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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这 里 了 解 三 亚

S A N Y A D A I L Y

白天：多云间晴 夜间：多云间晴
陆地风向风速：北到东北风4级
温度：最高34℃ 最低26℃

三亚地区天气预报

三亚市气象台昨日17时发布

三亚负氧离子含量日报

负氧离子平均含量
2604个/cm3(6级，优）

（11日16:00至12日16:00)

三亚新闻网 www.sanyarb.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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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吉阳区城管队员在半山半岛进行巡查时发现，
半山半岛有部分别墅涉嫌违法加建、扩建的情况。随后，
吉阳区城管局立即展开调查，并联合市多个职能部门对
别墅加建、扩建部分逐一核实。经查，半山半岛一期、二
期总计 11 栋别墅均存在违规加建、扩建情况。截至 9 月
12 日，本着“先拆在建、后拆建成”的思路，吉阳区依法对
这 11 栋别墅加建、扩建的“违建”部分全部拆除。

吉阳区依法拆除
半山半岛11栋别墅违建部分

本报报道《“90 后”小伙为
家人撑起一片天》引起广泛关注

省内8家媒体记者
昨深入采访李鸿民
8 月 8 日，《三亚日报》第 5 版“道

德模范在身边”专栏刊发《大茅村委
会太葵村村民李鸿民不离不弃守护
4 位患病家人——“90 后”小伙为家
人撑起一片天》报道，引起了社会的
广泛关注。9 月 12 日，省内 8 家媒体
记者来到太葵村，对李鸿民爱老孝
亲的故事进行深入采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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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海洋督察组
（第六组）进驻海南
开展海洋专项督察

督察进驻期：
2017 年 8 月 22 日-9 月 21 日
督察组主要受理涉及围填海

管理方面的举报
值班电话：
0898-65355853
受理举报电话时间：
每天 8：00—20：00
专门信箱：
海口市专用邮箱 406 号

海南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
局关于鼓励生产经营者举报食
品药品监管人员“吃拿卡要”行
为的公告（详见第8版）

本报讯（记者 张雪锋）9 月 12 日上
午，市委副书记、市长吴岩峻带队调研三
亚多个项目推进情况，涉及旅游、物流、
科技、交通等产业。他要求，要认真研究
解决项目推进中遇到的问题和困难，加
快工作进度，高标准高水平推进项目建
设。

在槟榔河演艺项目工地，吴岩峻实
地了解大型实景演出《红色娘子军》项目
建设情况，询问项目推进中遇到的困难
和问题，研究下一步工作措施，并要求项
目方和市规划局、市国土局、市林业局等
部门做好相关工作对接，全力以赴推进

项目建设。
今年 5 月 24 日，北京春光集团与陕

西旅游集团在三亚签订合作协议，双方
合作开发“三亚槟榔河大型实景演艺公
园”项目，该项目包括《红色娘子军》大型
实景演出、演艺小镇等内容。目前，该项
目土建、演艺、运营等方面都正在向前推
进。在调研过程中，吴岩峻表示，槟榔村
资源独特，在推进项目时要注重打造周
边环境，在外部环境方面做一些“减法”，
例如通过土地平整、拆除违建等来优化
环境，要统筹考虑项目周边的村庄改造、
当地群众如何参与项目发展等问题。项

目要按照时间节点要求，倒排工期，高标
准高水平加快项目建设，争取把槟榔河
打造成美丽乡村和产业小镇的结合体。

三亚佳翔航空货运农产品加工贸易
冷链物流园项目定位为集农产品开发、
农产品分拣分类、包装、冷链仓储、食品
加工配送、航空物流、产品展示展销、进
出口贸易、跨境电商为一体的物流园。
据介绍，该项目建成后将有助于促进农
产品、海产品流通销售，带动农民增收。
吴岩峻一行来到佳翔物流园项目工地，
了解项目推进情况，研究与项目相关的
供水、供电、污水管网等基础设施配套问

题，要求有关部门要抓紧跟踪解决。
在龙海风情小镇，吴岩峻指出，在打

造特色产业小镇过程中，要谋划好经营
主体，深入研究应该引入哪些适合进驻
产业小镇的企业，一定要选择对当地发
展有带动力的企业，带动老百姓就业创
业，带动当地产业发展。

当天，吴岩峻还对海棠湾中电信息
产业园项目、223 国道改造项目、安游路
升级改造等项目推进情况进行调研。

副市长谢庆林，市发改委、市规划局、
市国土局、市住建局、市政府研究室、市
政府督查室等单位有关负责人参加调研。

吴岩峻调研项目推进情况时要求

高标准高水平推进项目建设

三亚到2020年建成
15分钟基本医疗卫生

服务圈
构建“小病在基层、大病

到医院、康复回社区”就医
新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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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胡拥军 王昊）9 月 12 日上
午，三亚大型实景演出《红色娘子军》项目
正式开工建设，预计年底完成土建，2018 年
春节期间将进行首演。项目建成后，将拥有
2600 个大型移动式座椅，全新旋转舞台设
计，有望成国内规模最大的实景演出。

今年 5 月 24 日，北京春光集团与陕西旅
游集团在三亚签订合作协议，双方合作开发

“三亚槟榔河大型实景演艺公园”项目，预
计一期投资约 3 亿元，演出剧场设于三亚槟
榔河村内。同时，将同步配套建设演艺小
镇、酒店、商业街区等项目，最大限度发掘
三亚槟榔河旅游文化中心区的价值。

据《红色娘子军》项目有关负责人介绍，
大型实景演出《红色娘子军》是根据刘文韶
的报告文学改编而成，由著名电影导演金铁
木、作曲家程池等联手打造。演员预计达
300 人以上，主要由本土演员参与，将与当
地村民实现深度融合。全剧共分为“红色劫
难”“红色新生”“红色火焰”和“红色森林”
四幕，以及“序”“尾声”“入场仪式”，构成演
出七个部分。演出以红色精神为魂，融合海
南特色民俗风情、人文地理，通过现代艺术
表现手法，以高科技手段，将话剧、电影、舞
蹈、特技等艺术元素融于一体，打造科技与
艺术结合、历史与文化共融的实景大剧，将
带给观众一场视觉和精神的文化大餐。

三亚大型实景演出《红色娘子军》项目开建
2018年春节期间将进行首演

三亚大型实景演出《红色娘子军》舞美气氛效果图。 本报记者 王昊 翻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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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生的核心是幸福，幸福的基础
是健康，完善医疗卫生设施，提高医
疗服务水平是夯实市民健康的基础。

《三亚市建设世界级滨海旅游
城市行动方案》之幸福民生行动计
划中，特别提到要提高全市医疗服
务水平，合理规划建设社区健康服
务机构，到 2020 年将基本建成 15 分
钟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圈。届时，市
民在社区家门口就能享受到安全、
有效、方便的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去
大医院排队“看病难”的问题将有望
得到有效缓解。

菲律宾吕宋岛附近的热带低压
已于昨日下午加强为今年第 19 号台
风（热带风暴级），预计于 13 日凌晨
前后进入南海东部海面，强度逐渐
加强，并向海南东部海面靠近。陆
地方面，预计 14 日～16 日，海南岛
将自东向西出现一次明显的风雨过
程。全岛有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特
大暴雨。

今年第19号台风生成

预计14日～16日
海南岛将有暴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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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石碌 9月 12 日电 今天，省委
书记刘赐贵赴昌江黎族自治县调研，考
察环境保护、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和农业
产业结构调整情况，要求各级干部深入
领会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
神，牢固树立正确的政绩观，求真务实、
真抓实干、久久为功，多做打基础、利长
远的工作，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
历史检验的业绩。

刘赐贵一行首先登上昌化大岭，俯
瞰棋子湾，查看周边生态治理情况。只
见昌化江、珠碧江两条大河奔涌入海，两
江之间是棋子湾等绵长海滩，郁郁葱葱
的海防林带如一条绿色巨龙横卧在海

边，守护着昌江美丽的海岸。“登高俯瞰，
生态修复和绿化造林的成效很明显，也
清楚地看到了仍存在的不足。”刘赐贵对
当地干部说，一定要树立正确的政绩观，
按“多规合一”的要求严格管控所有开发
建设行为，进一步加强生态修复工作，总
结推广成功经验，把昌江这么优良的生
态环境守护好建设好。

海尾湿地公园是昌江海岸上的一颗
“ 明 珠 ”，也 是 紫 水 鸡 等 多 种 鸟 类 的 乐
园。刘赐贵实地考察了湿地生态保护、海
防林建设和旅游发展情况。他对业主企
业多年来保护湿地的努力表示赞赏，嘱咐
企业负责人严格评估规划建设，多做“减

法”，使生态保护得越来越好；同时更多
关注当地群众的利益，把公园保护建设与
百姓利益紧密联系起来，共享良好生态环
境带来的福祉，共同守护好这片湿地。

在昌城派出所，刘赐贵实地了解社
会治安综合治理情况，并与基层干警、辅
警、联防队员和社区干部座谈，关心他们
的工作生活情况。他鼓励大家，向改革
要警力、向科技要警力、向提升素质要警
力、向整合资源要警力，加强社会治安综
合治理，与社区一起共同打好禁毒三年
大会战，维护安定和谐的社会环境。

刘 赐 贵 还 来 到 十 月 田 镇 雪 古 丽 牧
场，考察种养、农牧、牧旅结合发展热带

奶业。他要求，强化科技支撑，确保食品
安全，落实环保措施，加快建设现代化热
带牧场，有力推动当地农业结构调整，切
实带动结对的 400 多户建档立卡贫困户
参与产业发展、实现脱贫增收。

下午，刘赐贵与县四套班子及各部
门各乡镇负责人座谈，听取了今年以来
经济社会发展等情况的汇报，肯定了县
委、县政府在环境保护、生态修复、维护
稳定等方面所做的工作。他指出，深入
开展大研讨大行动，认真学习贯彻习近
平总书记视察海南重要指示精神，在解
放思想的基础上真抓实干，必须树立正
确的政绩观。 （下转二版）

刘赐贵在昌江调研时要求各级干部

树立正确的政绩观 多做打基础利长远的工作
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业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