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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届三亚国际美食
嘉年华昨日开幕

三亚海鲜烹饪大赛
评出十大特色海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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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月 24 日下午，第七届三亚
国际美食嘉年华开幕，30 个单位
的选手参加三亚海鲜烹饪大赛。
评委们从 60 道海鲜菜品中评选出

“三亚十大特色海鲜”：芥末脆麻
虾、过桥龙牙石斑鱼、葵花鲜鱿、
银珠虾花、飘香三亚海胆、火焰香
焗青花母蟹、烤海南金线鱼、鸪茶
芒果螺汤、香辣蟹、椰香花螺。

看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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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亚传达学习2015年中央城市工作会议精神

结合三亚实际寻找最佳发展模式
全力做好“双修”“双城”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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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月 24 日上午，省委常委、市委书记张琦在鹿回头国宾馆会见全国政协委员、祥祺集团董事局主席陈红天。
本报记者 袁永东 摄

本报讯（记者 杨洋 通讯员 雷历轮）
如何做好 2016 年度党报党刊发行工作，通
过党报党刊发行，传播党和政府的声音，
传播先进文化，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吉阳
区再次一马当先，截至 12 月 23 日，全区已
超额完成市委下达的 2016 年度党报党刊
征订任务。其中，征订《三亚日报》3764
份，超额 125%完成计划任务，订报数量居
全市第一。

吉阳区委书记张蔚兰表示，《三亚日
报》是她每天必读的报纸，每次报纸上刊
登关于吉阳区的新闻，很快就能得到民众
的反馈。所以，她已经习惯在报纸上及时
传达区委、区政府的声音，同时也通过报

纸介绍区里的好经验、好方法。从《三亚
日报》可了解三亚经济建设、政治建设、
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的动
态，市民和游客通过《三亚日报》也可以了
解吉阳区新变化、新成就、新风貌。尤其
是 2015 年《三亚日报》的吉阳观察版，及
时、精准地传递了吉阳“好声音”。

吉阳区要求全区各级党政组织强化
政治意识、大局意识、责任意识和阵地意
识，巩固和扩大党的宣传阵地，把《三亚日
报》等党报党刊覆盖到所有党组织。张蔚
兰希望《三亚日报》2016 年度能够继续助
力吉阳，掌握好宣传工作的“主动权”，传
播吉阳“好声音”，树立吉阳“新形象”，为

共同打造“实力、活力、生态”吉阳提供强
有力的舆论支持。

据悉，在全市党报党刊发行工作会议
召开之前，吉阳区委宣传统战部就对往年
征订情况进行调查摸底，为全区客观准确
下达征订任务打好基础；对各单位征订任
务所需经费进行测算，确保经费优先足额
用于党报党刊征订，并为全区退休老干部
每人征订一份报纸。

在党报党刊征订工作中，吉阳区多措
并举：一是广泛宣传，提高认识。区委宣
传统战部下发了通知，将报刊征订任务分
配到机关各部门、36 个社区居（村）委会。
区里召开报刊征订工作会议，认真贯彻市

委党报党刊征订工作会议精神，对报刊征
订工作进行周密部署，大力宣传《人民日
报》、《海南日报》、《三亚日报》等党报党刊在
指导工作方面的重要作用，扩大订阅范围。

二是明确责任，措施到位。区委宣传
统战部详细制定任务分解明细表，落实征
订任务，分解征订指标，各社区居（村）委
会书记牵头做好党报党刊征订工作。

三是精心组织，加强指导。区委宣传
统战部指定专人，上门宣传，指导征订工
作，遇到困难，及时调度。在报刊征订前，
采取集定分送、电话预订和上门代订办理
等方式，详细登记征订人的联系电话、单
位地址、部门名称、邮编代号，方便投递。

多措并举超额完成党报党刊征订任务

吉阳区《三亚日报》征订量全市第一
征订3764份，超额125%完成市委下达的征订任务

12 月 24 日，三亚 110 千伏落笔
洞变电站正式通电投运，落笔洞
周边工商业、居民小区、大型地产
项目及三亚学院、海南热带海洋
学院师生生活与工作用电需求将
得到更好的保障。

三亚落笔洞变电站
正式通电投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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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特约记者 梁路 记者 陈
吉楚 见习记者 吴合庆）12 月 24 日，省
委常委、市委书记张琦在鹿回头国宾馆
会见以全国政协委员、同心俱乐部主席
陈红天为代表的深圳市企业家代表团，
双方就旅游、酒店、邮轮、金融、总部经
济、资金财富管理、热带高效农业等多
领域合作展开探讨与交流，寻求合作的
空间与平台。

张琦首先对深圳企业家代表团的
到来表示欢迎。他说，认识经济新常
态，适应经济新常态，引领经济新常态，
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落实省委、省
政府提出的“一个龙头、一张王牌”的发
展思路，是三亚未来抓好经济工作的重
心。这就需要积极推进三亚产业结构
调整和转型升级，培育发展新产业，加
快技术、产品、业态创新，拉长产业“短
板”，补齐软硬基础设施“短板”，构建科
学健康的产业链。三亚是中国著名的
热带滨海城市，旅游业经过 20 多年的
发展，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从建设国
际化热带滨海旅游精品城市的发展需
求来看，旅游产业面临着结构性调整。
未来三亚将从供给侧方面不断促进业
态的转型升级，推动旅游产品的调整升
级，打造旅游产品在吃住行游购娱全链
条上的升级版。在发展热带高效农业
方面，要走“农业＋旅游”之路，通过农
旅高度融合的形式，着重打造既不影响
农田，又不影响产业发展，能促进产业
升级，能创造出新的产业业态的农业项
目，促进农业产业结构转型调整。

张琦表示，当前，三亚正围绕建设
国际化热带滨海旅游精品城市、打造

“大三亚旅游经济圈”的目标，不断加快
完善基础设施建设，全力推进“双修”

“双城”试点工作，加快邮轮母港建设，
推进国际门户机场建设，开通三亚至海
口的西线环岛高铁。这些基础设施的
建成，将大大提高三亚在国际旅游方面
的综合竞争力。同时，随着三亚与法兰
克福、英国、俄罗斯及东南亚国家等国
际航线的开通，三亚与迈阿密邮轮产业

的合作，香港-越南-三亚的邮轮环行，
三亚与周边国家或地区城市的联系将
不断加强，有力地带动产业经济发展与
经济合作交流。同心俱乐部的成员都
是商界精英，是中国乃至世界的知名企
业家，希望陈红天主席及同心俱乐部企
业家多到三亚走走看看，为三亚的城市
建设、产业发展把把脉，出谋划策；更希
望同心俱乐部的企业家以战略的眼光，
在三亚投资创业，积极参与旅游业、高

效农业、酒店、金融、总部经济、资金财
富管理、互联网技术、教育、医疗、健康
等产业投资合作，推进三亚产业结构性
调整和转型升级，为三亚经济社会又好
又快发展贡献智慧。

陈红天代表深圳市企业家代表团
感谢三亚市委、市政府的接待。他说，
深圳市企业家代表团经过对三亚的实
地考察，认为三亚硬件设施建设已与国
际接轨，发展经济的思路也清晰坚定，

相信未来三亚一定会发展成为全世界
最好的旅游度假城市之一。回去后，同
心俱乐部的企业家要多多宣传三亚利
好的政策、良好的投资环境，并积极探
索、寻找搭建与三亚合作的空间与平
台，为深圳企业家在三亚的投资创业创
造条件。

市委常委、秘书长鲍剑，三亚市企
业家协会负责人参加会见。

张琦会见深圳市企业家代表团

共同探讨推进多领域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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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涯海角国际婚庆节
圆满落幕

12 月 24 日晚，作为 2015 三亚
目 的 地 婚 礼 博 览 会 的 重 要 活 动
——“2015 婚 尚 颁 奖 礼 暨 2016 婚
礼产业流行趋势发布会”在天涯
海角游览区浪漫呈现。市委副书
记、常务副市长岳进为“2015 三亚
婚 礼 产 业 杰 出 贡 献 个 人 奖 ”颁
奖。 至此，为期 3 天的 2015 第十
九届中国·三亚天涯海角国际婚
庆节圆满落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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