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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市县两会

本报保城1月8日电（记者王迎春）
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第十六届人民代表
大会第一次会议1月 8日选举王秀美
（女，黎族）为县人大常委会主任，樊朝睿
（苗族）、许录游、李海雄（黎族）、李锦权
为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选举王惠仙
（女，黎族）为县长，冯亚全、詹天凯、刘云
球、孙国培、吕妍（女，苗族）、王刚、林德
国为副县长；选举钟耿为县监察委员会

主任；选举严家亮为县人民法院院长；选
举闫宇辉为县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根据
相关法律规定，须报省人民检察院检察
长提请省人大常委会批准。

1月7日，政协第十一届保亭黎族苗
族自治县委员会第一次会议选举王文平
（黎族）为县政协主席，林艺青、杨进锋
（黎族）、林孟地、周燕（女，黎族）为县政
协副主席。

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新一届人大常委会、
政府、政协领导班子选举产生

本报万城1月8日电（记者张惠宁）
万宁市第十六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
议1月8日选举陈创禄为市人大常委会
主任，倪业高（黎族）、蔡冰晶（女）、李明
岩、蔡赛绒（女，黎族）为市人大常委会副
主任；选举王三防为市长，侯晋封、杨志
斌、沈德安、梁一强、李瑞军（黎族）、符婷
婷（女）、郑忠发为副市长；选举周旭为市

监察委员会主任；选举王军为市人民法
院院长；选举陈玉林为市人民检察院检
察长，根据相关法律规定，须报省人民检
察院检察长提请省人大常委会批准。

1月7日，政协第十二届万宁市委
员会第一次会议选举程江洪为市政协
主席，王振羽、肖音、陈家文（黎族）、李
岗为市政协副主席。

万宁市新一届人大常委会、政府、
政协领导班子选举产生

本报定城1月8日电（记者叶媛媛）
定安县第十六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
议1月8日选举陈明永为县人大常委会
主任，彭元菊（女）、李庆荣、李衡（女）、李
德春为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选举冯云飞
为县长，黄海鹄、陈小燕（女）、江伟青、官
珅（女，黎族）、苏乾、韩海涛、李海阳为副
县长；选举陈凤娇（女）为县监察委员会主

任；选举李雪刚（黎族）为县人民法院院
长；选举吴孜繁（女）为县人民检察院检
察长，根据相关法律规定，须报省人民检
察院检察长提请省人大常委会批准。

1月7日，政协第十一届定安县委员
会第一次会议选举符气和为县政协主
席，陈京华（女）、岑选师、周裕云、莫宏雄
为县政协副主席。

定安县新一届人大常委会、政府、
政协领导班子选举产生

本报牙叉1月8日电（记者曾毓慧）
1月8日，白沙黎族自治县第十六届人
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选举王桂厅（黎
族）为县人大常委会主任，韩宇、符健友
（黎族）、符秀琼（女，黎族）、王秀程（黎
族）为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选举黄聪
（黎族）为县长，陈扬洲、邢展、陈奕健、
林金妹（女，黎族）、王永珍（女，黎族）、
梁定雄、郭玉斌为副县长；选举符传德
为县监察委员会主任；选举王伟良为县

人民法院院长；选举赵典山为县人民检
察院检察长，根据相关法律规定，须报
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提请省人大常委
会批准。

1 月 7 日，政协第十一届白沙黎
族自治县委员会第一次会议选举符
英兰（女，黎族）为县政协主席，孙小
旧（黎族）、王小雄（黎族）、王宪（黎
族）、朱彩霞（女，黎族）为县政协副
主席。

白沙黎族自治县新一届人大常委会、
政府、政协领导班子选举产生

本报海口1月8日讯（记者良子 通
讯员吴佳仪 蒋升）在全国第二个中国
人民警察节即将来临之际，1月7日晚，
省公安厅在海南广播电视总台录制《敬
礼·警旗》2022年中国人民警察节海南
特别节目。

2022年中国人民警察节海南特别
节目以习近平总书记对公安机关提出的

“对党忠诚、服务人民、执法公正、纪律严
明”总要求为核心内容，同时结合海南省
公安机关举办的2021年度“海南省公安
机关最美警察”评选活动等，通过纪实视
频、现场采访、故事讲述、音乐致敬词等形

式，全方位展现新时代公安工作实践中勇
担当、善作为、当标杆、做表率的优秀人
民警察形象，特别是全省公安民警在党
史学习教育、公安队伍教育整顿、社会反
诈、交通安全整治和为群众办实事等工
作中得到的提升和涌现出的先进事迹。

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刘星泰，副省
长、省公安厅厅长闫希军，省高级人民法
院院长陈凤超，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张
毅出席活动，并为获奖者颁奖。

特别节目将于 1月 10日 21时 25
分在海南广播电视总台经济生活频道
播出。

我省录制《敬礼·警旗》2022年
中国人民警察节海南特别节目

本报海口1月8日讯（记者陈蔚林
通讯员雷浩泽）1月8日，“一带一路”热
带医学联盟第四届热带医学高峰论坛暨
粤港澳大湾区输入性热带病防控联盟第
四届年会在海口举行。会议期间，海南
医学院热带医学院揭牌成立。

本次论坛由海南医学院、中山大学
中山医学院、国家热带病研究中心海南
分中心联合主办。全国妇联副主席、中
国科学院院士陈化兰等专家学者以“全
球公共卫生应对与挑战”为主题，全面深
入探讨传染病、热带病防治与全球健康
治理等问题。

海南日报记者从会上获悉，成立“一

带一路”热带医学联盟，是海南医学院深
化教育教学改革、坚持走国际化办学道
路、服务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的重要举
措。该联盟成立4年来，联盟成员不断
扩大，联盟活动不断深入，今年又有南方
医科大学、首都医科大学、安徽医科大学
等3所高校加入。

新成立的海南医学院热带医学院，
是该校着眼于热带特色发展，推进热带
医学特色学科建设的重要举措，在原热
带医学与检验医学院基础上，整合第二
附属医院和省公共卫生临床中心资源，
以及临床医学、基础医学、公共卫生等学
科资源组建而成。

“一带一路”热带医学联盟第四届热带医学高峰论坛举办

海南医学院热带医学院揭牌成立

本报讯（记者林书喜 特约记者李
灵军 通讯员刘海龙）1月5日上午，在
洋浦经济开发区海南炼化100万吨乙
烯项目配套码头4号泊位，工人将钢筋
笼吊装到“京祥8号”施工船上，开往1
号泊位施工现场，然后将钢筋笼放进立
在水面上的灌注桩里，为下一步进行混
凝土浇筑做准备。4号泊位自去年8月
4日投入使用以来，除了作为临时泊位
配合其他泊位施工外，还完成了28船
次共计108件大型设备的接卸，为海南
炼化100万吨乙烯项目大型设备的顺
利安装提供了有力保障。

当天上午，海南日报记者来到海南

炼化100万吨乙烯项目配套码头4号
泊位时，看到多艘施工船通过4号泊
位，源源不断地将各种建材送到1号
至3号泊位施工现场。“4号泊位的建
设已进入收尾阶段，我们正在抓紧进
行路面施工，为下一步的设备接卸腾
出工作面。”海南炼化100万吨乙烯项
目施工管理部码头分部经理李文星
说，为了满足大型设备的载重需求，对
码头的路面进行了加厚处理，同时也
对防浪堤进行了加高处理。

海南炼化100万吨乙烯项目配套
码头工程建有4个泊位，包括建设1个
5万吨级的LPG（液化石油气）泊位，2

个2万吨级液体化学品泊位，1个3万
吨级件杂货泊位。件杂货泊位即为4
号泊位，泊位长达315米，可满足2艘5
千吨级杂货船和1艘2万吨级危险品
滚装船同时靠泊作业，同时兼顾100万
吨乙烯项目建设期间生产设备等重件
接卸功能，从而满足了100万吨乙烯项
目水路进出货物的运输需要。整个码
头设计年通过能力为560.2万吨，其中
液体货物423.2万吨，杂货126.5万吨，
滚装货6.63万吨。项目同时建设一座
长达 1873.3 米的防波堤和一座长
774.9米的接岸引堤。

李文星介绍，海南炼化100万吨乙

烯项目配套码头2020年4月8日开工
后，参建单位克服台风天气、海上作业
等困难，协同作战，加班加点进行施工，
最终4号泊位在2021年8月具备了简
易投用条件，为海南炼化100万吨乙
烯项目设备进场及安装工作顺利展开
提供了有力保障。目前，防波堤直立
段52件超大沉箱安装完成，已进入收
尾阶段；公共管廊正在抓紧施工；1号
至3号泊位水工部分工程量已过半，
预计今年6月底实现泊位具备投用条
件，为海南炼化100万吨乙烯项目于
今年9月 30日建成投产打下坚实的
基础。

海南炼化100万吨乙烯项目配套码头加紧施工，发挥支撑作用

高效接卸设备 保障项目建设

儋州松涛东干渠
改线工程开工
将那大分水闸至和庆电站段
约9.6公里渠道改线至那大城外

本报讯（记者孙慧 通讯员张子
健 张光勤）1月6日，儋州市松涛东干
渠（那大分水闸至和庆电站段）改线工
程正式开工。该工程将松涛灌区东干
渠那大分干渠分水闸至和庆电站段约
9.6公里的渠道改线至那大城外，进一
步确保松涛灌区渠道输水功能。

松涛灌区工程担负了儋州市、临高
县、澄迈县及海口市205万亩农业灌溉
任务，并为海口市、儋州市、洋浦经济开
发区以及老城经济开发区等地提供工
业、生活用水，同时保护南渡江下游几
十个乡镇200多万人的防洪度汛安全。

此次改线工程由中国能建葛洲坝
一公司承建。该公司负责人介绍，工
程将东干渠那大分干渠分水闸至和庆
电站段约9.6公里渠道改线至那大城
外，可解决穿城段渠道输水功能与城
市防洪排涝、沿线居民安全、儋州及下
游饮水安全之间的矛盾。

本报金江1月 8日电（记者邵长
春）1月8日，海南海垦农副产品贸易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垦农副贸易）与
美团优选在澄迈达成战略合作并举行
2022年“南菜北运”发车启动仪式，推
动海南高质量农产品上行，并守好市
民“菜篮子”。

未来，双方将共同布局以“互联
网+”和大数据为载体的现代服务综合
业务，发挥供应链、物流、数据、营销和
技术等行业领先优势，助力海南农业
产业高质量发展，以及全省农产品优
进优出和市场稳价保供。

根据战略协议，海垦农副贸易将
依托其在海南农产品产地的优势，与
美团优选共享海南省各市县区域内
果蔬类资源，为美团优选长期提供火

龙果、哈密瓜、柚子、椰子、辣椒、玉
米、青瓜、西红柿、豆角和大蒜等优质
热带水果和应季农副产品，共同拉动
当地的消费、税收和就业等，助推海
南电商、物流行业及上下游企业更好
更快发展。

此次合作，双方将结合自身优势，
积极整合生产、流通、销售等各环节资
源，搭建线上产销衔接体系，逐步实现
以销定产，促进产品增效，农户增收。
同时，美团优选将通过用户消费习惯分
析、整合营销、流量运营等商业手段，协
助海垦农副贸易在全国布局零售产业，
为海南农产品提供一体化供应链解决
方案等服务，深度参与海南乡村振兴工
作，助力质量强琼和品牌强琼战略。

小小“菜篮子”，“装”着大民生。

一头连着城镇居民，一头连着农民群
体，守护好“两头”民生，流通环节是关
键。为保障大众蔬果及生活必需品的
供应充足，海南冬季瓜菜陆续迎来上
市高峰期后，美团优选与海垦农副贸
易启动“南菜北运”计划，在满足本地
居民购买需求同时，让海南农副产品
带着田间地头的新鲜奔向全国消费者
的餐桌。

截至目前，海垦农副贸易与美团
优选已合作外运各类海南冬季瓜菜超
过1000吨，未来还将在“南菜北运”及

“北菜南运”基础上建立深度合作机
制，根据海南当地季节化商品需求，提
供全国市场大数据供求分析，准确把
握价格形势，提出具体措施并构建双
向应急保供合作机制。

海垦农副贸易与美团优选“牵手”

守好市民“菜篮子”助力“南菜北运”

◀上接A01版

调优做强
产业发展生机显现

高高的槟榔树下，一丛丛绿油油的
斑斓叶映入眼帘，微风吹来，香气扑鼻。

“一年能收割五六茬，一斤卖2元到2.5
元左右，经济效益不错。”在万宁市北大
镇北大村，村民陈金妹在槟榔树下种植
斑斓叶，又多了一笔收入。

乡村振兴，关键在于产业振兴。去
年，我省深入开展乡村产业发展行动，从
提高品质、规模化发展、延长产业链等层
面，做大做强热带特色高效农业。

积极推动槟榔深加工产业发展；加
强椰子品种选育、推广种植，用好“零关
税”政策拓宽加工原料供应渠道；扩大橡
胶价格（收入）保险覆盖面，推进天然橡
胶产业集群发展……海南传统独具优势
的“三棵树”产业不断提质增效。

与此同时，我省大力发展热带水果、
冬季瓜菜、南药、花卉、南繁种业、水产和
特色养殖等特色高效产业，着力促进农
业产业基地（园）、规模以上农产品加工
企业等建设发展，持续做强文昌鸡、东山
羊、琼中绿橙、澄迈富硒产品等农业品

牌，引导渔民往岸上走、往深海走、往休
闲渔业走，促进渔业转型发展。

在文昌冯家湾现代化渔业产业
园，一栋栋水产养殖示范厂房拔地而
起。楼上厂房温度和光线可人工调
节，养殖池养着鱼虾螺等水产品。“这
里孵育的螺苗品质相比以前池塘养殖
更加稳定。”养殖户曾广能高兴地说，

“上楼”养殖给养殖户带来了实实在在
的效益提升。

如今，在海南各市县，令人耳目一
新的共享农庄项目层出不穷。“去年2
月试运营，目前已接待近 10 万名游
客。”定安香草田园共享农庄负责人陈
宝迪说，乡村游正在给农村发展带来新
的活力。

海南把发展休闲农业作为促进乡村
产业提质升级的重要方向，大力促进一
二三产融合发展。在2020年底全省建
成美丽乡村1561个、特色产业小镇45
个的基础上，2021年安排3亿元支持创
建10个特色产业小镇和100个美丽乡
村。目前，全省累计创建省级休闲农业
示范点101家、共享农庄创建试点200
家，投入经营的共享农庄共接待游客
221.3万人次，营业总收入8.5亿元，成
为乡村产业振兴的新亮点。

有“里”有“面”
乡村面貌日新月异

建起污水处理设施，恢复绿水环绕
的生态美景；修起乡土文化馆，助力乡风
更文明。不久前，文昌市会文镇凤会村
获评“全国乡村治理示范村”。村民说：

“我们的家园变得越来越美！”
乡村振兴是一项系统工程。去年，

我省大力实施乡村建设行动，做好村庄
规划编制、基础设施建设、人居环境整
治、公共服务供给等工作。

“多规合一”实用性村庄规划编制稳
步推进。全省完成村庄规划初步成果
2191个，应编尽编任务基本完成。

基础设施不断完善。我省安排
1.5亿元用于农村电网改造升级，重点
向五指山、临高、白沙等脱贫市县倾
斜。推进农村光网提质升级，全省城
乡实现光纤宽带、4G 网络全覆盖。
提升路网建设水平，创建 10条“美丽
农村路”示范路，实现所有建制村通
客车。

人居环境持续改善。全省城乡生活
垃圾无害化处理率达95%以上。行政
村污水处理设施覆盖率为54.17%，设施

正常运行率90%以上。累计建成农村
卫生厕所125.29万座，卫生厕所普及率
达98.8%。

“有这么先进的设备，许多病在村
里看就可以了。”村民夸赞道。在五指
山市毛阳镇毛栈村，村卫生室如今有了
雾化机、中医理疗设备、远程心电会诊
平台等。

加强农村医疗软硬件建设、实施义
务教育薄弱环节改善与能力提升工程、
完善统一的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
度、实施特困人员供养服务设施改造提
升工程……全省农村基本公共服务水平
正稳步提升。

与此同时，我省坚持完善乡村治理
体系，提升治理能力。2021 年全省
2533个行政村高质量完成村“两委”班
子换届选举，人员结构实现优化。大力
开展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加强农村法
治建设，开办乡村振兴电视夜校，提升农
民精神面貌。

截至目前，全省有 2个市县、2个
镇、20个村获评全国乡村治理示范县、
镇、村，建成 43个全国民主法治示范
村（社区）、276 个省级民主法治示范
村社区。

（本报海口1月8日讯）

乘势而上，“三农”展现新气象

1月8日，屯昌县中医医院新院区，医务人员在操作生化免疫流水线设备。当天，屯昌县
中医医院新院区正式落成并投入使用。该院集医疗、教学、科研、康复、保健、养生等功能于
一体，今后将交由海南省中医院托管。以省中医院托管为契机，屯昌县中医医院将加大人才
引进和人员培养力度，加强针灸科、康复医学科、骨外科、妇产科、儿科、重症医学科等重点学
科建设，提高医疗质量和服务水平。 文/本报记者 李梦瑶 图/本报记者 李天平

海口观澜湖供水工程
预计今年2月底全部完工

春节前完成
主体结构施工

本报海口1月8日讯（记者习霁
鸿 通讯员黎其伟 王鹏飞）海南日报
记者日前从海口市水务集团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海口市水务集团）获悉，海
口市观澜湖旅游度假区供水工程项目
（以下简称观澜湖供水工程）将于春节
前完成主体结构施工，预计今年2月
底全部完工。

据介绍，观澜湖供水工程总投资
3564万元，建设内容包括在羊山大道
和星影大道交叉口西南侧新建一座供
水加压泵站，清水池调蓄容积3125立
方米；在205乡道和羊山大道交叉口
西南侧新建一座供水加压泵站，清水
池调蓄容积3293立方米。

项目代建单位海口市水务集团海
口永卓项目管理咨询有限公司项目经
理许煜基介绍，由于该项目开工时间
临近年关，劳动力短缺，经该集团多方
协调，施工单位克服困难，通过适度提
高工资待遇、加强人文关怀等措施留
住工人，确保了项目顺利开工建设。

2022·新征程 新气象

屯昌县中医医院
新院区落成投用

◀上接A01版
毛万春对广大省政协委员过去一年的

认真履职、勤于奉献给予充分肯定并表示
感谢。他指出，2021年，广大省政协委员
围绕党政中心工作凝心汇智、献计出力，为

推动自贸港建设贡献了智慧和力量。新
的一年，希望政协委员加强学习，提升自
身素质，按照全国政协部署以及省委有
关要求，以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继续
在各条战线上扎实工作，取得新的成绩。

毛万春走访看望省政协委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