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 海 南 共 同 成 长

种植业稳中有升 林业继续保持较快增长 牛羊禽生产快速增长

前三季度全省农业生产总体平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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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海口 10 月 30 日讯 （记者陈
雪怡 通讯员陈贞 卢欣欣）今年以来，
我省以热带特色高效农业为引领，不
断调优农产品产业结构，农业生产潜
力得到有效释放。前三季度，全省实
现农业增加值 807.17 亿元，比上年同
期增长 2.9%，农业生产总体保持平
稳。这是海南日报记者 10 月 30 日从
省统计局了解到的。
前三季度，我省农业生产情况呈
现以下特点，
具体包括：

种植业稳中有升。前三季度，全
省种植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4.5%，增速
较上半年提高 0.7 个百分点，对农业
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 81.2%，是拉动
农业经济增长的火车头。水果总产量
387.3 万吨，同比增长 3.9%；蔬菜主要
品种丰产，冬瓜、黄瓜、豇豆、四季豆、
茄子的产量分别增长 18.7%、11.5%、
8.6%、8.5%、6.1%，其中黄瓜、豇豆、四
季豆当季产量连续三个季度较上年增
长，成为
“菜篮子”
供应的重要支撑。

丰富旅游消费新业态 打造高品质旅游产品 营造旅游消费新热点

三亚：
旅游转型升级拉动消费强劲增长
聚焦

海南国际旅游消费年

■ 本报记者 徐慧玲 梁君穷 邹永晖
关注三亚旅游业数据的业内人
士发现，近年来，特别是春节、国庆黄
金周等旅游旺季，三亚旅游收入增幅
要高于游客数増幅，游客人均消费水
平明显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今年国庆黄金周，三亚游客数同
比增长 1.55%，而旅游总收入同比増
长 了 17.64% ，游 客 人 均 花 费 7700
元。今年前三季度，三亚接待过夜游
客 1601.86 万人次，过夜旅游总收入
390.83 亿元，人均消费约 2440 元。
一位资深旅游专家评价，三亚旅

游收入持续增长是喜人的。三亚旅
游业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丰富旅
游消费业态、培育旅游消费热点，转
型升级释放了消费潜能，步入了高质
量发展的良性轨道。

新业态新玩法层出不穷
带给游客更多消费新体验
10 月 27 日，三亚国际免税城不
少品牌门店里的游客络绎不绝。对
此场景，雅诗兰黛门店员工周海媚已
经习以为常：
“今年国庆黄金周，门店
外都是排队购物的游客。
”

不断刷新的数据从侧面印证了
三亚免税购物游的火热：三亚国际免
税城今年国庆黄金周接待游客超 18
万人次，同比增长超 30%；今年前三
季度，三亚销售免税品总金额达到
70.5 亿元，占全省近八成的免税品销
售份额。免税购物，成为越来越多游
客必备的三亚
“打卡”
体验。
除了免税购物，三亚各大景区、
旅游服务企业纷纷推出适合家庭、亲
子和个人的特色娱乐产品，游客从
“看海”转为“玩海”，旅游方式也从观
光转向休闲度假。
今年国庆黄金周，原本静静停靠
在码头的游艇“动”了起来，常常满载
着游客鱼贯而出。
“乘客人数增长超过7成。
”
海南鸿

确保全省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确保各项改革政策全面落实

定安母瑞山：

擦亮红色名片
打造党性教育品牌
■ 本报记者 刘梦晓
通讯员 陈红艳 程守满
10 月的母瑞山，蓝天白云，山清
水秀。10 月 28 日上午，在母瑞山革
命根据地纪念园内，人头攒动，前来参
观学习的党员干部络绎不绝。
自 2016 年 12 月起，定安在母瑞
山革命教育基地开展党性教育培训以
来，短短不到 3 年时间，已形成专题
教学、现场教学、情景教学、体验式教
学和“三同”教学等多个教学模式，参
与培训的人数实现跨越式增长，一个
具有鲜明特色的红色教育品牌正在
悄然崛起。

“三同”培训模式
让党性教育更加鲜活
日前，省委党校中青班 48 名学员
赴定安母瑞山、翰林镇等地开展为期
3 天的“三同”教育活动，与群众同吃、
同住、同劳动。
中青班学员的到来使得位于翰林
镇合山二队的黄阿姨粽子生产基地顿
时热闹起来。大家围坐在餐桌前，向
老师学包定安粽子。当天，学员们还
组织了集体劳动，进入槟榔园开展锄
草活动。
为改变
“坐下听、
出去看”
的现场党
性教育固有模式，
从本质上解决身至心
不至的问题，
定安县委充分发挥母瑞山
独特红色教育资源优势，
创造性地把理
论与实践有机地结合起来，
创建
“三同”
党性教育新模式，
让学员与群众
“同吃、
同住、
同劳动”
，
打破以往集中住校的模
式，
把食宿、
课堂设在百姓家中、
设在田
间地头，
探索出一条
“课堂在田野、
吃住
在农家、
人人当教员、
百姓齐参与”
的独
特培训模式，
再现了当年红军与群众鱼
水相依的场景，
搭起了党群连心桥。
下转A05 版▶

洲海洋旅游有限公司有关负责人介
均停留 4.6 天。而 2013 年春节，三亚
绍，2018 年国庆期间，该公司的出海
游客人均停留 3.96 天，今年春节人均
航次为 1278 次共 1 万人次左右，而
停留 4.88 天。
今年该公司出海航次为 2079 次共
深耕“旅游+”市场
1.8 万人次。得益于政策放宽等利好
因素，过去只有少数人能享受的游艇
让游客游有所值开心
“买单”
旅游成为大众游客的新体验。
在海昌梦幻海洋不夜城乘坐 88
10 月 29 日，一则消息令三亚“甜
米高的摩天轮饱览海棠湾夜景、
乘着游
蜜事业”从业者感到振奋：三亚发布
船夜游三亚湾、到吉阳区社区特色夜 “幸福三亚·微婚礼”产品，并成立幸
市寻觅美食……如今，三亚“夜经济” 福三亚微婚礼产业联盟，将逐步打造
有了新的打开方式，一系列夜间泛娱
体系完善的微婚礼产业链。
乐类旅游活动，不断搅热三亚夜间旅
2018 年，三亚接待婚纱摄影新
游市场，
也带给游客更多消费新体验。
人超 50 万对，全市 30 家专业婚礼策
新业态新玩法“留”住了游客匆
划公司，婚庆旅游产值超过 100 亿。
匆的脚步。据了解，2013 年国庆，三
事实上，三亚早已开始探索“旅
亚游客人均停留 4.05 天，今年国庆人
游+婚庆”
之路。
下转 A02 版▶

海口召开“两个确保”百日大行动银企签约会

21家银行为91家企业提供653亿元信贷支持
段。海口相关政府部门一直在跟进
项目建设情况，了解到企业对金融
贷款方面的需求后，及时帮助我们
和金融机构对接，促成了此次签约
合作。
”
海南复兴城产业园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马亮表示，此次
签约为企业送来了资金“及时雨”，
可确保项目快速推进。
多个民生项目也得到了配套
金融服务。签约现场，海南民生管
道、海口市水务集团、省肿瘤医院、
海口市菜篮子集团等企业均获得
银行的贷款支持。
融资难、融资贵是目前很多企
业，尤其是民营企业发展面临的问
题。而在当天的签约现场，民营企

业、中小企业成为绝对“主角”，数
量占比超八成。
“今天，我们不仅得到来自银
行 3 亿元的贷款授信，并且在海口
市有关部门的帮助下，争取到了非
常优惠的利率。”海南椰岛股份有
限公司执行总裁曲锋说。
除了帮助企业和金融机构“牵
线搭台”，海口市有关部门还承诺，
将不断强化服务，持续优化金融生
态环境。
“金融办将督促银行机构加快
审批流程，及时发放贷款。”海口市
金融办常务副主任王品文说。
“海口市政府组织这次签约活
动，就是要建立金融界与企业界之

间相互联系并长期合作的常态机
制，同时也创造一个金融机构与实
体经济共谋发展、实现双赢的合作
平台。”海口市委副书记、市长丁晖
表示，该市将积极搭建银企合作平
台，
定期召开银企座谈会、
接洽会，
加
强银企联系，调动银企投资的积极
性。同时，
加强社会信用体系建设，
进一步整顿和规范金融秩序，严厉
打击
“老赖”
，
打造一个规范、
透明、
开
放、
有活力、
有韧性的资本市场。
此外，海口正在加快江东新区
金融 CBD 建设，将通过打造区域
金融中心，为海南自贸区自贸港建
设提供创业孵化器、投融资、资本
经营和投资管理等金融支持。

省气象台
预计

10 月 31 日 海南岛北部、东部和中部
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
西部和
南部地区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
11 月 1 日 海南岛东部和中部地区有
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北部、西部和南
部地区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
陈海冰

本报海口 10 月 30 日讯 （记者郭萃 通讯员袁迎
蕾 李凡）海南日报记者从海南省气象部门了解到，南
海热带低压于 10 月 30 日 2 时加强为今年第 22 号台风
“麦德姆”
（热带风暴级），当日下午加强为强热带风暴，
已于 30 日 23 时 30 分在越南富安省沿海登陆。
省气象局 10 月 30 日 17 时 10 分发布暴雨四级预
警，受“麦德姆”和冷空气共同影响，预计 30 日夜间到
31 日白天，文昌、琼海、定安、屯昌、万宁、琼中等 6 个
市县的大部分乡镇将出现 50 毫米以上的强降水。
（相关报道见 A03 版）

本报五指山 10 月 30 日电 （记者陈卓斌）10 月 29
日下午，省委副书记、省农村
“厕所革命”
推进工作小组
组长李军深入五指山市，就推进农村“厕所革命”工作
进行调研。
在五指山市通什镇应示村，李军深入农户家中实
地查看厕所建设和改造情况，详细了解工程造价、政府
补助、粪污处理、施工情况。针对村民定期清掏粪污，
使用厕液浇灌农作物的做法，李军给予充分肯定，指出
此举有利于减少化肥使用、提升土壤地力、改善自然环
境，并提醒村民在粪污循环利用前要经过充分发酵，避
免形成二次污染。
在五指山市畅好居红务村，
李军进行了暗访，
实地查
看人居环境卫生、
公厕等，
仔细询问农户改厕意愿和面临
的困难。针对该村户厕普及率低、
厕液渗漏、
人居环境脏
乱差等问题，
李军要求当地及时研究解决，
切实把农场厕
所改造工作纳入工作重点一体谋划、
一体推进。
调研中，李军与省有关部门和五指山市、镇、村各
级干部和村民深入交流，强调在改厕中，要大力宣传无
害化卫生厕所和粪污资源化利用的好处，引导村民转
变思想观念，主动改厕、定期清污，特别是在新建住宅
中全面推广无害化卫生厕所、使用一体化成型化粪
池。要因地制宜处理农村厕所粪污，灵活采取接入城
镇污水管网或村民自掏、付费清掏等模式。要科学合
理改厕，不搞大包大揽，不搞盆景工程。要加强对施工
人员的技术指导和培训，保证施工质量。
省有关部门相关负责人和五指山市主要负责同志
参加调研。

造钢制渔船
出口非洲
10 月 29 日 ，临 高 县 金 牌
港，海南凯鸿船舶工程有限公
司正在加紧生产钢制渔船。
去年,该公司接到来自非洲
国家莫桑比克价值 4 亿元的
100 艘钢制渔船订单，目前第
一批 30 艘船舶的制造任务已
经完成，第二批 20 艘船舶也即
将完工。
本报记者 陈元才
通讯员 董光肪 摄

2019海峡两岸（海南）民宿大会暨海口美丽乡村合作推广活动举行

交流民宿发展经验 共享行业发展价值
本报海口 10 月 30 日讯 （记者
金昌波 习霁鸿 特约记者何光兴）
10 月 30 日上午，由省委统战部、省
农业农村厅、省旅游和文化广电体
育厅和海口市政府联合举办的
2019 海峡两岸（海南）民宿大会暨
海口美丽乡村合作推广活动举行。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海峡两
岸关系协会会长张志军，省委常委、
统战部部长肖杰出席大会开幕式并
致辞。台湾工商界人士、大陆台商、
台湾企业代表和省内相关协会代表
等近 400 人共同参会。
张志军在致辞中指出，民宿是

海口地区天气预报 白天 阴天有大到暴雨 夜间 阴天间多云有中雨 风向风速 东北风转偏东风4级 温度 最高24℃ 最低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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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气象局发布暴雨四级预警

临高金牌港凯鸿船舶：

中韩合资旅行社
在三亚设立
本报三亚10月30日电（记者徐慧
玲）10 月 29 日，中韩合资旅行社——
三亚丽德国际旅行社在三亚成立，这
也是我省第二家中外合资旅行社。
三亚丽德国际旅行社是由海南高
丽假期国际旅行社与韩国模德旅游集
团成立的合资公司。
已成立 30 年的韩国模德旅游集
团是韩国最具影响力的旅游服务企业
之一。
据介绍，韩国市场是三亚第二大
入境旅游市场，目前开通了 3 条三亚
至韩国航线，截至今年 9 月底，三亚接
待韩国入境游客超过 8.2 万人次。

台风“麦德姆”
加强为强热带风暴

李军到五指山调研
农村“厕所革命”工作

“两个确保”
百日大行动

本报海口 10 月 30 日讯 （记者
计思佳 实习生郑俊云）10 月 30 日
上午，海口市召开“两个确保”百日
大行动银企签约会。现场，驻海口
的 21 家银行机构与 91 家企业签订
投融资贷款项目，贷款总金额达
653 亿元。
当天的签约项目，以旅游业、
现代服务业、高新技术产业三大板
块为主导，聚焦省、市重点项目，十
二个重点产业以及民生事业。
作为高新技术企业的代表，海
南复兴城产业园获得了来自中国农
业发展银行海南分行以及海南银行
的信贷支持。
“复兴城西海岸互联网
总部基地项目正处在紧张的建设阶

林业继续保持较快增长。前三季
度，林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7.4%；橡胶
生产基本稳定，干胶产量 23 万吨，同
比增长 1.1%。
牛羊禽生产快速增长。前三季
度 ，全 省 家 禽 累 计 出 栏 12742.03 万
只，比上年同期增长 15.6%；禽肉产量
22.62 万 吨 ，同 比 增 长 17.6% ；存 栏
5628.87 万只，同比增长 7.1%。此外，
牛羊出栏保持快速增长，分别同比增
长 7.1%和 8.7%。

新兴的产业，
是因地制宜实施乡村振
兴战略的重要抓手。台湾的民宿类
型多、品质好，
现代农业起步较早，
在
精致农业、观光农业等方面积累了很
多经验。海南是大陆开展对台农业
交流合作最早的省份之一，
台商台企
来海南投资农业较早，
琼台旅游及农

业合作具有良好基础。当前，
海南正
在推进全面深化改革开放，
建设自由
贸易试验区和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
希望广大台商朋友抓住前所未有的
机遇，
发挥自身优势，
积极参与到海南
的建设和发展中来。 下转 A03 版▶
（相关报道见 A02 版）

椰语
为生态海南建设
注入民心动力
■ 魏燕
去 年 3 月 以 来 ，海 口 继“ 河 长 制 ”
“ 湖 长 制 ”之
后，开始实行“百姓河长”制度，发动普通老百姓当
“ 百 姓 河 长 ”管“ 河 边 的 事 ”，为 河 湖 保 护 增 添 了 社
会力量。
（相关报道见 A03 版）
用“百姓河长”把群众保护环境的行动制度化、常
态化，
将越来越多群众纳入到保护环境的队伍中来，
这
是发动群众力量建设生态文明的有益探索，是一种有
意义的制度创新。
建设全国生态文明试验区，
是海南建设自贸区、
自
贸港的内在要求。生态文明建设和每一个老百姓息息
相关，需要人人热情参与。只有充分发挥人民群众在
保护环境中的作用，激发每一个老百姓的环保责任意
识，
并将这种责任意识转化为行动，
生态海南建设才能
获得源源不断的民心动力，
不断向前推进。

读懂海南 看我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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