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叶实施意见曳提到袁我省将确保财
政投入持续增长遥 建立健全实施乡村
振兴战略财政投入保障制度袁公共财
政更大力度向野三农冶倾斜袁确保财政
投入与乡村振兴目标任务相适应遥 优
化财政供给结构袁加快建立涉农资金
统筹整合长效机制遥 规范地方政府举
债融资行为袁不得借乡村振兴之名违
法违规变相举债遥 实行涉农资金野大

专项+任务清单冶管理模式遥
拓宽资金筹集渠道遥 调整完善土

地出让收入使用范围袁进一步提高农
业农村投入比例遥 严格控制未利用地
开垦袁 集中力量推进高标准农田建
设遥 推广一事一议尧以奖代补等方式袁
鼓励农民对直接受益的乡村基础设
施建设投工投劳袁让农民更多参与建
设管护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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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袁 省交通运输厅将
开展十项重点工作院一尧加快补
齐交通基础设施短板袁提升全岛
路网密度和品质遥 二尧扎实推进
野四好农村路冶建设袁全力服务乡
村振兴战略遥 三尧加快推进现代
物流产业降本增效袁推动交通物
流业高质量发展遥 四尧加快推进
港口资源整合袁为国际航运枢纽
港建设夯实基础遥 五尧抓好继续
深化旅游客运改革尧推进公路管
养体制改革尧开展高速公路市场
化养护试点尧全力支持配合做好
港务公安管理体制改革这四项
重点改革袁进一步理顺交通运输
管理体制机制遥 六尧积极服务国
际化旅游品牌袁加快建设海上环
岛旅游的野黄金水道冶遥 七尧全程
推进交通生态文明建设袁提高交
通绿色发展水平遥 八尧坚持不懈
抓好安全生产袁确保行业平安和
谐稳定遥 九尧深入开展交通文明

大行动袁大力推进精神文明创建
活动遥 十尧全面加强党的领导保
持正确方向袁全面加强自身建设
增强干事创业能力遥

记者了解到袁2018年袁我省
公路水路计划投资 180亿元袁其
中公路 165亿元尧水路 15亿元遥
加快推进琼中至乐东尧万宁至洋
浦尧文昌至博鳌尧儋州至白沙尧五
指山至保亭至海棠湾等重要跨
区域干线的建设袁 力争 2018年
全省路网密度从 90.5 公里/百
平方公里增加到 100公里/百平
方公里袁赶上全国中上水平遥 加
快推进马村港等港口基础设施
及集疏运体系建设袁推进港口资
源整合和琼州海峡一体化发展袁
实现旅客和货物运输无缝连接遥
进一步完善和推进综合交通运
输枢纽建设袁推进海陆空运输方
式高效衔接袁确保海南交通运输
向好向快发展遥

同时袁今年计划完成农村公
路 野六大工程冶5000公里建设袁
完成投资 40亿元袁 力争年底率
先实现全省 100%具备条件的自
然村通硬化路目标遥完成年内新
增 120个建制村通客车任务袁早
日实现到 2020年具备条件的乡
镇和建制村通客车比例达到
100%目标遥
此外袁加快野四方五港冶转型

发展袁 实现港航业开放转型升
级遥继续推进琼州海峡港航一体
化进程袁加快秀英港滚装业务整
体搬迁至新海港区袁打造全国吞
吐能力最大和运行质量最优客
滚体系袁力争全省港口货物吞吐
总量增长 8.7%袁 实现突破 2亿
吨的目标遥
林东表示袁将全程推进交通

生态文明建设袁提高交通绿色发
展水平袁 把全省公路建成生态
路尧景观路尧旅游路尧致富路遥

海南今年投资165亿元修路 推进琼乐尧万洋尧文博尧儋白尧山海等高速路建设

把全省公路建成景观路旅游路致富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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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徐明锋冤 2月 9日上午袁海南省交
通运输厅召开 2018年全省交通运输工
作会议遥 商报记者从会上获悉袁从现在
到 2020年袁基本建成安全尧便捷尧高效尧
绿色的公路水路交通运输体系袁为我省
与全国同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袁加快建
设美好新海南做好服务尧当好先行遥

野回顾过去五年袁这是我省交通运输事
业发展史上袁项目最集中尧规模最大尧进度
最快尧效果最好的五年袁交通基础设施跨越
发展袁取得一批标志性成果遥 冶省交通运输
厅厅长林东说遥五年来袁全省公路水路共完
成投资 517亿元袁 公路通车总里程 3.07万
公里袁路网密度由 71.6公里/百平方公里提
高到 90.5公里/百平方公里遥 海口港区尧三
亚港区等一大批大型化尧 专业化码头相继
建成投入使用袁野四方五港冶格局基本形成遥
尤其是 2017年袁全省共完成公路水路

项目投资 181亿元袁超额完成年度计划袁新
增公路里程 2467公里尧10个万吨级泊位遥
全省在建高速公路总里程达到 465公里袁
总投资达 373亿元袁 创造了海南高速公路
建设的历史记录遥

全岛大联通
交通格局日趋完善

基本建成便捷、高效、绿色的运输体系

据了解袁我省交通运输工作
奋斗的主要目标是院 从现在到
2020年袁基本建成安全尧便捷尧
高效尧绿色的公路水路交通运输
体系袁为我省与全国同步全面建
成小康社会袁加快建设美好新海

南做好服务尧当好先行遥
到 2035年袁 基本建成安全

便捷尧经济高效尧绿色智慧尧开放
融合的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
系袁为我省经济社会发展主要指
标达到全国先进水平袁与全国同

步基本实现现代化袁实现美好新
海南 野三大愿景冶 发挥支撑作
用曰力争到本世纪中叶袁海南交
通运输成为交通强国尧 海洋强
国尧乡村振兴尧生态文明建设的
展示前沿遥

我省公路水路计划投资 180亿元

省委省政府发布乡村振兴战略实施意见

2050年全面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

叶实施意见曳明确袁到 2020年袁海
南乡村振兴取得重要进展袁制度框架
和政策体系基本形成遥 农业综合生产
能力稳步增强袁农业供给质量明显提
高袁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水平进
一步提升曰 农民增收渠道进一步拓
宽袁 城乡居民生活水平差距持续缩
小曰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
贫袁贫困市县全部摘帽尧贫困村全部
退出曰农村野五网冶基础设施提档升
级袁农村人居环境明显改善袁美丽海
南野百镇千村冶基本建成袁文明生态
村创建实现全覆盖曰 全国生态循环
农业示范省建设取得重大突破袁农村
生态环境明显好转袁农业生态服务能
力进一步提高曰以党组织为核心的农

村基层组织建设进一步加强袁野一核
两委一会冶 乡村治理机制进一步完
善曰党的农村工作领导体制机制进一
步健全遥

到 2035年袁 海南乡村振兴取得
决定性进展袁农业农村现代化基本实
现遥 农业结构得到根本性改善袁农民
就业质量显著提高曰城乡基本公共服
务均等化基本实现袁城乡融合发展体
制机制更加健全曰美丽宜居宜业宜游
乡村基本实现袁农村生态文明建设走
在全国前列遥

到 2050年袁海南乡村全面振兴袁
野产业兴旺尧生态宜居尧乡风文明尧治
理有效尧生活富裕冶的总要求得到全
面落实袁农业农村现代化全面实现遥

根据叶实施意见曳袁海南将通过一
系列具体措施推进海南乡村振兴战
略的实施遥 走质量兴农之路袁培育农
村产业兴旺新动能遥强化农业生产能
力基础建设遥 严守耕地红线袁全面落
实永久基本农田特殊保护制度袁加快
划定和建设水稻生产功能区和天然
橡胶生产保护区袁完善支持政策遥 实
施农业节水行动袁加快灌区续建配套
与现代化改造袁强力推进小型农田水
利设施达标提质袁建设一批重大高效
节水灌溉工程袁 完善运行管护机制袁
解决农田灌溉野最后一公里冶问题遥深
入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袁制定
和实施海南质量兴农战略规划袁建立

健全质量兴农评价体系尧 政策体系尧
工作体系和考核体系遥 建设好野五基
地一区冶袁 推进特色农产品优势区创
建遥 实施产业兴村强县行动袁推行标
准化生产袁 培育推广农产品品牌袁保
护地理标志农产品袁 打造一村一品尧
一县一业发展新格局袁共同打响绿色
优质安全尧具有鲜明热带特色的海南
农产品品牌遥建立产学研融合的农业
科技创新联盟袁 加强农业绿色生态尧
提质增效技术研发应用遥实施食品安
全战略袁完善农产品质量和食品安全
标准体系袁加强农业投入品和农产品
质量安全追溯体系建设袁健全农产品
质量和食品安全监管体制袁重点提高

基层监管能力遥
我省还将以野共享农庄冶为抓手

推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遥大力
发展乡村共享经济尧创意农业尧特色
文化产业袁开发农业多种功能袁延长
产业链尧提升价值链尧完善利益链袁通
过保底分红尧股份合作尧利润返还等
多种形式袁让农民合理分享全产业链
增值收益遥鼓励支持各类市场主体创
新发展基于互联网的新型农业产业
模式袁探索与推行野共享农庄冶等模
式袁打造海南乡村振兴的新载体遥 通
过发展野共享农庄冶袁实现农民增收尧
农业增效尧农村增美遥

根据叶实施意见曳袁我省将汇集全
社会力量袁 强化乡村振兴人才保障遥
全面建立职业农民制度袁完善配套政
策体系遥 实施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工
程袁支持新型职业农民通过弹性学制
参加中高等农业职业教育遥在农业类
中等职业学校继续办好 野农民中专
班冶遥创新培训机制袁支持农民专业合
作社尧专业技术协会尧龙头企业等主
体承担培训遥引导符合条件的新型职
业农民参加城镇职工养老尧医疗等社
会保障制度遥鼓励各地开展职业农民
职称评定试点遥
加强农村专业人才队伍建设遥建

立县域专业人才统筹使用制度袁提高

农村专业人才服务保障能力遥推动人
才管理职能部门简政放权袁保障和落
实基层用人主体自主权遥推行乡村教
师 野县管校聘冶遥 实施好少数民族地
区尧贫困地区和革命老区人才支持计
划遥 继续实施野三支一扶冶尧特岗教师
计划和乡村教师定向培养计划等遥组
织实施高校毕业生基层成长计划袁引
导和鼓励高校毕业生到基层工作遥扶
持培养一批农业职业经理人尧 经纪
人尧乡村工匠尧非遗传承人等遥
发挥科技人才支撑作用遥 全面建

立高等院校尧 科研院所等事业单位专
业技术人员到乡村和企业挂
职尧 兼职和离岗创新创业制

度袁保障其在职称评定尧工资福利尧社
会保障等方面的权益遥建立高等院校尧
科研院所与市县政府共建热带特色高
效农业示范市县尧示范乡镇的机制遥
鼓励社会各界投身乡村建设遥建

立有效激励机制袁 以乡情乡愁为纽
带袁吸引支持企业家尧党政干部尧专家
学者尧医生教师尧规划师尧建筑师尧律
师尧技能人才等袁通过下乡担任志愿
者尧投资兴业尧包村包项目尧行医办
学尧捐资捐物尧法律服务等方式服务
乡村振兴事业遥 研究制定管理办法袁
允许符合要求的公职人员回乡任职遥

吸引更多人才投身现代农
业袁培育造就新农民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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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记者 符雄助冤 现代声光影营造喜
庆氛围袁 海陆空立体化设置表演元
素袁2月 9日晚上袁央视狗年春晚海南
分会场演出进行了首次带妆全要素
联排遥 此次分会场演出除个别节目
外袁大部分演出由海南本地文艺院团
担纲袁近千名海南演员以最佳状态参
加此次联排遥
据悉袁 此次央视狗年春晚海南分

会场演出预计有 8分钟袁 来自省歌舞
团尧省民族歌舞团尧三亚市歌舞剧院尧
海南大学尧海南师范大学尧海南热带海
洋学院尧三亚学院尧海南中学尧省文化
艺术学校尧海口市琼山中学尧天涯小学
等近千名演员参演袁将呈现舞蹈尧器乐
表演等精彩演出遥
记者在联排现场看到袁 具有浓郁

海南风情的千人竹竿舞颇为壮观袁演
员们身着具有设计感的黎族尧 苗族服
饰袁 海南少数民族风情被淋漓尽致地
展现出来遥除了竹竿舞尧斗笠舞袁叶万泉
河水清又清曳叶请到天涯海角来曳 等多
首家喻户晓的海南歌曲也将在春晚舞
台上响起遥

野首次全要素联排非常重要袁我们
的演员从今天下午两点开始换装尧化
妆袁 全力以赴在此次联排中呈现完美
状态遥 冶省歌舞团副团长陈仁华说遥

野这是我们第一次参加央视除
夕春晚袁 希望可以把最佳的一面展
示给观众袁 把家乡最美的一面带给
电视机前的观众遥 冶省歌舞团演员邢
家宝说遥
此次分会场演出也云集多位国内

著名歌手袁 将联袂为海南分会场演唱
一曲凸显海洋特色尧 彰显乘风破浪精
神的歌曲曰 来自国内外的钢琴家也将
演奏一曲饱含海上丝路韵味的乐曲遥

央视春晚海南分会场
首次带妆全要素联排

我省队伍全力
呈现最佳效果

过去五年

2018年

今后三年

广开投融资渠道 强化乡村振兴投入保障

到 2050年全面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

试点农民职称评定 培育新型职业农民

转变农业增收方式 走质量兴农之路商报全媒体讯渊椰网/海拔手机端记者 肖卫香冤 近日袁中共海南省
委省政府关于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意见渊以下简称叶实施意见曳冤发布袁
叶实施意见曳强调了关于乡村振兴的目标任务袁我省将全面落实野产业
兴旺尧生态宜居尧乡风文明尧治理有效尧生活富裕冶的总要求袁到 2050年
全面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