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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海口1月10日讯（记者邵
长春 特约记者蔡胤彦）海南日报记者
从1月10日召开的2020年全省工业
和信息化工作会议上获悉，今年我省
将力争互联网产业迈上千亿元大关，
油气产业链超过1200亿元；完成“十
三五”新能源汽车推广目标，基本实现
各市县主城区和重点应用区域的5G
规模化覆盖，助力海南自贸港建设。

2019年，全省工信系统按照省
委、省政府安排部署，以先导性项目为
抓手，狠抓实体经济、数字经济和信息
基础设施建设，大力推广应用新能源
汽车等，成效彰显。其中，互联网产业
预计全年增长32%，营收突破800亿

元；油气产业预计完成规上产值920
亿元，并首次引进外资。

同时，我省还在全国率先实现
5G网络“县县通”，全省已开通 5G
基站 1200 个；自然村 4G网络覆盖
率达 99.7%，20 户以上自然村光纤
宽带覆盖率达 97%以上，基本实现
全覆盖；开启了“智能电网综合示范
省”建设。

此外，我省去年实施清洁能源
汽车发展规划，成为全国首个明确
2030年禁售燃油车的省份，全年推
广新能源汽车 1.29 万辆，个人用户
超过50%，提前一年完成“十三五”
目标。

省工信厅厅长王静表示，全省工
信系统将围绕海南自贸港建设总体
布局，突出高质量发展和开放型现代
化经济体系建设，特别是要在油气、
互联网两个“千亿产业”上集中突破，
为“十四五”和海南自贸港建设奠定坚
实的产业基础。

今年，省工信厅将力促互联网产
业保持较高的增长速度，实现营收过
千亿、“五年成势”的目标，并依托海南
生态软件园等重点产业园区，努力培
育若干个百亿级的细分产业，把互联
网产业打造成海南一张靓丽名片。

油气产业将坚持走国际化路
线，延长产业链，提高附加值，围绕

乙烯下游开展产业链招商，开展高
碳气的综合利用前期工作；引进外
资和民企参与油气开发；做好延长
石油集团总部基地建设，开展国际
贸易，发展油气化工新材料，打造千
亿级产业园区。

我省今年将力争完成35亿元光
网投资，并加快5G网络建设和应用，
建设“智慧海南”。按照“城乡全覆盖”
的总要求，加大5G基站建设力度，年
底实现所有市县主城区和重点应用区
域的5G规模化覆盖；同时在医疗、教
育、旅游、文化等领域推出30个左右
的应用，打造2-3个有海南特色、全
国领先的应用项目；加快光纤宽带网

络向千兆网络升级，争取2020年底基
本完成城镇光纤宽带网络的改造。

今年我省计划推广1万辆以上新
能源汽车，探索“车电分离”模式，加快
建设换电站；研究新能源汽车推广应
用补贴资金，从购置环节向使用环节
转变，并将成立新能源汽车产业国际
专家咨询委员会、海南省新能源汽车
促进中心等。

此外，以今年全面“禁塑”为契机，
我省将推动全生物降解塑料的研发和
推广，实施《海南省全生物降解塑料产
业和发展规划（2020-2025）》，加快
省内传统塑料企业转型升级，引进优
质企业发展环保产业。

本报海口1月10日讯（记者王
培琳 通讯员任会芳）1月10日是春
运第一天。当天上午，三亚凤凰机场
火车站客运员崔婷妹收到一个从北
京寄来的包裹，打开一看是面锦旗：

“热情服务素质好，拾金不昧品德高”
14个大字映入眼帘。

崔婷妹猛然想起，前两天她收

到过一条短信，短信内容是：“谢谢
您，是您让我真切感受到了海南环
岛高铁工作人员全心全意为旅客
服务的热情，为表示感谢，我为您
做了一面锦旗，寄去了海南，请记
得查收。”

时针拨转到 10 天前：2019 年
12月 31日 19时许，崔婷妹在三亚

凤凰机场火车站出站口当班时，看
到一名旅客急匆匆向她走来，崔婷
妹立刻上前，询问后得知，该名旅客
姓徐，他乘坐18：47分从陵水站开
往三亚凤凰机场站的 C7475 次列
车，下车后发现自己的黑色双肩背
包落在了列车行李架上，由于要赶
飞机，时间很紧急，他希望车站工作

人员能够帮忙找回。
崔婷妹立刻与C7475次列车长

取得联系，经过几多辗转，21时 21
分，旅客遗失物品随C7423次列车
到达凤凰机场站，取到背包的崔婷妹
会同铁路公安打开了背包，对背包里
的遗失物品进行了清点，经确认，正
如徐先生所说，背包里面有现金

5800元、苹果笔记本电脑1部、手机
3部（苹果手机2部、华为手机1部）、
银行卡若干张、护照1本。核对清楚
后崔婷妹把背包送到了徐先生的亲
友手中。

意外收到的锦旗，正是旅客对
海南环岛高铁工作人员尽职工作
的肯定。

本报海口1月10日讯（记者
邵长春 通讯员周婧）2020年春运
1月 10日拉开帷幕，春运首日10
时左右为客流高峰，截至当日18
时，海口高铁东站发送旅客2.48万
人次。

春运期间，针对客流量的增
加，海口高铁东站加强了实名制
验证、售票、安检查危等一系列工
作；加强宣传组织工作，尽最大力
度减少旅客的排队时间。海南环
岛高铁实行“铁路e卡通”，为旅客
提供更便捷的电子化服务，方便
旅客出行。

海南铁路提示，由于春运期间
各方交通客流较大，请旅客提前安
排好自己的时间到车站有序上车，
以免耽误行程。

关注春运

我省以先导性项目为抓手，狠抓实体经济、数字经济和信息基础设施建设

油气互联网力争今年迈入“千亿产业”

春运首日凤凰机场火车站客运员收到旅客锦旗

感谢，漂洋过海而来

海口高铁东站发送
旅客2.48万人次

本报文城1月10日电（记者傅
人意 王玉洁）继海南花刺参、糙海参
苗种规模化繁育获成功后，花刺参和
糙海参池塘养殖取得成功。这将为我
省发展热带海参增养殖业奠定较好的
技术支撑，花刺参和糙海参有望成为
我省海水增养殖新品种。

1月10日，省科技厅组织专家赴
文昌对由海南定大养殖有限公司和海
南大学共同承担的海南省重大科技计
划项目“热带海参规模化繁育关键技
术及底播增养殖技术研究”—“热带海
参规模化人工繁育和增养殖技术研究
应用”课题进行现场测产。

测产结果显示，项目实施期间糙

海参养殖面积4888平方米，抽查面
积84平方米，商品参共266头，估算
总量1.54万头，最大体重660克，平
均体重 302 克；花刺参养殖面积
2444平方米，投放养殖筐700个，抽
查 4 筐商品参共 35 头，估算总量
6125头，最大体重500克，平均体重
330克。

项目专家组成员、高级兽医师黄
纪徽认为，目前从海参的个头和成活
率上看都能满足相关标准，花刺参、
糙海参养殖具有较大经济价值和产
业前景。

“花刺参喜欢附着在石头上吃东
西，所以我们利用养殖筐作为隐蔽物

进行养殖；糙海参又称沙参，喜欢在沙
里活动，因此在池塘底下养殖。两种
海参可以形成一种立体混养，充分利
用池塘水体空间。”课题负责人海南大
学退休教授冯永勤介绍，海南目前有
23种野生海参可食用，但糙海参已濒
临灭亡，通过池塘养殖可丰富海参种
类、保护生态，尤其可以在海洋牧场实
现增殖放流。

据悉，花刺参分布于我省沿海，
糙海参分布于广西、广东、海南等
地，均含有丰富的胶原蛋白、肽类、
皂苷等活性物质，具有较高的实用
价值与药用价值，产品在国内市场
供不应求。

海水增养殖有望添新品种

我省花刺参糙海参池塘养殖获成功

糙海参。花刺参。 本报记者 傅人意 摄

本报海口1月10日讯（记者赵
优 特约记者谢琛）旅游旺季到来，我
省旅游消费逐渐升温。海南日报记者
1月10日从省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
厅获悉，海南国际旅游消费年活动持
续进行中，一系列节庆活动、会议展
览、文艺活动和体育赛事将贯穿全年，
形成“季季有优惠、月月有主题，周周
有活动”的大旅游氛围，以丰富的旅游
产品供给、独特的旅游体验吸引国内
外游客，进一步扩大旅游消费，助力海
南国际旅游消费中心建设。

春节期间是旅游消费需求集中释
放的时候，我省各类文化活动精彩纷

呈，将为市民游客营造喜庆祥和的节日
氛围。如2020年文昌孔庙新春祈福庙
会除了保留传统的看花灯、猜灯谜的内
容外，还准备了诗书配乐朗诵表演、国
学小课堂、敬拜圣贤、撞钟许愿等一系
列精彩活动。白沙2020年春节联欢晚
会、海口第十五届万春会、保亭迎新春
文艺晚会、2020年五指山市迎新春暨
第十届农民文艺汇演等系列活动、府城
元宵换花节等节庆活动密集上演，惠民
演出、趣味活动以及传统民俗将大大丰
富市民游客假日生活。除此之外，今年
将接连举行的冼夫人文化节、文昌南洋
文化节、博鳌端阳旅游文化节、保亭七

仙温泉嬉水节、潭门赶海节等丰富的文
化活动在展现海南本土风情的同时，为
游客打造独特的旅游体验，塑造独具琼
岛特色的文化品牌。

北纬18°的阳光与海岸是海南
的一张活力标签，马拉松跑者共享“最
美赛道”，海天一色的美景中有着千帆
竞技的激情，激烈的环岛骑行赛道旁
山海河交织的景致成为亮点……
2020年，我省将以品牌赛事、群体项
目，挖掘“体育+旅游”的市场潜力和
社会效益。海南日报记者了解到，
2020年第十四届环海南岛国际公路
自行车赛、2020年第十一届环海南岛
国际大帆船赛、2020年中国（陵水）国
际羽毛球大师赛、2020年“博海争霸”
国际职业拳王争霸赛等国际性体育赛

事以及2020海南三亚马拉松、2020
海口马拉松、2020海南高尔夫公开
赛、2020第八届司南杯大帆船赛、万
宁国际冲浪赛等主题赛事将进一步打
造海南体育旅游新名片，为海南的旅
游注入更多内涵与活力。备受瞩目的
2020年第六届亚洲沙滩运动会是亚
洲规模最大的沙滩综合性运动会，届
时将掀起一股体育旅游热潮。而海南
亲水运动季、三亚体育旅游嘉年华等
活动将打造新型全民互动体验活动，
吸引游客参与体验，开拓体育旅游产
业化运营新模式。

我省各市县也积极参与到海南国
际旅游消费年活动中，推出颇具当地
特色的旅游活动，把游客的脚步延伸
至更多地方，展现我省全域旅游魅

力。2020年第六届圣女果采摘季暨
光坡镇全域旅游活动、“昌化江畔木棉
红”主题活动、“芒果飘香昌江情”主题
活动、保亭红毛丹采摘季主题活动、万
宁第三届青岛啤酒文化节、“玩海体验
棋子湾”主题活动、2020年白沙“啦奥
门”山兰文化节活动等将陆续举办，展
现地域特色，拓展旅游消费。

为进一步扩大海南旅游的知名度
美誉度，省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厅也
将开展“请到海南旅行过大年”2020
年海南旺季旅游营销活动、2020美丽
海南旅游文化季活动、2020年第八届
海南乡村旅游文化节等活动，进一步
推广海南旅游产品，以丰富的旅游套
餐和旅游线路吸引国内外游客，促进
旅游消费提质升级。

海南国际旅游消费年活动魅力无限

“一大波”精彩活动来袭，尽情嗨！

交通 服务

我省110已开通23年
本报海口1月10讯（记者良子 邓海宁 通

讯员王坤 菅元凯）1月10日是全国第34个110
宣传日，当天上午，全省各级公安机关分别在当地
开展以“不忘初心110，共建共治享安宁”为主题
的宣传活动。

据了解，海南省公安机关110报警服务台
自1996年12月20日开通以来，走过了23年的
风雨历程。2019年，为配合路长制和警保联控
改革，进一步完善110接处警工作机制，不断提
高110接处警工作效能，我省公安机关以陵水
黎族自治县公安局为试点，持续优化110接处
警工作机制，升级改造110接处警平台，实行点
对点指挥和每月量化考核通报，力争实现扁平
化、可视化指挥的目标。110报警服务台坚持
严格执法、热情服务的宗旨，在维护社会稳定和
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预防和打击违法
犯罪等方面，为自贸区自贸港建设做出了应有
贡献。

据了解，2019年全省110报警服务台共接
报警电话 234 万余次，出动警力 245 万余人
次。共接有效报警 81万余起。其中，刑事类
警情61749起，治安类警情28万余起，交通事
故类警情 35万余起，现场抓获违法犯罪嫌疑
人1370人，接受公民求助15万余起，救助群众
4468人，帮助走失寻人1440人，救助伤员224
人，有效维护了我省社会治安稳定。截至2019
年 11 月份，全省路（街）面发生的治安案件、
刑事案件数同比分别下降 33.9%和 40.6%，路
（街）面的治安警情和刑事警情同比下降9.3%
和8.7%。

万宁市热带农业
花卉产业园项目签约
打造省级热带花卉产业集散中心

本报万城 1 月 10 日电 （记者袁宇 实习
生林博新 通讯员王清云）1 月 10 日，万宁市
热带农业花卉产业园项目战略合作签约仪式
举行，项目落地在万宁市礼纪镇，将在打造热
带风情花卉观光基地的同时，建立鲜花加工
生产线，推动万宁乃至我省东部地区热带花
卉产业发展。

签约仪式上，万宁市福隆农业科技发展有限
公司与昆明国际花卉拍卖交易中心有限公司就
万宁市热带农业花卉产业园项目签署战略合作
协议，双方将沿万宁市礼纪镇神州路（莲花大
道）两侧，建设包括九品莲花公园、凉亭、栈道、
观景平台、品茶休息区等在内的相关内容，打造
具有热带风情的花卉观光基地。万宁市热带农
业花卉产业园还将建立鲜花加工生产线，将鲜花
加工成干花，提取成精油，为游客提供丰富的旅
游产品。

据悉，该项目将按照“大产业+新主体+新平
台”发展模式及“科研+种养+加工+交易+冷链物
流+农旅”的全产业链发展方向，打造规模化、集
约化、标准化的高新农业花卉产业示范园，并建成
集研发、生产、加工、物流、交易（销售）、技术培训、
新品种示范推广、文旅康养为一体的海南省热带
花卉全产业链集散中心。

⬅ 1月10日，大量旅客在三亚
凤凰国际机场办理登机手续。

据悉，今年春运三亚凤凰国际
机场预计旅客吞吐量可达315.7万
人次。 本报记者 武威 摄

⬆ 1月10日，在海口动车东站，
志愿者为旅客提供电子购票服务。

本报记者 张茂 摄

省农信社“百行进万企”
融资对接活动启动

本报海口1月10日讯（记者王培琳 通讯员
李明镜）海南日报记者1月10日从省农信社获
悉，为着力缓解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省农
信社自本月开始启动“百行进万企”融资对接活
动，活动将持续至3月底。

此次融资对接的企业要同时满足以下条
件：符合工业和信息化部等四部委相关文件规
定的小型微型企业（不含个体工商户）；2018
年度在税务部门纳税信用评级原则上应在B
级以上；地方政府融资平台、房地产企业、投资
公司、大型在建公司、SPV等特殊领域和形态
的企业，小额贷款公司、融资担保公司、典当
行、融资租赁公司、商业保理公司、地方资产管
理公司等六类机构，不具备独立法人资质的分
公司，以及存在逃废债等失信记录的企业不纳
入本次对接范围。

我省“更新”农村生活
污水治理考核办法

本报讯（记者周晓梦）近日，省生态环境厅发
布《海南省农村生活污水治理考核办法（修订）》
（以下简称《办法》），明确对农村生活污水治理考
核办法进行“更新”，以适应农村生活污水治理成
效等方面要求。

《办法》指出，农村生活污水治理考核对象为
各市、县、自治县人民政府（除三沙市外）以及洋浦
经济开发区管委会。考核内容主要包括组织管
理、建设管理、运行维护等情况。

《办法》明确该项考核工作纳入农村人居环
境整治考核统筹安排，不单独进行考核。考核
采用市县自评、省级核查和综合评价相结合的
方式进行。在市县自评阶段，各市县需对工作
实施情况进行自我评估检查，依照农户、自然
村、行政村、市县四个层级治理达标情况分别核
实考核。一年在村庄居住时间少于60天的农
户不参与考核。

考核采用计分法，基本指标总分100分，共
分为优秀、良好、合格、不合格四个考核等级。考
核结果纳入农村人居环境整治考核一并通报市县
政府，并以适当形式向社会公布。

聚焦海南国际旅游消费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