”三亚市旅文局调研员唐
嗣铣说。

“整合‘大三亚旅游经济圈’资
源优势，精准分析对接20个境内外
目标客源市场，设计大赛旨在开发
一批符合市场需要、 下转A02版▶

（相关报道见A04版）

塑精品、优服务、强合作，助推产业转型升级

三亚：高质量打造千亿级旅游产业

本报海口7月28日讯（记者罗
霞 通讯员金晶）继去年海南利用外
资同比实现翻番后，今年上半年，海
南外商投资大幅增长，新设外资企
业和实际使用外资保持快速增长。

省商务厅7月28日提供的统计
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省新设外
资企业163家，同比增长254%；实际
使用外资1.6亿美元，同比增长3.6
倍，使用外资增长率排全国第1名。

“今年，新加坡淡马锡丰树集
团、中远海运（香港）有限公司、美国
索斯福投资公司、光大环保能源（香

港）投资有限公司等世界500强及
行业龙头企业纷纷投资海南。”省商
务厅相关负责人介绍，我省利用外
资呈现一些亮点和特点，实现量质
齐升。

从投资来源看，外资来源地更
加多元——

上半年，对比去年同期，外资来
源地新增4个，即美国、加拿大、德
国、荷兰，均来自欧美发达地区。

今年4月，三亚索斯福股权投
资有限公司顺利完成工商注册，并
通过了外商投资企业设立备案，成

为我省首家外商投资股权投资企
业。该公司由全球知名风险投资公
司美国SOSV基金投资成立。“开放
创新是吸引SOSV基金进入海南的
重要原因。”美国SOSV基金相关负
责人表示，经过多次考察，考虑到海
南自贸区、自贸港建设的良好发展
前景，SOSV基金决定在三亚设立
旗下首个中国境内股权投资公司。

从投资行业看，外商投资领域
不断拓宽——

总体18个行业门类中有17个
行业（除采矿业外）有新设外商投资
企业，13个行业有实际使用外资，实
现多点开花。电力、热力、燃气及水
生产和供应业，批发和零售业，这两
个行业使用外资占到全省的47%。
现代服务业中，交通运输、仓储和邮
政业，文化、体育和娱乐业，租赁和
商务服务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
技术服务业，住宿和餐饮业均实现
较快增长。

从投资地域看，市县使用外资
趋向均衡——

今年年初列入使用外资考核任
务的 9个市县和洋浦经济开发区
中，万宁、三亚、洋浦经济开发区、陵
水、文昌、儋州、澄迈、海口、东方等
实现实际到资，屯昌作为无考核任
务市县实现使用外资零的突破。

“我省借助省领导出访、博鳌亚
洲论坛年会等平台积极招商，持续
优化营商环境，全力推进利用外资
工作。”省商务厅相关负责人介绍，
今年以来，迪拜环球港务集团、新加
坡能源集团、菲律宾总商会等企业
及商协会代表团纷纷来琼考察，形
成了一批外资项目储备；利用博鳌
亚洲论坛2019年年会契机，多位省
领导分别与苹果、阿斯利康、索尼、
三星等世界500强和国际知名企业
开展30余场“一对一”会谈、圆桌会
议和签署合作备忘录等活动；海南国
际经济发展局成立，借力体制机制创
新补招商引资短板；全面实施负面清
单以外的外资项目由审批制改为备
案制，简化外资企业设立流程，积极
推进国际投资“单一窗口”建设。

外资来源地更加多元、外商投资领域不断拓宽、市县使用外资趋向均衡

我省上半年外资利用量质齐升

我省新设外资企业

163家

同比增长254%

本报讯（记者周月光 见习记者
李豪杰）土地撂荒越来越多怎么办？
海南日报记者近日从儋州市政府获
悉，儋州率先成立乡村振兴投资开发
公司（以下简称乡投公司），多部门合
力联动，今年将整合流转3.5万亩撂
荒地用于发展热带特色高效农业。

据介绍，儋州市土地整合流转

办法主要做法是：引导农村集体经
济组织整合本村农户低效农业用地
和撂荒地集中流转至乡投公司，土
地流转租金以各镇的土地流转市场
价为基础，由镇政府土地整合流转
工作组、乡投公司和农村集体经济
组织协商确定；承租方未按土地流
转合同约定用途和期限使用土地，

又拒不改正，造成土地闲置、弃耕抛
荒满两年的，引导农村集体经济组
织依法无偿收回土地使用权。

为加快撂荒地复耕，儋州市决
定，加大投入改善土地基础条件，把
符合高标准农田创建条件的撂荒地
纳入高标准农田建设范围；开展撂
荒地地力提升行动，凡是地力条件
较差且适宜发展农业种植生产的撂
荒地，要全部纳入中低产田改造项
目提升地力；加强撂荒地农田水利
基础设施建设，加快田间路网建设，

进行农村电网改造，保障现代农业
发展用电。

对流转集中起来的土地，由乡投
公司采取市场化运作方式，探索建立
农村综合产权交易平台，经营性用地
主要采取招标、拍卖、挂牌方式供应
和交易，不得以协议出让方式或擅自
签订协议合同进行私下交易。

据了解，按照复耕面积3.5万亩
测算，首期土地租金共需5300多万
元，由乡投公司筹备。到目前为止，今
年已经整合流转撂荒地1.2万多亩。

儋州将投5000多万元流转3.5万亩撂荒地
用于发展热带特色高效农业

本报海口7月28日讯（记者郭
萃 通讯员林俊汝 李凡）海南日报记
者7月28日从海南省气象台了解到，
南海中东部海面的热带云团将于7月
30日夜间到31日白天加强为热带低
压，生成后向海南岛和广东西部沿海
一带移动。受其影响，7月30日夜间
至8月2日，海南岛陆地和近海将出
现强风雨天气过程。

南海将有热带低压生成

全岛明日夜间起
将有强风雨

本报海口7月28日讯（记者计思
佳）海南日报记者7月28日从海口市水
务局获悉，海口将在前期黑臭水体治理
的基础上，启动建设污水处理厂、污水
提升泵站等8类18个项目，新建管道
17.5公里，改造管网错接乱接点330
个，并开展生态修复和海绵化改造等。

今年6月10日，在财政部、住建部、
生态环境部联合举办的第二批城市黑
臭水体治理示范城市竞争性评审中，
海口市顺利通过国家相关部委评审，成
为全国黑臭水体治理示范城市之一。

据了解，2016年4月，海口市启动
城区32条水体治理，通过“控源截污、
内源治理、生态修复、景观提升”的多元
系统水环境提升战略，进行河湖综合整
治。短短3年间，美舍河、东西湖、大同
沟、五源河等河流“脱胎换骨”，从过去
的水体黑臭、岸坡脏乱，到现在的河水
清澈、景色宜人，令海口市民赞叹不已。

海口水体治理将启动
8类18个项目

实际使用外资

1.6亿美元

同比增长3.6倍

使用外资增长率排全国第1名

今年上半年

制图/张昕

预计7月30日夜间至31日白天
全岛多云，局地有阵雨或雷阵雨

7月31日夜间
东半部地区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
西半部地区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

8月1日-2日
大部地区有暴雨到大暴雨

西北半部的局部地区有特大暴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