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商报讯渊记者 蔡磊冤为进一步
完善我省渔港投资建设机制袁 推动
我省渔港建设袁 省政府办公厅日前
发布 叶海南省渔港投资建设管理办
法曳渊以下简称叶办法曳冤袁提出渔港包
括公益性设施和经营性设施两个部
分袁 渔港公益性设施投资建设坚持
由政府投资袁 所在地市县人民政府
主导建设袁 形成的资产属于国有资
产遥渔港经营性设施建设实行野谁投
资尧谁受益冶的原则袁由所在的市县
人民政府按照渔港总体规划组织招
商引资袁吸引社会资本建设遥

该叶办法曳所称渔港是指为渔业
生产服务和供渔业船舶停泊尧避风尧
装卸渔获物和补充渔需物资的人工
港口和自然港湾遥 适用于我省行政

管辖区域内渔港投资建设遥
要求渔港建设必须符合全省渔

港布局规划和渔港总体规划遥同时袁
渔港总体规划不仅要体现渔船停
泊尧避风尧补给尧交易尧加工等生产功
能袁还应与休闲尧娱乐尧消费等旅游
元素结合袁 提升渔港的综合功能和
建设水平遥

根据该叶办法曳内容袁渔港包括
公益性设施和经营性设施两个部
分遥 渔港公益性设施投资建设坚持
野政府主导尧规划先行尧财政投入尧行
业主管部门监督实施冶的原则袁由政
府投资袁 所在地市县人民政府主导
建设袁形成的资产属于国有资产遥而
渔港内的供冰尧供油尧船舶维修尧水
产品交易市场尧渔获物加工尧休闲旅

游等经营性设施建设实行野谁投资尧
谁受益冶的原则袁由所在的市县人民
政府按照渔港总体规划组织招商引
资袁吸引社会资本建设遥

根据该叶办法曳袁渔港建设项目
由发展改革部门和渔业部门负责审
批遥 中央投资的渔港项目由省级发
展改革部门审批项目建议书尧 可行
性研究报告袁 省级渔业部门审批项
目初步设计和概算遥 省级和市县财
政投资建设的渔港项目袁 由各级发
展改革部门审批遥
对不涉及国家安全和国家机密

的非经营性政府投资渔港项目袁原
则上应实行代理建设制度袁即野代建
制冶袁通过招标等方式选择具备工程
项目管理资质的工程咨询机构袁作

为项目管理单位袁 负责组织项目的
建设实施遥

实行代建制的项目袁 项目代建
单位应与项目建设单位签订代建合
同袁明确代建项目相关工作的范围尧
形式尧双方的权利和义务尧奖罚办法
等法律关系袁 确保项目执行严格遵
循投资概算尧 质量标准和建设工期
等要求袁 在项目竣工验收后交付项
目建设单位遥

叶办法曳规定袁渔港建设必须按
照国家基本建设项目管理要求袁认
真执行基本建设程序袁 履行项目建
设野四制冶院法人责任制度尧招投标制
度尧工程监理制度和合同制度遥各级
渔业部门对政府投资的渔港项目建
设进行监督检查和业务指导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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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计划袁长征七号遥一火箭
将于 缘月中旬运抵海南发射场袁
并按既定程序开展相应测试工
作袁预计 远月下旬实施发射遥 这
次发射是载人航天工程空间实
验室阶段 源 次飞行任务的开局
之战袁也是我国新建成的海南发
射场首次执行发射任务遥

长征七号是我国载人航天
工程为发射货运飞船而全新研
制的运载火箭遥 这是我国新一代
中型运载火箭的基本型号袁采用

了液氧煤油发动机等新技术袁近
地轨道运载能力 员猿援缘吨袁也可用
于发射人造卫星等其他载荷遥

长征七号运载火箭于 圆园员员
年 员月立项启动研制袁 目前已全
面完成各项研制和地面试验任
务袁 具备进行发射飞行验证的条
件遥 这次发射的主要目的是全面
验证火箭设计的正确性和各项性
能指标袁 同时搭载了国内相关科
研机构的有效载荷袁 开展空间技
术试验遥

长征七号遥一火箭运往海南发射场
预计 远月下旬实施发射

商报讯 渊记者 蔡磊冤5月 8日上
午袁省长刘赐贵赴文昌清澜港调研渔
港码头建设情况袁现场办公协调解决
问题袁要求科学布局袁结合特色产业
小镇和发展旅游业袁统筹协调袁加快
推进中心渔港建设遥

刘赐贵实地查看了清澜港渔业
码头建设工地袁 了解了文昌清澜尧儋

州白马井尧三亚崖州 3个渔港及大型
渔船专用码头的规划建设情况遥 野遇
到什么困难袁 需要政府提供什么帮
助钥 冶刘赐贵详细询问有关项目负责
人袁现场帮助解决存在的问题袁并嘱
咐要结合休闲渔业发展和渔业风情
小镇建设袁精心规划设计袁尽快开工
建设袁使宝贵的岸线资源体现出应有

的价值遥
在随后召开的座谈会上袁刘赐贵

听取了有关市县尧部门和建设单位的
工作汇报袁对相关单位前期所做的大
量工作予以肯定袁对当前存在的问题
进行深入研究袁明确了责任单位和时
间表遥

刘赐贵强调袁省委尧省政府高度

重视专业渔港建设工作袁各有关市县
和单位都要进一步统一思想尧提高认
识袁全力以赴做好渔港建设遥 要在保
证质量的前提下袁确保按预定时间节
点完成各项建设工作袁逐个明确各单
位的具体责任袁逐项倒排工期袁实事
求是尧 依法依规逐个解决遇到的问
题袁把各项工作加快向前推进遥 要科

学规划布局袁将渔港周边的建设与特
色产业小镇和旅游业发展充分结合
起来袁合理安排休闲渔业等旅游基础
设施袁合理融入开放尧休闲等旅游元
素袁最大限度发挥渔港功能袁精心打
造成新的景点遥

副省长陆俊华尧省政府秘书长陆
志远参加调研遥

刘赐贵调研渔港码头建设时指出

中心渔港建设要与特色产业小镇
与旅游业统筹开发推进

省政府办公厅发布叶海南省渔港投资建设管理办法曳

渔港经营性设施可吸引社会资本建设
商报讯 渊实习记者 乔建华 通讯

员 林玥冤国际旅游岛商报记者从省检
察院获悉袁 全省检察机关自去年 7月
下旬启动野绿色宝岛窑生态检察冶专项
工作以来袁截至今年 3月底袁已立案侦
查生态环境保护领域的职务犯罪 28
件 36人袁批准逮捕破坏生态环境资源
的刑事犯罪 184件 249人袁 生态检察
效果明显遥
近日袁定安尧琼中检察院及时介入

两起当地有重大影响尧 群众反映强烈
的非法采矿破坏环境资源案件袁 成功
立案查处了背后隐藏的渎职贿赂职务
犯罪案件 3件 3人遥
在琼中县中平镇稀土资源被大肆

盗采事件中袁 该县国土环境资源监察
大队原副大队长王某东涉嫌玩忽职守
罪被立案侦查遥

生态检察工作有成效

破坏生态环境资源
249人被批准逮捕

据央视客户端 8日袁我国新一代运载火箭长征七号的首飞箭从天津港启程袁运往
海南发射场执行发射任务遥 长征七号是我国载人航天工程为发射货运飞船而全新研
制的运载火箭袁也是我国新一代中型运载火箭的基本型号袁采用了液氧煤油发动机等
新技术遥 本次发射的主要目的袁是全面验证火箭设计的正确性和各项性能指标遥 同时
搭载了国内相关科研机构的有效载荷袁开展空间技术试验遥

关于长征七号发射 你想知道的几件事

火箭“防水”下雨发射不耽误

银火箭运抵天津码头进行吊装工作

现役中国长征火箭发射袁选
择窗口时都会专门避开雷雨天袁
而长征七号这样的新一代运载
火箭袁则能在雨中发射遥 这是因

为海南发射场气候潮湿多变袁全
年降水量很大袁 而且湿度很高袁
长征七号的燃料中有液态氧袁它
的温度是-183益袁因此表面会出

现水蒸气凝结的现象遥
所以袁 长征七号专门进行

了野防水冶设计袁可以实现中雨
条件下的正常发射遥

下雨发射不耽误

以往长征火箭发射前袁会
在几个小时前开始加注袁而长
征七号经过专门的设计和演
练袁它的液氧和煤油推进剂组

合虽然属于低温燃料袁但是可
以安全停放 24 个小时袁 这使
得它可以灵活应对多种发射
需求袁而且在发射前程序最为

复杂的阶段袁 减少了工作量袁
可以为成功发射争取更多有
利时间袁提高可靠性遥

提前加注不紧张

长征七号火箭发射点火的
刹那袁温度会高达 2800益袁和过
去主要起支撑作用的钢制发射

平台不同袁 海南文昌发射场使
用的新一代发射平台里面装载
着仪器设备袁 而且也需要多次

使用袁 所以专门采用喷水降温
和涂特种防护涂层等方式袁使
它不怕被高温摧毁遥

发射平台不怕烧

据新华社电 记者从中国载人航天工
程办公室获悉袁 长征七号遥一火箭 愿日
从天津运往海南发射场执行发射任务遥

虽然长征七号火箭起飞重
量接近 600吨袁 其实这里面钢
筋铁骨的结构和设备占重量比

例很小袁只有 10%左右袁大部分
都是燃料遥 作为卫星等航天器
前往太空的 野专车冶袁野专车冶自

身重量越低袁燃料越充足袁能够
运送的野乘客冶也就越多遥

体重大多是燃料

海南文昌发射场的地面
风非常常见和多变袁相比于酒
泉卫星发射中心大戈壁上每
秒 9 米左右的风速袁文昌发射

场的风速经常达到每秒 20
米袁为了能够保证火箭时刻都
站得住站得稳袁设计人员专门
为它设计了防风减载装置袁可

以在 8 级大风的情况下进行
垂直转运袁抗风能力为目前长
征家族之最遥

抗风设计站得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