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星期二 三亚新闻网 www.sanyarb.com.cn

S A N Y A R I B A O

今日8版/第8605期 国内统一刊号 CN46-0031中共三亚市委机关报 三亚传媒影视集团出版

壬寅年六月初七 2022年 7月 5

本报地址：三亚市迎宾路荣耀世纪大厦八楼 邮编：572000 Email: sanyarb@126.com □ 2022年度全年定价：540元总值班 / 林森 值班主任 / 蔡炳先 刘佳 编辑 / 蔡炳先 美编 / 陈钰靖 杨智宏 校对 / 李俊玢

□办公室/31886999 发行营销部/88662030 传真/31886990 □广告许可证：琼工商广字353号 广告承接：三亚传媒影视集团广告运营中心 广告热线：31885668 传真：31886920 □本报电脑照排 □三亚市力建印刷有限公司承印

3版

导读

88981099 88981066

新闻新闻新闻新闻新闻新闻新闻新闻新闻新闻新闻新闻新闻新闻新闻新闻新闻新闻新闻新闻新闻新闻新闻新闻新闻新闻新闻新闻新闻新闻新闻新闻新闻新闻新闻新闻新闻新闻新闻新闻新闻新闻新闻新闻新闻新闻新闻新闻新闻新闻新闻新闻新闻新闻新闻新闻新闻新闻新闻新闻新闻新闻

报料热线

监测点

河东

河西

PM2.5

（ug/m3）
O3

（ug/m3） AQI 级别

12

11 62

海棠湾 8

48

三亚市环境监测站发布 hbj.sanya.gov.cn

8

62

鹿回头

62

----亚龙湾

535创意新城

--

一级,优

一级,优

一级,优

一级,优

（3 日 16:00 至 4 日 16:00）

一级,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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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涯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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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空气质量预报：一级（优）

三亚市环境空气质量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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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新时代新作为新篇章—新时代新作为新篇章

海南出台农林领域
惠台措施

本报讯（记者 赵庆山）记者从海南省新闻
办 4日举行的政策解读新闻发布会上获悉，海
南省台湾事务办公室等 11 个部门联合制定出
台《关于支持台湾同胞台资企业在海南省农业
林业领域发展的若干措施》（简称“农林 15 条惠
台措施”），以深化琼台农业交流合作，进一步
与台湾同胞分享海南自由贸易港发展机遇。

据介绍，海南新出台的农林 15 条惠台措
施，针对在琼台胞台企在农业林业领域发展涉
及的农地林地使用、融资便利和资金支持、投
资经营、研发创新、开拓内销市场等多方面给
予支持。

具体措施包括设立1000万元人民币“政府
风险补偿基金”，专项为农业产业化联合体成
员融资提供担保和风险补偿，符合条件的台资
企业可申请最高额度为250万元人民币的贷款
融资；鼓励台胞台资企业参与海南林草种苗种
质资源库、采种基地等项目建设，同等享受良
种补贴政策；为台资企业享受海南自贸港自用
生产设备“零关税”政策提供便利等。

海南省委统战部副部长皇甫艳丽表示，农
林15条惠台措施具有三大特点：一是立足解决
台胞台企实际困难；二是深入落实“同等化待
遇”；三是分享海南自贸港发展机遇。15 条措
施对促进琼台农业交流合作将发挥积极作用。

据了解，目前在海南投资农业的台资企业
总计315家，其中水果、花卉、茶叶种植242家，
水产品养殖 42 家，农产品加工 15 家，休闲农
业、电商农业和其他涉农类企业 16家，实际投
入资金3.2 亿美元；今年1月至 5月琼台两地货
物进出口总额 10.52 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
47.92%。

本报海口 7 月 4 日电 7 月 4
日，省委书记沈晓明主持召开省委
专题会议，研究“绿水青山就是金
山银山”转化路径工作。省长冯飞
等省领导参加会议。

会议强调，探索“绿水青山就

是金山银山”的转化路径，既是贯
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海南重
要讲话精神的具体行动，也是检验
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建设是否成
功的重要内容。要系统全面深刻
理解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

神，充分发挥热带雨林国家公园水
库、粮库、钱库、碳库的作用，提升
热带雨林、红树林等生态系统的可
进入性，大力推动产业生态化和生
态产业化，让老百姓身在宝山硕果
累累。要坚持问题导向和目标导

向相结合，算好用好生态系统生产
总值，让各市县从生态环境保护中
获得看得见的利益，蹚出一条绿水
青山转化为金山银山的新路子。
要准确把握海南的特点和优势，用
好气候、热带雨林、热带海洋等生

态资源，把生态资源优势转化为生
态产业优势。要加大制度集成创
新力度，强化系统性、整体性、协同
性，形成真正具有影响力的制度创
新成果。

（沈 伟）

沈晓明主持召开省委专题会议

研究“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转化路径工作
冯飞参加

本报讯（记者 刘少珠）根据省委、省政
府部署安排，7月 4日，2022年全省“钱粮双
丰收”现场推广会在三亚召开。省委常委、
三亚市委书记周红波致辞，副省长刘平治讲
话。

去年以来，三亚通过制定印发《关于调
动农民种粮积极性 促进粮食生产九条措
施》等政策，大力推广“十万亩菜+十万亩
粮”轮作，打造了万亩制种、万亩高产稻、千
亩优质稻等一批示范基地。在三亚崖州区
坝头南繁公共试验基地现场，与会人员详细
了解机制创新、政策支持、保障工程、轮作
模式等方面情况，并共同见证水稻收割。

周红波表示，本次推广会在三亚召开，
对三亚既是鼓励，也是鞭策。他指出，三亚
将持续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海
南重要讲话精神，贯彻落实省第八次党代会
精神，严格落实粮食安全党政同责，实施最
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举全市之力抓好打造

“南繁硅谷”、建设南繁科技城、创建国家实
验室三件大事，全力抓好粮食生产和重要农
产品供给，大力推广“育种+水稻+绿肥”等
多种轮作模式，健全农民种粮收益保障机
制，促进粮食安全和现代高效农业相统一，
坚决扛起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责任和担当。

刘平治表示，三亚在破解耕地非粮化和
土地季节性撂荒、推进“钱粮双丰收”方面
做出了诸多有益的尝试和创新，为全省其他
市县提供了一个可复制、可推广的示范模
式。全省各市县要切实增强责任感、使命感
和紧迫感，始终牢牢守住耕地红线，深入推
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扎实做好粮食生
产和耕地保护各项工作，把“藏粮于地、藏
粮于技”真正落实到位，努力实现粮食安
全、农民增收和土地可持续种植等多赢局
面。

相关省直部门、各市县负责同志及三亚
市领导尚林、黄兴武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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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全省“钱粮双丰收”现场推广会在三亚召开
周红波致辞 刘平治讲话 尚林参加

上图：7 月 4 日 ，在 三 亚 崖 州
区坝头南繁公共试验基地，农机
手 驾 驶 联 合 收 割 机 在 收 割 水 稻
（无人机照片）。

新华社记者 胡智轩 摄

右图：7 月 4 日，在三亚崖州区
坝头南繁公共试验基地，农机手
驾驶联合收割机在金色稻田里收
割水稻。

本报记者 袁永东 摄

关注三亚科学轮作“钱粮双丰收”Sy

台风过后

三亚迅速开展
清理恢复工作

新华社北京 7 月 4 日电 7 月 4
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全球发展：
共同使命与行动价值”智库媒体高
端论坛致贺信。

习近平强调，当前，世界百年变
局和世纪疫情叠加，全球经济复苏
脆弱乏力，南北发展鸿沟进一步拉

大，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促进
全球发展已成为人类面临的重大课
题。为此，中国提出了全球发展倡
议，中国愿同世界各国一道，坚持以
人民为中心，坚持普惠包容、创新驱
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推动将发展
置于国际优先议程，加快落实联合国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推动实现
更加强劲、绿色、健康的全球发展。

“全球发展：共同使命与行动价
值”智库媒体高端论坛当日在北京
举行，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主办，中
国社会科学院、国务院发展研究中
心、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共同承办。

习近平向“全球发展：共同使命与行动价值”
智库媒体高端论坛致贺信

欧美同学会第九届年会
7月6日至8日在三亚举办

本报讯（记 者 刘 佳）7 月 6 日至 8 日，以
“海归携手自贸港 共享海南新未来”为主题的
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九届年
会暨海归创新创业海南自贸港峰会在三亚举
办，届时知名专家学者、企业家、留学生代表
将共聚三亚，共谋海南自贸港新未来。

据了解，本届年会包含开幕式、主旨演讲、
平行论坛、圆桌论坛、“双创”峰会、实地考察
等活动。精心设计的 4 场平行论坛分别聚焦
互联网和数字经济、现代生物医药、高新技术
产业、自贸港人才发展，主题鲜明突出，紧扣
时代脉搏以及与海南自贸港建设紧密相关的
热门领域。年会将设置人才、项目集中签约环
节，精准对接海南所需，为自贸港发展汇聚高
层次人才、集聚高科技项目。大会还设置了

“碳达峰·碳中和”圆桌论坛，探索海南生态文
明建设新路径。知名海归专家学者将进行主
题演讲和交流互动，海南相关产业部门、园区
将对产业政策进行推介。

目前，海南已收集到众多关于旅游业、现
代服务业、高新技术产业、热带特色高效农业
等“3+1”重点产业招商项目信息。借助举办
年会的契机，海南将着重做好自贸港政策、环
境、区位和营商环境等优势的宣传推介，突出
海南自贸港独特的税收制度等政策安排，讲好
海南自贸港故事，将年会与重点招商项目以及
重大项目相结合，力争形成一批务实成果。

据悉，欧美同学会（中 国 留 学 人 员 联 谊
会）是由中央书记处领导、中央统战部代管的
全国性留学人员组织。2012 年至 2019 年，欧
美同学会成功举办了 8 届年会暨海归创新创
业峰会。近年来，累计与当地达成招才引智和
招商引资合作项目约 400 个，投资额约 1220
亿元。

本报讯（记者 刘佳）7月 4日
下午，市委副书记、市长陈希主持
召开八届市政府第 18 次常务会
议，听取我市应对台风“暹芭”工
作情况汇报，研究下一步工作。

会议强调，要贯彻落实习近
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的重要指
示精神，落实省委、省政府和市委
有关部署要求，认真吸取此次防
台风过程中的经验教训，查找防
汛防风工作中的薄弱环节，全力
做好今年防汛防风抗旱工作。要

增强三防工作的责任感和紧迫
感，以确保人民安全为目标，增强
风险意识，坚持底线思维，提高防
灾减灾能力水平。要加强应急保
障能力建设，修订完善应急预案，
开展针对性预案演练，加快推进
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要提升城市
防涝排涝能力，高度重视易受淹
小区、地下停车场、地下空间防御
暴雨工作，及时发布预警信息，提
前做好防涝排涝准备。要举一反
三，开展全市在建水利工程安全

生产及度汛措施专项检查、全市
水库管理专项检查，及时消除度
汛安全隐患。

会议还研究部署暑期旅游和
疫情防控工作，听取欧美同学会
（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九届
年会暨海归创新创业海南自贸港
峰会三亚市筹备工作情况汇报。
会议要求，要持续优化营商环境，
加强诚信建设，强化市场监管，加
强旅游宣传推广，带动三亚经济
圈发展。根据《新型冠状病毒肺

炎防控方案（第九版）》要求，严
格落实疫情防控相关工作，加强
人员培训，积极推进60岁以上老
年人疫苗接种工作。全市上下要
高度重视，抓实抓细欧美同学会
第九届年会服务保障工作，充分
运用好大会资源和平台优势，力
促招商引智工作取得显著成果，
力争办成一次“精彩、务实、安
全、节俭”的年会。

盛勇军、罗东、卢义、尹承玲、
严连勇、黄兴武出席会议。

陈希主持召开市政府常务会议

以确保人民安全为目标
提高防灾减灾能力水平

海南姑娘陈艺文
夺冠背后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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