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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院根据申请人海南琼州建筑工程公司的申请于2019
年10月31日裁定海南琼州建筑工程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
于2020年6月19日指定海南泽田律师事务所为海南琼州建
筑工程公司管理人。海南琼州建筑工程公司的债权人应在
2020年9月8日前，向海南琼州建筑工程公司管理人(通讯地
址:海南省海口市龙华区明珠路华润大厦B座1910-1918号；
联系电话：0898-68529357；13907585578；13518841077；
13518823827；传真：0898-68529067)申报债权。未在上述期
限内申报债权的，可以在破产财产分配方案提交债权人会议
讨论前补充申报，但对此前已进行的分配无权要求补充分配，
同时要承担为审查和确认补充申报债权所产生的费用。未申
报债权的，不得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规定的程
序行使权利。海南琼州建筑工程公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
人应当向海南琼州建筑工程公司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
产。本院定于2020年9月18日上午9时在本院第一审判庭召
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依法申报债权的债权人有权参加债权
人会议。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应提交营业
执照、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明书，如委托代理人出席会
议，应提交特别授权委托书、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件或律师执
业证，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还应提交律师事务所的指派函。参加
会议的债权人系自然人的，应提交个人身份证明。如委托代理人
出席会议，应提交特别授权委托书、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件或律
师执业证，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还应提交律师事务所的指派函。

特此公告。
海南省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
二○二○年六月二十二日

海南省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2020)琼01破3号

在建党99周年之际，为缅怀革命先烈，继承革命遗志，提高党员的政治理论素养和思想道德水

平，更好地服务项目施工工作，6月30日上午，中国一冶海口美兰机场项目部组织全体职工，赴海南

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临高解放公园开展“不忘初心迎七一 牢记使命再出发”暨“党旗飘扬 党徽闪光”

主题活动。

在热血丰碑前，全体职工齐唱国歌，集体鞠躬默哀寄托哀思。职工代表向英烈敬献了花篮，全

体职工依次上前整理缎带。全体职工瞻仰了热血丰碑、党员重温了入党誓词，共同参观了革命烈士

纪念馆，学习了革命先烈一举突破“伯陵防线”的光辉历史。

活动结束后，广大党员、群众纷纷表示，通过此次活动对革命精神有了更深层次的理解。党员

同志将进一步发挥先锋模范作用，积极亮明身份，展现一冶人“关键时刻冲得上去、危急关头冲得上

来”的过硬作风，全面打赢复工复产攻坚战，干好海口美兰机场旅客过夜用房及配套项目工程，以优

异的成绩为实现企业高质量高速度发展做出应尽贡献。

中国一冶海口美兰机场项目部开展“迎七一”主题活动

中国一冶海口美兰机场项目部全体职
工于临高解放公园热血丰碑前合影留念

三亚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公告 三自然资告字〔2020〕22号

根据三亚市总体规划、2020年度国有建设用地供应计划和项目建设的需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城镇土
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暂行条例》、《招标拍卖挂牌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规定》、（原国土资源部第39号令）、《海南省建设用地使用权统一交易
管理办法》《海南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加强土地宏观调控提升土地利用效益的意见》（琼府〔2018〕3号）、《海南省人民政府关于支持产业项目
发展规划和用地保障的意见（试行）》（琼府〔2019〕13号）、《三亚市人民政府印发〈关于规范我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招标拍卖挂牌出让工作管
理办法〉的通知》（三府〔2017〕248号）及三亚市人民政府《关于挂牌出让三亚智谷产业园区控规B-43地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有关事项的批
复》（三府函〔2020〕482号）等有关规定，经三亚市人民政府批准，现将一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及有关事项公告如下：一、挂牌出让宗
地基本情况和开发建设要求：（一）挂牌出让宗地基本情况。本次挂牌出让宗地位于三亚智谷产业园区控规B-43地块，CGCS2000坐标系面积
39876.88平方米（海南平面坐标系面积39850.91平方米），用地四至及界址坐标详见地块勘测定界图。该宗地规划用地性质为供燃气用地
（U13），对应土地用途为公用设施用地。2020年5月22日，三亚市人民政府以《关于三亚智谷产业园区控规B-43地块用地具备净地出让条件
的证明》，证明控规B-43地块土地征收及“两公告一登记”工作已完成。市天涯区人民政府已与被征地单位签订了《征用土地补偿协议书》，土
地补偿款、安置补助费、青苗补偿费和地上附着物等款项已支付到位，相关征地材料现存于市天涯区人民政府。目前地块上的附着物已清表，
无法律经济纠纷、土地开发利用规划条件明确、符合土壤环境质量要求。地块周边可以满足施工建设所需的水、电供应，相关设备、机械可以进
场施工。该宗地具备净地出让的条件。该宗地概况及规划指标等情况详见下表：

根据有资质的土地评估中介机构评估，并经评估专家小组评审通
过，该宗地土地评估单价为1132元/m2（折合75.47万元/亩），土地评
估总价为4514.0628万元。该宗地在办理农用地（未利用地）转用及征
收手续时，占用农用地3.9877公顷（不涉及耕地）。根据《海南省实施<
中华人民共和国耕地占用税暂行条例>办法》（海南省人民政府令第
217号）的规定，三亚市耕地占用税适用标准为35元/平方米，该宗地
耕地占用税为139.5695万元。同时，根据财政部、原国土资源部、中国
人民银行的《关于调整新增建设用地土地有偿适用费政策等问题的通
知》（财综〔2006〕48号）第二条规定，三亚市新增建设用地土地有偿使
用费征收标准为42元/平方米，该宗地新增建设用地土地有偿使用费
为167.4834万元。综上，该宗地土地评估价、耕地占用税、新增建设用
地土地有偿使用费合计4821.1157万元。因此，确定该宗地挂牌出让
起始价为4822万元。根据《海南省建设用地出让控制指标（试行）》规
定，鉴于三亚智谷产业园区控规B-43地块不在省级六类产业园区内，
且用地规划性质为供燃气用地（U13），拟建设天然气门站及应急气源
储气站项目，非“十二个重点产业”项目，因此该宗地不设出让控制指
标。以上出让控制指标按规定列入《海南省产业项目发展和用地准入
协议》，属该协议内容的组成部分。（二）开发建设要求。1.竞买人须在
签订《挂牌出让成交确认书》后5个工作日内与三亚市住房和城乡建设
局签订《海南省产业项目发展和用地准入协议》，并严格按照《海南省
产业项目发展和用地准入协议》约定内容进行开发建设，否则将承担
相关违约责任。2.竞得人取得土地使用权后，要严格按照规划要求和
合同约定，及时动工兴建，并按合同约定期限建成，若在规定的期限内
不能建成，应向市人民政府申请延期。否则，市人民政府将依法无偿
收回土地使用权。3.该宗地项目建设须严格按省、市装配式建筑有关
政策要求执行。二、竞买事项：（一）竞买人资格范围：凡在中华人民共
和国境内外的法人和其他组织（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均可申请参加
竞买，申请人单独申请，不接受联合申请。失信被执行人不得参加本
次竞买。根据片区产业规划及《三亚市燃气专项规划》的要求，该宗地
拟建设天然气门站及应急气源储气站项目。竞买人需具备相关行政
主管部门审查准许的供燃气储配或经营资质。同时，竞买人须出具书
面承诺：如竞得该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项目建成后的储气量不少
于2000m3（水容积），供气规模不少于20000m3 /h，并保证与三亚市民
用天然气管网驳接。该宗地竞买人资质由三亚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进行初审。具有下列行为的法人和其他组织不得参加本次土地出让
挂牌：1.在三亚市范围有拖欠土地出让金行为，并未及时改正的；2.在
三亚市有闲置土地、违法利用农村集体土地建设商品住房、擅自改变
土地用途等违法行为，并未及时纠正的。（二）报名参加竞买人须提交
法人单位有效证明文件、法定代表人的有效身份证明文件及挂牌文件
规定需要提交的其他文件；委托他人办理的，应提交授权委托书及委
托代理人的有效身份证明文件。根据2020年2月15日三亚市人民政
府出台的《三亚市应对新冠肺炎疫情保障项目建设的政策措施》第三
条“新出让土地可按‘招拍挂’出让起始价的20%确定竞买保证金，出

让合同签订后30日内缴纳土地出让金的60%，受让人出具承诺书后
余款可在年内分期缴纳”的规定，该宗地竞买保证金为人民币965万
元整（即挂牌出让起始价的20%），竞买人交保证金之前必须先通过挂
牌出让竞买人资质的审查。三亚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出具初审文件
的截止时间为2020年7月27日。竞买人竞得该宗地使用权，签订
《挂牌成交确认书》后，竞买人缴纳的竞买保证金自动转作受让宗地的
成交价款。同时，竞得人必须在《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签订
后30日内缴纳土地出让金的60%，剩余土地出让金可自签订土地出
让合同之日起60日内一次性缴纳完毕；也可在出具承诺书后于2020
年12月31日前分期缴纳完毕，分期缴纳土地出让金按照省市相关规
定办理。逾期未付清土地出让金的，土地行政主管部门有权依法解除
合同，并由受让人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三）竞买申请人可于2020年
7 月 2 日至2020年7 月 30 日到三亚市房产信息中心（海南南部拍卖
市场有限公司）或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一楼受理大厅3号窗
口（土地矿业权交易）咨询和购取《挂牌出让文件》（《挂牌文件》为本公
告组成部分），有意参加竞买的，应提交书面申请并按《挂牌文件》规定
办理相关手续。交纳竞买保证金的截止时间为2020年 7 月 30 日17
时00分。经审核，申请人具备申请条件并按规定交纳竞买保证金后，
三亚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将在2020年 7 月 30 日17时30分前确认其
参加竞买资格。（四）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活动在海南省政府
会展楼二楼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土地交易厅进行。该宗地挂牌时
间为：2020年 7 月 24 日09时00分至2020年 8 月 3 日09时30分。
（五）确定竞得人原则：1.在挂牌期限内只有一个竞买人报价，且报价不
低于底价并符合竞买条件，确定该竞买人为竞得人。2.在挂牌期限内
有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竞买人报价的，确定出价最高且不低于底价者为
竞得人，报价相同的，确定先提交报价单者为竞得人。3.在挂牌期限内
无人应价或者竞买人报价均低于底价或不符合其他条件的，不确定竞
得人。4.在挂牌期限截止前10分钟仍有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竞买人要
求报价的，则对挂牌宗地进行现场竞价，出价最高者为竞得人。（六）本
次竞买活动进行现场书面报价，不接受电话、邮寄、电子、口头报价。
（七）成交价款含耕地占用税，其他相关税费由竞得人按规定缴纳。（八）
其它事项：该宗地以现状土地条件挂牌出让。本次挂牌出让事项如有
变更，以届时变更公告为准。

联系电话：88364406 66529845 65303602
联系人：赵先生（13807527707）
地址：1.三亚市吉阳区迎宾路三亚市房地产服务中心7楼7005

室--海南南部拍卖市场有限公司
2.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一楼受理大厅3号窗口

查询网址: http://www.landchina.com
http://zw.hainan.gov.cn/ggzy/
http://lr.hainan.gov.cn

三亚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0年7月1日

控规编号

B-43
合计

土地面积
（m2）

39876.88
39876.88

用地规
划性质

供燃气用地（U13）
/

土地
用途

公用设施用地
/

使用年限
（年）
50
/

容积率
≤1.0
/

建筑高度（m）
≤15
/

建筑密度（%）
≤25
/

绿地率（%）
≥35
/

评估单价
（元/m2）

1132
/

评估总价
（万元）
4514.0628
4514.0628

规划指标

海口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海秀信用社催收贷款公告
以下借款人在我社的贷款及相应利息已逾期，望以下借款人和担

保人见报后15日内到我社履行还款或担保义务，否则我社将依法律程
序处理。数据截至日为2020年06月30日。联系电话：68652129。

借款人
海口市外艺公司营业部

海口张玉商行
海南信兴实业发展公司
海口市秀英区正洪实业

发展公司
本溪市驻海口开发公司

富健钢材经销部
海口超越装璜实业有限

公司
海口市秀英乡商贸公司

海秀信托贸易公司

张秋辉

吴林保

李和成

梁转南

洪焕雄

蔡志盟
陈衍裘
陈基运
蔡贵琼
陈基旺
吴富胜
陈赞换
陈任章

法定代表人
林约柏
张琼家
周有林

严平清

严平清

黄志平

黄有龙
陈明礼

担保人

海口市物资回收公司

陈雄、赖海燕、王交
国、张海静、张正顺
吴林璋、吴祥林、李兴
文、吴建伟、吴进宏
苏祥吉、苏胜利、
苏业隆、苏运新
周经军、唐跃文、
张廷任、肖惠新
王育文、苏卫明、
洪焕强、陈龙光

借款起止日
1988.1.19-1988.6.12
1993.5.27-1994.5.2

1997.1.27-1997.12.27

1994.3.15-1994.7.16

1993.4.3-1993.8.26

1992.12.11-1993.11.22

1984.11.6-1985.4.1
1985.3.4-1985.4.30

2005.1.19-2006.1.19

2005.12.27-2006.12.27

2004.5.28-2005.5.28

2004.12.10-2005.12.10

2003.9.29-2004.9.29

1993.5.6-1994.5.5
1985.3.1-1985.7.1

1985.5.18-1986.5.18
1986.10.23-1987.5.30
1988.9.6-1989.3.1

1994.11.9-1995.5.20
1986.2.6-1987.2.6

1991.11.22-1992.5.21

结欠本金（元）
5,000.00
50,000.00

1,500,000.00

500,000.00

200,000.00

80,000.00

46,750.00
242,600.00

28,000.00

6,000.00

40,000.00

33,600.00

50,000.00

10,000.00
4,000.00
3,000.00
5,000.00
30,000.00
27,000.00
9,000.00
10,000.00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龙城大厦AB座、C1座加装电梯公示启事

龙城大厦AB座、C1座项目位于海口市义龙路。涂明申请拟对
龙城大厦AB座、C1座各加装一部电梯。为广泛征求相关利害关系
人意见和建议，现按程序予以规划批前公示。1、公示时间：10个工作
日（2020年7月2日至7月15日）。2、公示地点：海口市自然资源和
规划局门户网站（http:// zzgj.haikou.gov.cn）;建设项目现场；海南
日报；海口日报。3、公示意见反馈方式：（1）电子邮件请发送到：
hksghj@haikou.gov.cn。（2）书面意见请邮寄到长滨路第二行政办
公区15栋南楼2055房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城市设计管理科，邮
政编码：5703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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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724369，联系人：周瑞云。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0年7月2日

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2019）粤03执恢671号之二

海南双环股份有限公司、海南邦业地产有限公司：
申请执行人邹霄云、漆黛兰与被执行人海南双环股份有限公司、

海南邦业地产有限公司抵押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因被执行人在指定期
限内拒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申请执行人申请处分已被本
院查封的被执行人海南邦业地产有限公司名下位于海南省琼山市龙
桥镇33416.80平方米的土地使用权（不动产权证号：2001-04-0043
$）。本院经审查认为申请执行人的申请符合有关法律规定，故依法作
出（2019）粤03执恢671号之一执行裁定书，裁定强制拍卖、变卖被执
行人海南邦业地产有限公司名下位于海南省琼山市龙桥镇33416.80
平方米的土地使用权（不动产权证号：2001-04-0043$）以清偿债务。
另，本院已选定海南明正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对上述土地使用权进行
评估。本公告自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特此公告。
联系人：马莹莹、李兰兰；联系电话：83535789、83535072

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 二○二○年六月二十四日

◀上接A01版
同时，选派8583名干部组成2758个乡
村振兴工作队，进驻全省所有镇乡村。

脱贫攻坚，贵在精准。习近平总书
记说：“做好这项工作，不能眉毛胡子一
把抓，而要下好‘精准’这盘棋。”

海南坚持精准识别，扣好“第一粒扣
子”。2019年海南对全省115万户518
万农村常住居民进行逐村逐户逐人逐项
全覆盖、拉网式大排查。同时，利用精准
扶贫大数据管理平台，全省15万余户贫
困户的扶贫手册全部实现电子化，确保
不落一户，不漏一人。

靶向发力“两不愁三保障”，精准抓
好问题整改。针对“两不愁三保障”方面
的问题，我省开展全省拉网式大排查，及
时核实、及时反馈、及时解决，提升帮扶
质量和实效。

从“输血”到“造血”，精准聚焦产业
扶贫。2019年底，全省创建特色产业扶
贫示范村43个，特色产业扶贫基地64
个，庭院经济扶贫示范村100个。

在陵水黎族自治县本号镇军普村，
满眼葱绿的火龙果树上挂满了红色饱满
的果子。军普村党支部书记符育人说，
受益于本号镇引入第三方服务机构规范
和指导产业发展，村里成立公司发展火
龙果产业，“春节前我们刚分红，总共60
万元。集体经济壮大了，村民也有了稳
定的收入。”去年，本号镇的这一做法被
国务院扶贫办在全国推广。

产业发展的背后，离不开贫困群众
内生动力的激发。在扶贫开发工作中，
海南大胆创新、积极探索，形成一批“海
南经验”——

全面推广橡胶价格（收入）保险，实
现建档立卡贫困胶农参保全覆盖，保障
广大胶农利益；

大力开展消费扶贫，以“海南爱心扶
贫网”为线上平台，以“爱心扶贫大集市”
为线下载体，积极探索“四全四动”消费
扶贫新模式。截至2020年5月底，全省
扶贫产品累计销售金额2.17亿元，受益
贫困户约23.36万户次；

创办脱贫致富电视夜校，探索“电
视+夜校+961017热线”模式，开展“脱
贫攻坚+扶智扶志+感恩励志教育”和

“夜校帮你找工作”活动，提高贫困户专

业技能，传授致富本领；
此外，我省还开展“六治”专项治理

活动，激发贫困群众内生动力。琼中黎
族苗族自治县湾岭镇岭门村脱贫村民王
成安，过去是村里出了名的“酒鬼”和“懒
鬼”。该村驻村第一书记黄海军三天两
头找他谈心，帮助他树立发展产业的决
心和信心。如今，王成安靠养殖黑山羊
脱贫，已经成为全县的“脱贫之星”。

下好“绣花”功夫，做出“精准”文章，
为群众托起“稳稳的幸福”。近年来，海
南交出一份厚实的扶贫成绩单——

贫困村累计退出600个，脱贫65.9
万人，5个国定贫困县全部脱贫摘帽；剩
余未脱贫人口仅有490人，贫困发生率
降到0.01%以下，提前一年基本消除现
行标准下的绝对贫困。

特别是今年来，我省坚持“战疫战
贫”两不误，陆续出台“一抗三保”十条措
施、抗疫情保增收防返贫十五条措施等
多项超常规举措，扎实做好农业扩种、增
养和农民务工三项重点工作，千方百计
促进农民群众持续增收，全力消除疫情
对脱贫攻坚的影响。

脱贫攻坚，不获全胜决不收兵。
2018年、2019年，海南连续两年在国家
脱贫攻坚成效考核中位列第一方阵。面
对成绩，海南戒骄戒躁、一鼓作气——

2020年5月17日，全省继续“背水
一战”高质量打赢脱贫攻坚收官战全面
建成小康社会誓师大会召开。在会上，
刘赐贵动员全省上下继续拿出背水一战
的攻坚状态，精准实施超常规举措，坚决
啃下脱贫攻坚最后的“硬骨头”。

重擂战鼓再出征。海南全省上下将
严格落实建档立卡贫困人口“两不愁三
保障四不摘”政策，坚持“三不减三提高
三加强”，继续巩固脱贫成果，全力打好
脱贫攻坚收官战、实现“三连胜”。

补短板——
统筹区域和城乡发展，推动资

源下沉镇村

“腹部哪里疼？”“平时有便秘
吗？”……5月31日，在海南省妇女儿童
医学中心（复旦儿科海南分院、省儿童医
院）的远程会诊中心里，远在上海的复旦

大学附属儿科医院消化科专家王玉环正
通过视频对患儿行问诊，并指导海南分
院的助诊医师对患儿进行相关检查，根
据助诊医师的反馈制定治疗方案。

通过这一“儿科卫星诊所”，海南患
儿只需来到海南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
就能得到国内顶尖儿科专家的问诊和治
疗。未来，他们甚至不用来到海口——
该中心与海南各市县的医疗机构开展了
医联体合作，将逐步把“儿科卫星诊所”
覆盖到全岛基层妇幼机构和有需求的综
合医院。

患者足不出岛甚至不离乡土，就能
享受到国内外医疗发达地区的同质服
务，可谓是海南医疗卫生事业的一大进
步。因为起步晚、基础差等客观原因，海
南农村“五网”基础设施和教育、医疗卫
生等公共服务设施体系建设相对城市有
较大差距。为了让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
公平惠及人民，海南坚持“全省一盘棋、
全岛同城化”“把海南作为一个大城市来
规划建设管理”，为高质量高标准推进全
岛自由贸易试验区和中国特色自由贸易
港建设打下重要基础。

在率先于全国开展的省域“多规合
一”改革基础上，海南根据不同镇、乡、村
的功能、发展定位和人口分布情况，统筹
完善了农村道路等基础设施建设，集中
整合、优化布局了教育、医疗卫生资源和
执法力量，推动公共资源向基层延伸、向
农村覆盖、向困难群体倾斜。

以群众最关心、需求最强烈的教育
和医疗卫生工作为例，我省大力实施“一
市（县）两校一园一院”优质资源引进工
程，力争在每个市县办好省级优质中学、
小学、幼儿园和省级水平医院各1所。
这一工程的实施目前已经取得了阶段性
成果，在大幅提升海南教育、医疗卫生整
体水平的同时，还有效推动优质资源下
沉到各个村镇。

值得一提的是，近两年，我省还在五
指山等多个市县试点实行了基层教育、
卫生人员编制“县属乡用，乡属村用”制
度，这些教师、医生虽然在乡一级或村一
级工作，但他们的编制在上一级机构，这
一制度创新，让不少好教师、好医生安心
地留在基层为群众服务。

琼中教育局局长傅永东注意到，优

秀教育人才引进还不到一年，就已经发
挥了积极的带动和辐射作用。该县的高
田小学、红岛小学、加钗八一爱民小学等
村小都发生了明显变化，各年级学生逐
渐回流。

再看事关群众衣食住行的“五网”基
础设施建设——通过开展燃气下乡“气
代柴薪”工程建设，农村燃气普及率不断
提升；通过推进农村饮水安全巩固提升
工程，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到84.5%，农
村集中式供水人口比例达到99%。截至
目前，我省已经在全国率先实现县县通
5G网络，并推动光网向农村、农场延伸；
实现所有行政村通班车，具备条件的自
然村百分之百通硬化路，农村百姓“出门
水泥路、抬脚上客车”从愿景成为现实。

“五网”基础设施建设的完善，不仅
为群众生活提供了便利，更为“美丽海南
百镇千村”建设、全域旅游发展打下了扎
实基础。

当下的海南，百个特色产业小镇全
面铺开，千个美丽乡村已经建成 816
个，涌现出一批“明星”乡村。与此同
时，全省还评定了116个椰级乡村旅游
点，创建共享农庄试点160家，有效探
索了将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的实践
路径，促进了生态美、产业兴、农民富
的有机统一。

毕业于法国商学院的郭霖正是看到
海南乡村旅游的巨大潜力，从北京辞职
到海口市施茶村，创办了“火山公社”互
联网营销平台。在她的挖掘和包装下，
施茶村的富硒红糖、红芝麻、山鸡蛋等，
摇身变成了身价翻番的旅游“伴手礼”，
为当地农民带来了可观的收益。

优环境——
绿水青山入眼帘，文明新风净人心

清澈的溪水波光粼粼，数万株红树
遍布亲水长廊边，错落有致的景观梯田
里种满特色树种，七八个造型各异的小
岛点缀溪面……自2019年海口市鸭尾
溪湿地生态系统工程对外开放以来，前
来体验的市民和游客络绎不绝。

看着眼前的生态美景，谁能想到，这
里以前是有名的黑臭水体，甚至因多轮
治理无果被中央电视台点名曝光？昔日

“臭水沟”今日“美丽河”，鸭尾溪的变迁，
是海南生态环境六大专项整治成果的生
动缩影。

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
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省委七届二
次全会审议通过《关于进一步加强生态
文明建设谱写美丽中国海南篇章的决
定》，提出30条“硬核”措施，用最全面、
最严格的保护制度，保护最珍贵的生态
环境，打造生态文明建设“升级版”。

积土成山，积水成海。
通过深入实施生态环境六大专项整

治和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全力抓好中央
环保督察、国家海洋督察反馈问题的整
改工作，海南真正做到还绿于民、还利于
民；通过开展农村“三清两改一建”人居
环境整治和“厕所革命”，海南农村清扫
保洁覆盖率达到100%，农村厕所覆盖率
达到99.1%……可以说，全省广大农村
的村容村貌一年一提升、三年大变样。

在政府的出资帮助下，琼中湾岭镇
水央村村民们拆除了自家门口的老式猪
圈，盖起了标准式新猪圈。粪污横流、臭
气熏天的景象不再，随之而来的是村民
参与人居环境整治意识的大幅提升——
为给村里腾地方建垃圾屋，水央村村民
陈开东主动挪走自家的几株芭蕉树，虽
说有些损失，他却认为挖得值：“村里变
干净了，我们住起来才舒服。”

和陈开东一样，澄迈县新吴村村民
何开文说，近来开展的“爱国、爱海南、爱
家乡、爱家庭”卫生健康大行动，村民们
不用动员就自觉参与其中。村民主体意
识得到充分调动后，由受益主体变成了
参与主体，支持生态保护和环境卫生整
治的积极性、主动性也随之不断提升。

整治环境卫生的同时，一场“治懒
散、治酗酒、治私彩、治铺张、治脏乱、治
不孝”的“六治”专项行动也在海南农村
如火如荼地开展。

通过发挥村民议事会、道德评议会、
红白理事会等机构的作用，以及定期发
布“红黑榜”、试行村民行为规范积分奖
惩制度等做法，各村各镇立足实际、多措
并举，引导教育群众移风易俗、革除陋
习，通过涵养好乡风激发乡村振兴的内
生动力——

曾被称作“吸毒村”的乐东黎族自治

县丹村，正是通过编纂家训和完善村规
民约，依靠教育和文化铲除了毒品滋生
土壤，实现了一举斩获“全国文明村镇”

“中国美丽乡村”“中国乡村旅游示范村”
等多个国家级荣誉称号的蝶变。

不让其他村庄重蹈“吸毒村”的覆
辙，我省先后启动两轮全省禁毒三年大
会战，全省毒品蔓延势头得到有力遏制，
经验做法被国家禁毒委向全国推广。坚
持强化基层社会治理，我省还向黑恶势
力发起强大攻势，把扫黑除恶专项斗争
与打击农村宗族势力和“村霸”等结合起
来强力推进，依法打击了一批农村涉黑
涉恶问题，有效改善了乡村社会环境，为
百姓安心发展生产保驾护航，让夜不闭
户、路不拾遗的文明乡风轻拂琼岛。

“小康不小康 关键看老乡”，一句来自
春天的嘱托，让海南四季和暖，长沐春光。

6月29日，一场以省委名义召开的
高规格现场会开到了博后村，任务是重
温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小康不小康 关键
看老乡”的重要论述。

这是近年来刘赐贵第三次来到博后
村实地调研，了解村庄发生的巨大变
化。每次，他都会叮嘱当地干部群众始
终牢记习总书记嘱托，在共同富裕的小
康之路上不断前进。

在当天的现场会上，刘赐贵带领与
会人员考察了亚龙湾玫瑰谷景区、博后
村“望山悦”“翠隐居”民宿以及哎岬湖小
康石，听取当地村民和基层干部讲述牢
记嘱托建设美丽乡村、推动三次产业融
合发展、带动农民增收的历程。

这次现场会，既是一次加深海南党
员干部对“小康不小康 关键看老乡”重
要论述理解的过程，也是一次对决战决
胜脱贫攻坚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行再
动员、再部署。

牢记嘱托，春暖天涯。海南全省上下
将深刻理解、始终牢记、坚定践行习近平
总书记关于“小康不小康 关键看老乡”
的重要论述，把人民的智慧和力量凝聚
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事业中来，凝聚到
加快推进海南自贸港建设中来，确保如
期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任务，以
新作为开辟“小康不小康 关键看老乡”
新境界，努力建设以人民为中心的自由
贸易港！ （本报海口7月1日讯）

牢记嘱托 春暖天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