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6年3月1日 星期二
值班编委：黎良图 值班主任：何 兴 值班校对：尹仲原 3城事乡情

本报讯（记者 杨 洋）2 月 29 日，历
经一天半的吉阳区一届人大三次会议
圆满完成各项议程，在市委党校会议中
心闭幕。吉阳区委书记张蔚兰在会上
号召，面对新形势、新任务，需要近 26
万吉阳人民团结一心、群策群力、共谋
发展；需要区三套班子同心同德、步调
一致、奋力开拓；需要全区干部职工凝
心聚力、攻坚克难、再创佳绩。

会议由吉阳区人大常委会主任柯
俊标主持。

会议表决通过了《关于三亚市吉阳
区政府工作报告的决议》，通过了《关于
三亚市吉阳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
十三个五年规划纲》、《关于三亚市吉阳

区 2015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
行情况与 2016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
计划的决议》、《关于三亚市吉阳区 2015
年预算执行情况和 2016 年预算草案报
告》、《关于三亚市吉阳区第一届人民代
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的决议》。

吉阳区委书记张蔚兰表示，此次会
议是一次团结鼓劲、催人奋进的大会。
撤镇设区以来一年多，在区委的正确领
导下，区人大及其常委会紧紧围绕全区
中心工作，依法依程序认真履行职责，
不断加强法律监督和工作监督，有力推
动了全区重大决策部署的贯彻落实。

2016 年是“十三五”规划的开局之
年，是建设“实力 活力 魅力”新吉阳的

关键之年。如期实现“十三五”规划各
项奋斗目标，提升人民生活幸福指数，
是区委区政府肩负着的重要使命，更是
全区人民的殷切期待。

全体人大代表立足本职岗位，忠实
履行代表职责，密切联系群众，积极建
言献策，为吉阳区经济社会平稳较快发
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始终坚持人大工
作在党委的领导下卓有成效地推进，坚
持服务发展大局，不断推动人大工作创
新和发展，坚持加强自身建设，不断提
升人大工作能力和水平，要认真践行

“三严三实”，深入开展“学党章党规、学
系列讲话，做合格党员”的“两学一做”
学习教育，打造政治强、正气足、敢担

当、有作为的领导班子和干部队伍。此
外，区人大还要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紧
扣中心工作，把调查研究贯穿于人大依
法履职的全过程，将调研成果运用到工
作中，运用到解决问题上，运用到改善
民生上。要坚持求真务实之风，开展监
督工作要明确重点，了解和掌握真实情
况，提出切实可行的意见和建议；要坚
定群众立场，落实基层联系点制度，关
注困难群众和弱势群体的疾苦。做好
群众来信来访工作，提高服务质量；要
通过摸实情、谋实招、办实事、求实效、
抓落实，把工作做实做细做精，使人大
工作深深植根于人民群众之中。

吉阳区一届人大三次会议闭幕

做实做细做精吉阳好文章
建设实力活力魅力新吉阳

本报讯（记者 周才源 通讯员 张亚）
受冷空气影响，持续了近一周的降温，阴
雨天气终于在上周末画上了句号。2 月
29 日，记者从气象部门获悉，预计本周我
省降水较少，气温适宜，后期全岛最高气
温可达 25℃以上。

省气象台预计，陆地方面，3 月 2 日至
6 日，受东到东南气流影响，全岛多云，北
部、中部和东部地区早晚多雾；气温逐日
小幅回升，6 日最高气温西部和南部地区
可升至 27～30℃，其余地区 24～26℃。

海洋方面，从今日至 3 月 2 日，本岛东
部海面，西沙、中沙和南沙群岛附近海面
风力 5～6 级、阵风 7 级；其余海区风力 5
级、阵风 6 级，其中 3 月 2 日，琼州海峡早
晚有雾。3 月 3 日至 6 日，各预报海区风
力 5 级、阵风 6 级。

本报讯（见习记者邓铭瑶 通讯员李光
雪）爱美之心，人皆有之，而且女人天生就爱
玫瑰花。2 月 27 日上午，三亚海棠湾汇智社
会工作服务社妇女领域社工在林旺南风情
小镇办公大楼儿童活动室开启了“爱美之
心”丝网花兴趣工作坊第一课。

为了让林旺南风情小镇妇女体验动手
制作丝网花的乐趣，丰富她们的文化娱乐生
活，创造居民互动的平台，社工服务社举办
了此次“爱美之心”手工艺活动，并受到安置
区内妇女群体的极大欢迎。

此次手工艺活动教学的是酒杯玫瑰，活
动现场，参与者学得异常认真，其中黎女士
是第一次学习丝网花，在社工的指导下很快
就掌握了制作丝网花的技巧，并且还协助社
工教其他的参与者。学习结束后，参与者纷
纷拿起自己的成果拍照留念。

本报讯（记者 林志猛）“这个羊角密
口感好，味道香又甜！”2 月 29 日，在吉阳
区的新村田洋里举行的 2015-2016 年瓜果
菜新品种展示会新品种品尝环节时，一种
刚培育出来的新型哈密瓜——羊角密，被
农户众口一词地称赞。当天的展示会汇
集了全国各地近 400 个瓜果菜新品种，与
种植户零距离接触，让种植户实地了解技
术转化成果，体验瓜果菜新品种的优势。

据了解，三亚作为全国冬季“天然大
温室”和国家南繁育种基地，每年全国南
繁科研单位都相继在三亚推出瓜果菜新
品种、新技术，让种植户们更多更好地选
择不同的瓜果菜品种。同时科研单位还
综合新品种的产量、抗病性、成熟度等多
因素，再与现有的品种进行对比，将更大
规模地推广这些新品种的栽培与示范，切
实帮助农民增收增产。

记者注意到，在现场品尝环节，几张
桌子上摆放着西瓜、哈密瓜、圣女果、豇
豆、茄子等瓜果菜，市南繁院的工作人员
已将 10 个不同品种的哈密瓜、西瓜切开
让参会的种植户一一品尝，使他们更好地
了解新品种的口感，以便选择今明年的瓜
果菜种植品种。

而在观赏区的瓜果菜种植大棚里，主
要 种 植 着 三 亚 常 见 的 豇 豆 、茄 子 、圣 女
果、青瓜等瓜果菜，都是高抗病性、产量
高的新品种。在甜瓜大棚里则种植着各
式各样的哈密瓜品种，有黄皮、绿皮还有
白皮的，种植户仔细对比着哈密瓜植株的
叶子、果实长相、个头，不少种植户还拿
出手机拍下照片。

一位来自崖州区种植大户陈先生告
诉记者：“坡田洋龙豆（四角豆）让我有

‘心动’的感觉，我已与科研单位取得联
系，今年将种植 20 亩坡田洋龙豆。”

市南繁院副院长柯用春说，举办瓜果
菜新品种展示，目的是汇集优势新品种与
种植新技术，加快瓜菜新品种推广速度和
优势瓜菜产业的发展，更好地发挥新品种
在农业生产中的作用，让更多的老百姓了
解、运用到农业生产中，促进农民增收致
富，同时为南繁育（制）种单位和种植户
搭建信息交流的平台，建立联系互动的桥
梁。

本报讯（记者 汪慧珊）低空旅
游是一项深受欢迎和时尚的体验
式观光旅游新方式。2 月 29 日上
午，蜈支洲岛举行直升机游览项目
首航仪式。伴随着一阵轰鸣声，一
架罗宾逊 R44-2 直升机在蜈支洲
岛夏季码头处拔地而起，这标志着
三亚蜈支洲岛旅游区与北京首航
直升机有限公司共同开启的蜈支
洲岛直升机低空环岛游项目就此
启航。

北京首航直升机股份有限公司
相关负责人在剪彩仪式上表示，首
航直升机将与蜈支洲岛旅游区整
合双方优势资源，充分开拓三亚空
中旅游市场，开展蜈支洲岛环岛游
服务，为民众绿色旅游和快速、环
保出行进行积极探索与尝试，让其

随时随地感受到直升机观光的最
大乐趣及便利，让蜈支洲岛直升机
空中游览成为三亚旅游业的一张
优质名片。

据介绍，本次首航开启的直升
机为罗宾逊 R44-2 型号，其启航后
以 巡 航 速 度 100 节 ，高 度 升 行 限
4200 米，每次可载客三名，满油状
态下可飞 3 小时 20 分钟，飞行距离
600 公里，体验价格为 880 元/10 分
钟/位。“乘坐直升机俯瞰整个海棠
湾及蜈支洲小岛，将绝佳景色尽收
眼底，而蜈支洲岛标志性建筑情人
岛、情人桥、观日岩等建筑也随着
飞机的航行渐次映入眼帘。直升
机环岛游项目从海上视角将蜈支
洲岛山海相依、富有层次和变化的
景色尽收眼底。”首批前来体验的

游客陈先生对此赞不绝口。
“本次首航直升机在蜈支洲岛

试飞，是强强联合的盛举。”蜈支洲
岛相关负责人说，近年来，蜈支洲
岛 不 断 在 发 展“ 高 品 质 ”和“ 高 品
位”品牌景区道路上稳步前行，如
电影《私人订制》的取景拍摄和奥
迪 Q7 发布会的举办。他表示，蜈
支洲岛与首航直升机合作，标志着
蜈支洲岛景区在开展项目上走专
业化、国际化道路，是空中观光旅游
和景区项目开展的完美结合。蜈支
洲岛直升机空中游览与景区摩托艇
环岛、电瓶车环岛等娱乐项目一起
构成“海陆空三体合一”立体式环岛
游览观光，给前来观光和度假的旅
游者带来动感时尚的休闲体验，更
满足了多样化的市场需求。

本报讯（记者 汪慧珊）2 月 28 日，在三
亚西岛景区刮起一阵热辣的“快闪”旋风，来
自俄罗斯、乌克兰的 20 多名比基尼美女和
帅哥组成的“快闪族”瞬间“横空出世”，在
西岛洁白的沙滩上用火辣热舞的方式宣扬

“文明旅游，不乱扔垃圾”。活动引来众多游
客围观，场面热闹非凡。

活动当天中午，一名身材高挑的外籍比
基尼美女突然走向一位男性游客，将其身旁
的垃圾捡起放进垃圾桶里。随后，音响中传
出一阵快节奏的音乐，一群比基尼美女和帅
哥突然从分散的人群中汇集在一起，同西岛
保洁员阿姨一起用扫帚跳起欢快的舞蹈，用
青春和激情吸引着附近的游客，紧接着比基
尼美女高举“文明旅行”的横幅，两个帅哥举
出“举止文明”“不乱丢垃圾”的标语。舞蹈
吸引众多游客驻足观看，他们纷纷加入其
中，场面十分火爆。

据了解，本次活动意在用快闪等流行元
素，向社会宣扬“文明旅行，海洋环保”。景
区工作人员表示，三亚西岛景区将会一直致
力于环保事业，定期组织有关海洋环保的公
益活动，为保护海洋环境作出贡献。

本报讯（记者 吴英模）2 月 28 日下
午，中国西部牦牛产业集团红原牦牛乳业
产品推介会在三亚举行，50 余名经销商
当场签定产品销售合同，意味着不久的将
来，三亚乃至海南人民将可以喝到来自雪
域高原的高品质珍稀牦牛奶。

“牦牛是生长在地球之巅的高寒、无
任何污染环境的独特野生原始珍稀动物，
饮用海拔 5000 米冰川泉水，具有超强的
免 疫 能 力 ，终 身 不 打 针 吃 药 ，无 抗 生 素
……”推介会现场，国家食品与营养咨询
委员会专家详细介绍了红原牦牛乳业产
品营养价值和特点。据悉，全世界仅有的
1700 万头牦牛中，真正可供采集牦牛奶的
哺乳期牦牛不足 100 万头，加上受自然环
境制约，牦牛每年只在 6 至 10 月受孕产
奶，每头牦牛每天平均产奶量仅为 1.5 公
斤，为普通奶牛的 1/35，可以说牦牛奶是
最为珍贵的纯天然奶源。

据介绍，本次推介的红原牦牛乳制品
是纯天然即零污染、零添加、零激素、零
药残的“四零”产品，该产品走进三亚，对
三亚开发生产纯天然牦牛乳制品，加快奶
制品产业化进程具有促进作用。

据介绍，红原牦牛乳业是 1956 年由贡
唐仓.丹贝旺旭活佛倡导兴建，距今已有
60 多年的历史。现在，红原牦牛乳业拟
建设覆盖四川、西藏、青海、甘肃的全球
最大“牦牛产业经济走廊”，未来 3 至 5 年
内，将规划铺设 300 个移动取奶平台。

瓜果菜新品种展示会举行

近400个瓜果菜新品种
亮相田间地头

高品质牦牛奶
将进入海南市场

本周我省降水较少
后期全岛最高温可达25℃以上

蜈支洲岛开启低空环岛观光项目

乘首航直升机赏海岛美景，爽！

外籍美女帅哥亮相西岛
热舞宣扬文明旅游

从直升机上俯瞰蜈支洲岛。本报记者 汪慧珊 摄.社工进社区
开展手工艺活动

本报讯（记者 黄世锋 见习记者 邓
铭瑶 实习生 周琦）2 月 29 日下午，天涯
区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开
幕。天涯区委书记张可在会上表示，
2016 年是落实“十三五”规划的开局之
年，也是建设“精美天涯”的攻坚之年，
天涯区将全面落实中央、省、市的决策
部署，紧紧围绕海南建设“国际旅游岛”
和三亚建设“国际化热带滨海旅游精品
城市”的总体目标，牢牢把握三亚被列
为“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战略支点和
建设国际门户机场的重大战略机遇，以

“ 四 个 全 面 ”战 略 布 局 为 指 导 ，以“ 双
修”、“双城”和重大项目建设为抓手，牢
固树立并切实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
放、共享的发展理念，坚持发展第一要
务，以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为中心，全

面推进“精美天涯”发展战略，当好三
亚国际化精品城市建设排头兵。

开幕式由天涯区人大常委会主任
莫壮丽主持。

天涯区区长陈向奋在开幕式上代
表区政府向天涯区一届人大三次会议
作政府工作报告。报告指出，2015 年全
区 生 产 总 值 155.52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11.2%；实现财政总收入 6.30 亿元，同比
增收 1.23 亿元，同比增长 24.2%。固定
资产投资项目 102 个，完成投资 174.4 亿
元，完成年度投资计划的 103.5%，实现
了撤镇设区的良好开局，也实现了“十
二五”规划的良好收官。

2016 年是“十三五”规划的开局之
年，报告明确，今年天涯区将从八大方
面发力，包括调优经济结构，做精做强

优势产业；全力推进重点项目和基础设
施建设；深化改革开放，全面激发创新
发展活力；加快推进城乡一体化进程；
突出生态立区，打造国际一流宜居环
境；保障改善民生，让发展成果更好地
惠及群众；创新社会综合治理；全面提
升政府公信力和执行力等，全面推进

“精美天涯”发展战略，全力建设精品旅
游城区。

据悉，天涯区 2016 年将突出旅游龙
头产业、打好热带农业“王牌”，做好临
空经济大文章。将加快推进旅游产业
升级改造，重点推进三亚湾海岸综合治
理和特色生态景观大道建设。积极推
动西岛景区整体升级改造，支持天涯海
角争创国家 5A 级景区。加快打造以凤
凰岛国际邮轮港为母港的南海航线、环

北部湾航线、东南亚航线，推进邮轮产
业先行先试工作。以鸿洲国际游艇会
为主体，打造国内最大的游艇游船基
地。

同时，全力推进三亚新机场及临空
产业园年内开工建设；积极争取南繁科
研交流平台和现代种业交易中心落户
天涯区，将之打造成为国家级“种业硅
谷”；力争在三亚湾打造低空飞行示范
区、帆板运动示范区。

据了解，2016 年天涯区固定资产投
资项目 111 个，计划投资 206.5 亿元，将
重点保障凤凰机场、红塘湾、邮轮港、水
居巷旧城改造、三亚湾新城、高福小镇、
胜利路改造等重大项目的推进建设，继
续推进 225 国道、食品厂改造和其他民
生项目建设。

天涯区一届人大三次会议召开

实现新区成立良好开局
继续当好精品城市建设排头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