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临高县南朝村民小组违法
占地建设五栋房屋，尚未竣工，
占地面积4.98亩，涉及占用永久
基本农田面积 2.04 亩。其中，1
栋三层建筑物占地面积670平方
米（已自行拆除），其余4栋建筑
物（两栋两层、两栋三层）各占地
面积660平方米，目前尚未查处。

临高县波莲镇带昆村南
朝村民小组违法占地案

海南中城投置业有限公司
在乐东黎族自治县九所镇中灶
村建设龙栖海岸项目，超出土地
使用权证载界限范围占用土地
4.27 亩，涉及永久基本农田 1.3
亩。其中，项目部超占土地0.52
亩，规划地类为永久基本农田；
道路及附属设施超占土地 3.75
亩，涉及永久基本农田 0.78 亩。
2020年6月，乐东县自然资源和
规划局已对企业超出批准范围
占用土地行为下达《行政处罚决
定书》，目前处罚尚未执行到位。

海南中城投置业有限公
司违法越界占用永久基本农
田建设案

Discovery探索传媒集团
全球授权最大的综合型旅游景区项目

规划面积约1500亩
打造神秘惊险且玩法多样的旅游度假综合体

将在5年内分3期投资建成运营

首期探索谷明年底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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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保城11月8日电（见习记者
李梦楠 记者梁君穷）11 月 8 日上
午，海南呀诺达Discovery综合度假
区在呀诺达雨林文化旅游区动工建
设，11月 8日下午在海口举行了项
目发布会。该项目将依托Discov-
ery丰富IP资源，融入国际理念及海
南本土文化元素，为中外游客打造
一个神秘惊险且玩法多样的旅游度
假综合体。

据悉，海南呀诺达Discovery综
合度假区是由全球纪实娱乐节目知
名企业Discovery探索传媒集团在
海南的首家官方授权落地项目，这
一项目也是Discovery探索传媒集
团目前为止全球授权最大的综合型
旅游景区项目。项目规划面积约
1500亩，将在 5年内分 3期投资建
成运营，首期探索谷项目明年底就
会向全球游客开放。

呀诺达Discovery 综合度假区
项目包括潟湖区、水世界、探索谷
三大区域，将建设成集乐园、酒
店、商业三大集群为一体的世界级
文旅综合体，内容涵盖探索公园、
雨林温室景观、童话剧院、动物星
球游乐园、夜间水秀表演、水上滑
索、水上探险乐园、探险小镇及丛
林精品酒店等新景点，为游客提供
多样化的探索体验。

作为项目所在地，保亭相关负责
人在动工仪式上表示，旅游业是保亭
主导产业，希望呀诺达Discovery综
合度假区以全球化视野打造成一个
国际化、高品质的旅游目的地，保亭
也将以最优质的服务、最优惠的政
策和最优良的环境，确保项目顺利
推进，争取项目早竣工、早投产、早
出效益。

“呀诺达景区的本土特色IP与美

国Discovery探索传媒集团的国际
IP合作，将更好地推进呀诺达由观
光型度假景区向集观光、体验、休
闲、度假为一体的综合型旅游景区
转型，催生出更多具有国际竞争力
的新产品、新业态。”省旅文厅相关
负责人在发布会上表示，呀诺达
Discovery 综合度假区的建设在助
力海南建设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国际
旅游消费中心进程中具有重大意义。

呀诺达Discovery综合度假区动工
打造世界级旅游综合体，将建乐园、酒店、商业三大集群

本报海口11月8日讯（记者张期
望 通讯员曹柳）近日，海口市江东新区
升级掌上政务服务平台，推出“商务秘
书”服务功能，为企业咨询提供便利。

“商务秘书”是江东新区政务服
务中心推出的线上第三方专业机构

服务数据库，入库机构包括会计师事
务所、资产评估事务所、律师事务所、
税务师事务所、代理代办公司等，为
园区内企业提供审计、资产评估、税
务代理、会计代理、法律服务、项目评
审、绩效评价、管理咨询等单项或多

项服务内容。
企业和办事人员关注“自贸江东”

公众号后，进入“掌上政务”页面，点击
“商务秘书”模块，就能一键打开江东
新区服务企业专业机构库信息，根据
各自需求可快速同第三方服务机构对

接。进入“商务秘书”数据库的第三方
机构，均为在海口登记注册、实质运营、
纳税情况良好的优质企业，它们在提供
服务的同时，也接受江东新区服务质
量监管，出现不良反馈的服务机构将
被强制退出，以示惩戒。

接下来，江东新区管理局将不断
优化“互联网+政务服务”，建设好江
东新区一体化政务平台，努力实现一
网通办，让办事群众动动手指就可以
享受“人在家中坐、事情全办完”的高
效便捷服务。

江东新区网上政务服务平台设立“商务秘书”

集成机构名录 便利企业咨询

■ 本报记者 谢凯 特约记者 刘钊

“跟着陈老师走，准没错。”11月5
日，在跟陈泽武去一趟定安县后，五指
山市汇通农业综合开发有限公司负责
人杨志成告诉海南日报记者。

杨志成正在五指山市畅好乡番贺
村开展树仔菜种植项目。陈泽武是派
驻该村的生态科技特派员。在陈泽武
的建议下，杨志成最近产生了种植黄
辣椒的兴趣。两人此番去定安，正是
考察黄辣椒产业的。

陈泽武受到杨志成和番贺村村民
们的信赖。他是海南省农林科技学校
教师，扎根五指山地区10余年，懂农
业技术，也谙熟产业情况。2019年他
被聘为五指山市科技特派员，派驻番
贺村。

此前，番贺村种植的菜秆小、产量
低、口感差。陈泽武来后努力解决这
一问题。他发现，这是由于农户们长
期使用除草剂和不规范使用化肥，导
致土壤板结和退化严重造成的。在他
指导下，大家把土壤和地上作物全部
推翻，让土地得到“充分休息”再继续
种植。

“后来我们在不经意的实践中发
现，把一些稻草和椰丝组合铺垫在土壤
上，土壤板结情况得到极大缓解。土地
在浇灌之后，水分会残留在这些稻草和
椰丝上面，土壤得到了保湿，番贺村的
树仔菜一改品质差、产量低的局面。”陈
泽武告诉海南日报记者。

在科技特派员的帮助下，2019年
番贺村的树仔菜种植达216亩，亩产
约4000斤，收益150多万元。

科技带来的改变让专业公司看中
了番贺村的潜力。2019年，畅好乡引
进杨志成的汇通公司，以“合作社+公
司+贫困户”的模式，在番贺村划出10
亩地，运用丰产栽培、大棚、水肥一体化
等技术进行树仔菜示范种植。

杨志成对此感触很深：在科技特
派员指导下种植，提高了农业科技水
平，管理效益和产业效益都发挥出来
了。“因此，今年陈老师提出发展种植
黄灯笼辣椒产业，我也要跟着他走。”

海南日报记者了解到，从2019年
以来，五指山市通过精准选派人员、落
实资金投入、完善制度管理，深入推行

“生态科技特派员”制度，引入一批具
备一定专业能力和技术特长的科技人
才深入农村一线，提供农业技术支持
和指导，大力发展现代农业、扶持特色
产业。

在通什镇福关村，村民黄吉东养
鸡收益一直不佳。鸡在什么阶段吃什
么样的饲料、病死的原因在哪、鸡舍应

该怎样搭建……这些问题一直以来他
都没弄清楚。今年，科技特派员雷华
松对他进行了一对一指导，现在，他成
了养鸡能手。“在科技特派员的指导下，
我基本弄懂了养鸡的细节问题。”

雷华松也是福关村合作社的负责
人。“我现在加入了合作社，跟着特派员
科学养鸡才是正确的选择。”黄吉东成
了职业鸡农，在基地，他每天要检查饲
养报表、打扫鸡舍卫生、检查饮水器，每
个月到手3500元，再加上自己养鸡的
收入，收入比以前明显提高。

“科技特派员的模式推动解决了
农村农业发展的关键技术难题，正在
创造出更多效益。”五指山市政府相关
负责人说，截至目前，该市已经评审通
过3批共60个科技特派员项目，目前
已陆续有31个项目深入实施，将培训
农民4380人次，带动农户411户（其
中贫困户180户），预期产出经济效益
900万元。

（本报五指山11月8日电）

走向我们的

五指山科技特派员制度助农户解决生产难题

手把手指导 实打实增效

海南3人入选农民教育
培训“百名优秀学员”
将获资助

本报海口11月8日讯（记者傅人
意 实习生王伟君）海南日报记者11
月8日从省农业农村厅获悉，农业农
村部近日公布2020年度农民教育培
训“百名优秀学员”扶贫先锋资助项目
人选，海南3人入选，他们分别是白沙
黎族自治县青松乡青开老村吉亚才、
陵水黎族自治县新村镇长生村黄凌
燕、白沙黎族自治县南开乡南阜村符
永进。

今年是脱贫攻坚的决胜之年，农
业农村部组织开展农民教育培训“百
名优秀学员”扶贫先锋资助活动，从
三年来培养的优秀学员中遴选出扶
贫先进典型，展示扶贫培训积极成
效，激励高素质农民投身乡村振兴和
脱贫攻坚。

据了解，此次入选的3名学员中，
吉亚才成立的白沙仙婆岭种养专业合
作社，仅2019年就收购青松乡山兰稻
米超过18万斤，收入45万元左右，直
接带动70户贫困户增收；黄凌燕创立
海南滴滴沃家生态农业科技发展有限
公司，今年疫情发生以来，累计帮助贫
困户销售农产品 15.68 万斤，金额
20.26万元；符永进成立的白沙符永进
养殖专业合作社，带动南开乡革新村
57户贫困户发展特色林下养殖业实
现脱贫，并每年为贫困户发放分红，每
户不低于1100元。

本报讯（记者陈雪怡 通讯员尹建
军）为严肃查处违法用地行为，用“长
獠牙”的举措打击遏制违法违规占用

耕地特别是永久基本农田的行为，省
自然资源和规划厅日前决定挂牌督办
4起土地领域典型案件，公开督促有

关市县依法依规查处整改，接受社会
监督。

省自然资源和规划厅已向有关市

县同步下发挂牌督办函，并抄送省政
府办公厅，要求有关市县和部门抓紧
调查，限期整改。

严肃查处违法用地行为

省资规厅挂牌督办4起土地领域典型案件

乐城之光公益项目启动
免费提供200例Catalys系统
辅助的白内障手术

本报博鳌11月8日电（记者袁宇）11月7日，海
南日报记者从博鳌乐城国际医疗旅游先行区管理
局获悉，乐城之光公益项目日前启动，将于2021
年1月1日至2022年12月31日期间，向符合援助
条件的全国白内障患者，免费提供200例由
Catalys飞秒激光眼科治疗系统辅助的白内障手
术，预计将为患者减免手术费用共计约180万元。

乐城之光公益项目是由中国初级卫生保健
基金会与海南自贸港全球创新医药临床促进中
心联合发起、强生全视提供支持的白内障患者
援助与疾病教育项目。该项目未来还将开展白
内障医师教育和患者教育，推动白内障学科的
继续教育，提升国内眼科医生的诊疗技术。

白沙浦棉橡胶有限公司在
白沙黎族自治县七坊镇木棉道
班建设浦棉橡胶厂，共建有办公
大楼（四层）、铁皮棚厂房、橡胶
生产配套锅炉、硬化地板等建筑
物及构筑物，已竣工并投入使
用。该项目建设占地面积共
48.68亩，其中，超出不动产权证
载界限范围外用地 28.35 亩，涉
及永久基本农田 8.66 亩。2020
年10月，白沙县综合行政执法局
对该违法用地行为予以立案，目
前尚在调查阶段。

白沙浦棉橡胶有限公司
违法越界占用永久基本农田
建设案

琼海市博鳌乐城国际医
疗旅游先行区 09 单元-5 号
地块农用地转用及土地征收
项目，占用水田 481.89 亩，琼
海市政府承诺于 2017 年 9 月
底 前 落 实 耕 地 占 补 平 衡 。
2018 年例行督察发现，该项
目逾期未兑现承诺。截至目
前，该项目仍未兑现耕地占
补平衡承诺。

琼海市博鳌乐城国际
医疗旅游先行区 09 单
元-5号地块农用地转用
及土地征收项目逾期未兑
现承诺耕地占补平衡问题

儋州推行
天然橡胶价格收入保险
投入1804万元，1.2万户胶农受益

本报那大11月8日电（记者林书喜 特约
记者李珂 通讯员）儋州市有关近日部门透露，
2019年以来，儋州推行天然橡胶价格收入保
险，至今共投入1804万元，2019年儋州全市天
然橡胶林总承保数量19万亩，共带动约1.2万
户胶农积极割胶，保障了胶农收入。

自2011年以来，天然橡胶价格持续下跌，
儋州普遍出现橡胶林弃割、弃管的现象，严重威
胁天然橡胶产业的生存与发展。为充分保障广
大胶农收入稳定，儋州市在各镇大力推行天然
橡胶价格收入保险，一旦胶价低于一定标准，就
会触发保险理赔机制，保障胶农的基本收入。

值得一提的是，儋州有关部门指导相关保
险公司简化理赔流程，将手工签单改进为信息
化平台登记，将理赔周期缩短至季度赔付，明年
还将力争实现按月赔付。

◀上接A01版
该项目建成投入使用后，码头集装箱年通过能力
将由65万标准箱提升至180万标准箱。

海南日报记者在项目施工现场看到，工人
们正在给B105号堆场铺设连锁块，B205号堆
场及旁边的通道正进行混凝土浇筑。“再过10
天，B105号堆场就完工，B205号堆场预计从
11月18日开始铺设连锁块，本月底两个堆场
可以完工，交付使用。”小铲滩起步工程能力提
升项目负责人戴海宝说。

在推动西部陆海新通道国际航运枢纽港建
设的同时，洋浦通过开展稳增长百日攻坚战，全
力推进区内重点项目建设，要求项目业主单位
加大人手和设备投入，争取项目早日建成投产。

在年产150万吨高端流体材料及20万吨/
年医药食品级白油项目施工现场，数百名工人
正在进行地坪施工及工艺管道、电器仪表设备
安装等，数十个储罐已涂上白色的防腐蚀油
漆。该项目占地533亩，投资34亿元。目前整
个项目进入全面收尾施工阶段，首条生产线有
望在今年12月底竣工投产。

洋浦工委书记周军平表示，洋浦将深入学
习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紧紧围绕省
委省政府确定的自贸港建设先行区示范区、全
省高质量发展增长极的目标定位，将五中全会
精神融入未来洋浦发展的最新定位和工作思路
中，转化为推动洋浦改革发展的强大动力。在
推进产业基础高级化、产业链现代化上狠下功
夫，提高洋浦经济质量效益和核心竞争力，全力
做好基地、通道、平台三篇文章，努力培育三个
千亿级和若干个百亿级产业集群，在构建以国
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
新发展格局中，积极发挥洋浦作为“双循环”交
汇节点的促进作用。 （本报洋浦11月8日电）

吞吐量连连攀升
枢纽港越联越广

◀上接A01版
并实现海南自贸港与重庆、南京及欧洲城市等
的有效衔接，发挥海南自贸港作为国际供应链
综合服务枢纽在“一带一路”互联互通和关键节
点的重要作用。

此次航班享受自贸港保税航油政策扶持，
以及美兰机场减免航班起降费用支持，大大降
低了航线的运营及燃油成本，充分展现了自贸
港开放政策落地及营商环境优化成效。

海航集团执行董事长顾刚表示，此次海航
探索开通“海口⇌阿姆斯特丹”试点航班，为海
南自贸港构建国际航空货运网络、建设航空物
流体系积累了宝贵经验。海航集团将勇当自贸
港国际航空货运枢纽“探路者”，拓展更多高品
质国际货运航线，全力推动自贸港现代流通体
系建设，助力打造中国开放型经济新高地。

◀上接A01版
省市场监管局坚持问题导向，探索了
更灵活的外商投资商事登记方式。

对无法提供使（领）馆认证文书
的外国投资者，海南国际经发局等
招商团队已为其出函说明的，实行
容缺受理登记。对能够提供使（领）
馆认证文书的外国投资者，可由商
事登记联络人上传外国投资者相关
证件视频信息代替核验视频，待“海
南 e登记”平台（外资版）升级完毕
后，允许其不上传核验视频。外国
投资者持合伙人护照复印件办理注
册登记，合伙人在我国没有出入境
记录的，可由该外国投资者替代其
合伙人在护照复印件上作出相应承
诺办理登记。

多项创新举措
为企业开办提供便利

海南自贸港首条
洲际航空货运航线开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