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根据中央统一部署袁省委宣
传部尧省文体厅尧省记协自即日
起袁受理新闻敲诈和假新闻的案
件线索举报遥 我们郑重承诺院严
守保密规定袁对重要线索一查到
底袁定期通报受理查处情况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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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报全媒体讯 渊椰网/海拔手机端
实习记者 王茹 摄影报道冤 7月 10日袁
美丽乡村建设情况专题调研暨 2018海
南环保世纪行活动的第二站在万宁市
拉开序幕遥 记者从现场了解到袁万宁市
副市长陈东海在万宁市美丽乡村建设
汇报座谈会上介绍袁近年来袁万宁市主
要从特色农业产业尧特色旅游产业方面
和红色教育尧 民宿等特色产业进行发
展遥尤其槟榔产业尧兴隆咖啡尧菠萝产业
都是万宁市美丽乡村建设及发展的重
要组成部分遥

会议指出袁目前万宁市美丽乡村建
设过程中存在的问题袁主要是垃圾处理
能力不足尧社会投资不足尧资金整合能
力不足及农业体系创新能力不足遥

在现场袁与会人员针对万宁市美丽
乡村建设的垃圾处理问题进行了深入
研讨袁建议从源头抓起袁做好垃圾分类
工作曰节约成本袁创新技术袁提高垃圾填

埋处理能力袁落实绿色发展理念遥
会后袁调研组一行来到万宁市在美

丽乡村建设过程中较为典型的三个村
庄袁分别是发展较好尧以槟榔业为主的
文渊村曰发展平稳尧红色主题村庄的大
石岭村及发展较慢尧以种植业为主的福
塘村遥

通过实地考察袁 调研组发现三个
村在建设发展过程中都存在不同的阻
力遥 文渊村村书记梁农居告诉记者袁村
里发展势头很足袁 特别是通过种植槟
榔尧 菠萝等热带农作物明显带动了经
济增长遥 同时梁书记也表示袁文渊村在
农村集体经济改革发展及带动旅游产
业发展方面还比较薄弱遥 在福塘村袁龙
滚镇镇长告诉记者袁 福塘村目前的发
展阻力在于社会及企业投资不足袁缺
乏资金袁许多项目都难以运转遥 而在大
石岭村袁 交通不便是其发展特色旅游
产业的主要问题遥

海南环保世纪行活动第二站走进万宁

特色农业及旅游业带动乡村发展

农贸市场与居民生活息息相
关袁曾几何时袁一度成了城市的卫
生死角袁广遭垢病遥 晴天尘土飞扬袁
雨天泥水满地袁野脏尧乱尧差冶的环境
与人民群众的期望存在较大差距遥
加快推进农贸市场升级改造是一件
大事袁 体现了政府坚持以人民为中
心的发展理念袁 顺应了人民提高生
活质量的强烈愿望袁也是提升城市
文明程度的重要一环遥 省委省政府
果断决策袁提出到 2020年进入小康
社会前袁 完成全省 404家老旧农贸
市场升级改造任务遥 目前袁在省尧市
渊县冤合力推动下袁已取得了一定成

效袁 累计完成了 171家升级改造任
务袁 改造面积达 50多万平方米袁投
入财政补助资金 2.6亿元袁 拉动社
会投资 2.8亿元以上遥 对于问题比
较集中袁 难点比较多的乡镇以下农
村地区农贸市场袁 推进改造的困难
大尧痛点多袁将实施 3年攻坚袁计划
用 3年时间袁倒排工期尧明确责任尧
集中攻坚遥 到 2020年袁全部完成全
省尚未改造的 233 家约 28.2 万平
方米老旧农贸市场升级改造遥
今后袁 我省将着力提升市场运

营管理水平袁 把运营管理贯穿于农
贸市场升级改造的整个过程遥 提升

市场运营管理水平袁 首要任务是做
好市场的卫生保洁工作遥 野保洁冶是
市场管理的基本要求袁 是人民群众
最关心的事情袁 也是市场管理水平
的直观反映遥 二是要解决好市场开
办者和经营户的自律问题遥 农贸市
场是农产品供应和食品安全的 野最
后一公里冶袁 经营户是 野最后一公
分冶遥这就要求强化市场开办者和经
营户的自律意识袁 加强经营户的诚
信教育和引导遥 政府部门要围绕实
现野价公示尧可追溯尧联成网冶的目
标袁设计一些星级评定载体袁研究市
场开办者准入与退出尧 经营户的进

场与退场尧经营户信用管理等措施袁
形成强有力的约束规范遥 三是要逐
步探索建立与农贸市场作为社会公
共服务基础设施重要组成部分的功
能定位相适应的运营管理体制袁规
范建设尧运营尧环境尧安全尧考核等方
面的标准遥 既要千方百计提高开办
者的自我管理水平袁 又要引进专业
化管理模式遥加大市场的托管力度袁
积极探索市场所有权和经营管理权
分离的委托管理模式袁 日常管理可
由开办者委托专业管理公司承担袁
统一管理模式尧制度和标准袁逐步解
决农贸市场管理水平不高等问题遥

一是坚持市县为主尧属地管理遥 农贸市
场升级改造工作实行属地管理袁 市县政府
负责具体组织实施袁各部门协调联动袁各方
支持配合袁稳步推进市场改造升级工作遥

二是坚持市场运作尧政府引导遥 市场升
级改造以市场主体为主袁所需资金按照野谁
投资尧谁收益尧谁改造冶的原则由市场开办
者自行解决袁 对在规定期限内完成改造升
级并经验收符合标准的袁 由政府给予一定
财政补贴奖励遥

三是坚持建管同步尧完善功能遥 依托现
有市场资源袁完善市场服务功能袁在加快市
场硬件设施改造的同时袁 注重抓好制度建
设袁规范场内经营管理袁提升市场保供尧稳
价尧绿色尧安全等公益性功能遥

海南将实施 3年攻坚计划 大力推进农贸市场升级改造 增强人民获得感

到2020年 升级 233家农贸市场

商报全媒体讯 渊椰网/海拔手机端实习记者 严格) 7
月 10日袁商报记者从省商务厅市场体系建设处获悉袁近
年来袁海南以党的十九大精神为指引袁围绕增强宏观调
控能力和民生保障能力袁优化市场布局袁改善市场环境袁
完善投资保障尧运营管理和政府监管机制袁强化保供尧稳
价尧安全尧环保等公益性功能袁构建与美好新海南相适应
的农产品市场体系袁努力营造卫生整洁尧功能完善尧食品
安全尧市场繁荣的良好消费环境袁大力推进农贸市场升
级改造工作遥

园区总经理邢日师向来宾介绍
了海商智谷园区的各项优惠政策尧
入驻园区企业的总体情况尧 园区在
科技创新和科技产业化促进方面做
出的努力和收获成效遥

程守学对园区的建设发展给
予了肯定袁 表示愿意协调工商尧税
务尧科技尧工信等部门倾听企业心
声袁创建更优的营商环境袁以及争
取更优的政策袁扶持企业和园区进
一步发展遥
谭华表示袁海南山青水秀袁海口

美兰区更是海口海岸线最长的城

区袁 具有得天独厚的自然和人文环
境袁美中不足之处是缺少创业企业袁
鼓励美兰区在招商引资尧 招商引智
上多下功夫袁筑巢引凤遥那么产业园
区就成为了政府的抓手尧 服务的配
套袁 可以解决企业落地最后一公里
的问题遥
海南建设自由贸易港袁 有很多

省外优质企业还是愿意将总部迁来
海南的袁 但是这些企业对落地政策
并不熟悉袁 如果海商智谷园区可以
为这些企业提供落地规划和政策咨
询袁就解决了落地最后一公里问题袁

可以成为企业落地海南的智囊袁政
府招商的参谋遥

谭华表示袁愿意发挥中国科技
产业化促进会在科技领域的影响
和号召力袁 同海口美兰区政府尧海
商智谷智慧产业园区探讨进一步
合作遥

中国科技产业化促进会是经
国家民政部批准设立的社会团体
法人袁成立于 2009 年 袁主要由从
事科技研究尧科技金融尧科技成果
转化袁以及致力于科技产业化发展
的企事业单位和个人自愿结成的

专业性尧全国性尧非营利性的社会
组织遥
海南海商智谷智慧产业园由国

际旅游岛商报社国有控股的海南海
商报业集团和海南惠企商务信息研
究所有限公司联合打造袁 园内主要
招商信息化尧智能制造尧电子商务尧
电子政务尧软科学研究尧文创产业尧
现代服务业尧其他创客入园遥
园区可为入驻企业提供免半年

场地租金尧媒体宣传尧创业辅导尧政
府推介尧政策申报尧融资对接等各项
优惠政策遥

中国科促会领导参观海商智谷智慧产业园区

争取更优惠政策 扶持企业园区发展

商报全媒体讯渊椰网/海拔手机端
记者 陈王凤冤 7月 10日袁海南省人民
政府发布叶2018第十届中国渊海南冤国
际海洋产业博览会总体方案曳遥
展会以 野筑梦海丝 共绘蓝图冶为

主题袁将于 9月 28日-30日在海南国
际会展中心 A尧B尧C馆渊海口市秀英区
滨海大道 258号冤举行遥

展馆分为野一带一路冶国际展区尧
海洋渔业展区尧海洋旅游展区尧海洋生
物医药展区尧海洋能源及化工展区尧海
洋交通展区和海洋科技尧 智慧海洋及
教育(军民融合)展区等共 7大展区袁总
面积约 3.3万㎡遥

全省民族运动会
20日在昌江举行

商报全媒体讯渊椰网/海拔手机端
记者 张萌 符雄助冤 7月 10 日上午袁
海南省第六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
会渊以下简称第六届全省民族运动会冤
新闻发布会在省政府新闻办新闻发布
厅举行遥
第六届全省民族运动会以 野团结

奋进新时代袁 山海黎乡竞风采冶 为主
题袁 定于 7月 20日至 26日在昌江黎
族自治县举行遥 本届民族运动会竞赛
项目共有 13 个大项 69 个小项 渊单
项冤遥 共设各单项比赛奖励名额 6个袁
其中袁一等奖 1名尧二等奖 2名尧三等
奖 3名曰 各代表团比赛总分奖励名额
6个袁 设团体一等奖 1名尧 二等奖 2
名尧三等奖 3名遥

海洋产业博览会
9月 28日开幕

商报全媒体讯(椰网/海拔手机客户端记者 郭尚) 7 月 7 日袁中国科技产业化促
进会秘书长谭华尧 海口市美兰区副区长程守学来到海南海商智谷智慧产业园区参
观指导袁在园区有关领导陪同下袁了解了园区的建设规划尧经营理念和发展模式袁并与
园区有关领导和入园企业就科技产业化促进进行了交流遥

农贸市场改造
基本原则

银海口灵山便民市场改造后袁焕然一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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