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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2020年中国农民丰收节

第一条 为加快海南自由贸易港建
设，创新文昌国际航天城（以下简称航天
城）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赋予航天城自
主发展权，规范航天城管理局运作，根据
相关法律法规，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航天城管理局作为园区履
行相应行政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责的法定
机构，依法具有法人资格，实行市场化运
作、企业化管理。

第三条 航天城管理局依照法定程
序，行使由省政府及其职能部门、文昌市
政府及其职能部门下放或者委托的管理
权限。

第四条 航天城管理局由省政府直
接领导。省政府成立文昌国际航天城工
作领导小组统筹协调和决策重大事项，
办公室设在文昌市人民政府。航天城管
理局定期向领导小组报告工作。

航天城管理局实行局长负责制，局
长主持全面工作。局长办公会为航天城
管理局决策机构，研究决定“三重一大”

等重要事项。
第五条 航天城管理局负责园区规

划、综合协调、开发建设、运营管理、产业
发展、投资促进、制度创新、企业服务等
工作，整体推进航天城高标准高质量发
展，带动文昌市经济发展，配合文昌市政
府履行社会管理职能。

第六条 与文昌市政府的事权划
分。航天城管理局主要履行相应行政管
理和公共服务职责，文昌市政府予以配
合；文昌市政府主要履行社会管理和航
天城管理局无法履行的其他职能，具体
包括行政执法、市场监督、社会稳定、生
态环保、公共安全、民生保障以及拆迁安
置等，航天城管理局配合。

第七条 成立海南文昌国际航天城
投资开发有限公司，作为航天城开发建
设和市场化投融资主体，依法依规承担
航天城内土地一级开发、资金融通、基础
设施建设、园区运营管理等工作。航天
城管理局代表省政府对平台公司履行出

资人职责。
第八条 班子配备。航天城管理局

设局长1名（由中共海南省委军民融合
发展委员会办公室常务副主任兼任，按
正厅级领导干部管理，列入省委管理的
职务名称），副局长3名（1名由文昌市政
府市长兼任）；总经济师1名（属班子成
员）。另外2名副局长和总经济师由局
长提名，经省政府批复同意后由航天城
管理局聘任。

第九条 航天城管理局享有独立的
用人自主权，除省委选派的兼职领导人

员外，在薪酬总额范围内，自主决定人员
聘用、岗位设置、薪酬标准等。

薪酬总额以核定岗位员额为基准，
自航天城管理局挂牌成立之日起五年过
渡期内，财政按照不超过省级公务员平
均工资水平的2倍核定。超过2倍部分
由航天城管理局通过企业化运营方式解
决。建立与绩效目标相适应的薪酬管理
制度，同一层级岗位薪金标准可有所不
同。

第十条 航天城管理局收入主要包
括财政补助、承接服务收入和其他合法

收入等。自航天城管理局挂牌成立之日
起五年过渡期内，省财政按省级公务员
平均工资水平2倍和省级三类一档公用
经费标准核定航天城管理局运转补助经
费。财政补助资金列入省委军民融合发
展委员会办公室部门预算管理。

第十一条 2019年12月-2024年
11月，由省、市两级财政每年预算安排
航天城建设发展资金5亿元（省、文昌市
按8∶2比例分担），由航天城管理局统筹
使用。

2019年12月-2024年11月，将航
天城对地方财力贡献省市分享部分按

“前三年80%、后两年50%”用于支持航
天城建设，其中省级分享部分由省财政
厅在省委军民融合发展委员会办公室部
门预算中安排用于航天城建设；市级分
享部分由文昌市财政局安排用于航天城
建设。

2019年12月-2024年11月，航天
城内土地出让和填海供地所产生的土地

出让金省、市两级所得收入，在扣除成本
及规定计提的专项资金后，全部留给文
昌市财政，由文昌市政府商航天城管理
局安排用于支持航天城项目建设。

第十二条 在航天城内各投资主体
开发形成的国有资产，可以由相关投资
主体委托航天城管理局负责统筹运营管
理和保值增值。

第十三条 航天城内市政基础设施
和教育、卫生等公共事业投入，原则上通
过各级财政性资金予以保障，具体结合
财力状况和项目进展情况，按省相关决
定执行。鼓励吸引社会资本，参与航天
城基本建设，拓宽资金来源渠道；支持海
南文昌国际航天城投资开发有限公司在
风险可控前提下，开展市场化、多元化融
资、运营。

第十四条 建立信息披露制度，依
法公开重大事项、财务预决算等情况，接
受审计机关的审计监督。省政府按年度
对航天城管理局运营绩效进行考核。

文昌国际航天城管理局设立和运行管理规定
海南省人民政府令

第293号
《文昌国际航天城管理局设立和运行管理规定》已经2020年9月14日七届

海南省人民政府第57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现予公布，自公布之日起实施。
省长 沈晓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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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临城9月25日电（记者
张文君 特约记者刘彬宇）9月25
日下午，“风物临高”农特美食大
集在临高文澜文化公园开市，该
县11个镇（农场）以及20多个农
业企业和合作社携百余种特色农
产品亮相，吸引不少市民游客前
来选购。

“红心火龙果和地瓜都是10
元3斤，口感佳，味道好。”在博厚
镇的摊位前，村民陈燕子正在对
驻足摊位前的行人介绍村里种的
红心火龙果和地瓜。“半个多小时
就卖了近百元。”她告诉海南日报
记者，这次带了200多斤的农产
品来销售，非常有信心能销完。

听完介绍后，来自西安的游
客李永胜买了 3 斤的红心火龙
果。“这些农产品不仅品质好，还
很便宜，买到就是赚到哩。我明
天还会再过来集市购买。”李永胜
说，临近国庆和中秋节假期，她选
择来海南临高过节，没想到遇到
非常有特色的农民丰收节，她很
快就被丰收节的活动吸引了。

“这是我们临高特色红橙，香
甜可口，大家可以尝尝，这一箱有
10斤，只要100元。”在临城镇摊
位前，该镇美台居委会书记陈祺
正在向过往游人推荐该镇种植的
红橙。

陈祺介绍，前几年成立了农
业公司开始种植红橙，吸纳了附
近村的不少贫困户参与种植，去
年还成功注册了“文澜橙”的商
标。“今天下午6点过来，一个多小
时就卖了20箱，有200多斤，没想
到这么受欢迎，这下种植红橙信
心更足了。”他说。

波莲镇和勋村村民王东升夫
妻俩卖的葡萄柚也受到热捧。

“这些柚子香甜可口，我买了 2
个，而且购买农产品能帮村民增
收，我觉得很有意义。”临高市民
郑少燕说。

据悉，本次农特美食大集，持
续到9月27日，分“线下集市”和

“云上集市”两部分。其中，“线下
集市”主要为现场展销，“云上集
市”为电商促销和网红带货。现
场还展出了地瓜、芋头、橙子、青
柚、蜂蜜、海产品干货等百余种临
高特色农产品。

本报临城9月25日电 （记者张文
君 特约记者刘彬宇）文澜江畔话丰收，
醉听渔歌“哩哩美”。9月25日晚，2020
海南（临高）农民丰收节在临高文澜文
化公园举行。当晚，临高人偶戏、哩哩
美、原创沙画等特色节目轮番上演，为
闻讯赶来的近万名当地群众及外来游
客奉上了一场丰收文化盛宴。此次活
动是海南庆祝中国农民丰收节的重要
活动内容之一。

临高县委常委、常务副县长吕雄宣
布2020海南（临高）农民丰收节开幕。

当晚20时，颇具特色的舞蹈《耕
海牧渔大丰收》拉开了2020年临高农
民丰收节晚会的帷幕。晚会分为《大
美临高》《丰收临高》《幸福临高》三个
篇章，共有11个精彩纷呈的节目轮番
上演。原创沙画《风物临高》、歌舞
《丰收哩哩美》、经典人偶戏选段、说
唱《临高味道》、小品《懒汉脱贫》、快
板《万众一心加油干》等精彩节目让现
场观众赞不绝口。晚会既向嘉宾与观
众充分展示临高的自然风光、人文历
史与发展变化，同时呈现了临高人民

良好的精神风貌和对美好生活的追
求、愿景。

“今年的晚会节目非常丰富。印象深
刻的是歌曲《丰收哩哩美》和人偶戏，这是
临高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歌曲《哩
哩美》是渔民在赶海、织网、婚嫁等生产生
活中创作的，反映了渔家生活，而人偶戏融
入了传统八音，是临高特色。”临高市民王
凯说，这次节日让他不仅感受到了临高农
民丰收的喜悦，也对临高特色文化有更多
的了解。

据了解，此次海南（临高）农民丰

收节包含丰收晚会、农民歌会、农特美
食集市、农民趣味运动会、“打卡临高”
自驾游等丰富多彩的系列活动，充分
展示临高的农业旅游资源、民俗文化
特色，助力临高农旅融合发展。

“举办农民丰收节系列活动旨在集
中展示临高‘三农’发展取得成绩，展现
临高乡村振兴的美好前景，拉动临高旅
游消费增长，展现新时期农民、渔民良好
的精神风貌，凝聚加快推进海南自由贸
易港建设的磅礴力量。”临高县委常委、
宣传部部长李孟伦说。

临高县委有关负责人表示，今年是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实现之年，是全
面打赢脱贫攻坚战收官之年，在全县上
下的奋力攻坚下，临高脱贫工作取得决
定性胜利，已退出贫困县序列，正式脱贫
摘帽，为全县同步迈入小康社会奠定坚
实基础，在这个历史性时刻，举办农民丰
收节，具有特殊的重要意义。

位于海南岛西北部的临高县，历史
悠久、物产丰饶、文化灿烂，农文旅融合
发展的基础较好。临高是海南农业大县
和渔业重镇，素有“鱼米之乡”美誉。临

高也是远近闻名的中国民间文化艺术之
乡、中华诗词之乡、中国曲艺之乡，独具
艺术魅力的临高人偶戏、临高渔歌“哩哩
美”，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近年来，临高坚持走“文旅结合、农
旅融合、以农促旅、文旅兴农”的休闲农
业与乡村旅游发展道路，将地域特色与
文化禀赋、农业资源与旅游要素相结合，
以渔耕文化为魂，以美丽田园为韵，以生
态农业为基，大力拓展农业休闲旅游发
展空间，走出了一条农旅文融合发展的
新路子，成为县域经济发展“新引擎”。

2020海南（临高）农民丰收节在临高举行

文澜江畔庆丰收 醉听渔歌“哩哩美”

“风物临高”
农特美食大集开市
百余种特色农产品亮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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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丰收节晚会上丰富多彩的节目表演。
② 观众携家带口观看丰收节开幕式。
③ 波莲镇的农户展示丰收的橙子。

④ 在农特美食大集上，渔民展示海产品红鱼。
⑤ 临高特色农产品火龙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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