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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电 !海南日报
记者黄晓华 "今天上午 #中国化工集
团公司与海南省农垦集团公司在北
京签署$关于橡胶轮胎业务的合作协
议 %和 $中国化工集团公司与海南省
农垦集团公司战略合作框架协议 %#

双方将共同致力于推动天然橡胶从
初级种植生产向精深加工经营的高
层次转变&

省委书记' 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罗
保铭#省委副书记'省长蒋定之#省委
副书记李宪生# 国务院国资委副主任
邵宁#省委常委'宣传部长许俊#副省
长陈志荣#中国化工集团总经理'党委

书记任建新# 以及中农办' 国家发改
委'财政部'农业部等部门有关负责人
出席签约仪式&

为了推动中央企业与海南的战略
合作# 促进海南产业转型升级和经济
结构调整#今年

#

月国务院国资委与省
政府在京签署了 $国务院国资委与海
南省人民政府合作谅解备忘录%& 在海
南省委'省政府的重视和支持下#海南
农垦集团积极与中国化工集团接触交
流#寻求战略合作#进一步加快实施海
南省委'省政府提出(做大农垦企业集
团及 )十二五* 末实现产值千亿元目
标+的发展战略&

半年多来# 中国化工集团和省农
垦集团通过积极交流#本着优势互补'

互利双赢'共同发展的原则#在基础化
工' 橡胶轮胎及化工装备等相关业务
达成了全面合作的共识&

中国化工集团与省农垦集团携
手合作 #既是落实 $国务院国资委与
海南省人民政府合作谅解备忘录 %

精神的具体体现 # 也是央企与海南
合作发展的重要突破 # 符合国务院
对海南国际旅游岛建设的战略决
策 & 此举有利于双方在资源 '技术 '

市场等方面的优势互补 , 有利于促
进天然橡胶从初级种植生产向精深

加工经营的高层次转变 # 延伸天然
橡胶产业链 , 有利于双方在发挥资
源优势 ' 促进产业升级上实现极大
的协同效应 # 加快推进中国化工集
团 ' 省农垦集团乃至海南地方相关
产业的发展&

签约仪式前#罗保铭'蒋定之会见
了邵宁'任建新等出席仪式的嘉宾&

邵宁在签约仪式上致辞时指出 #

中国化工集团与海南省农垦集团 #

是中央和地方国有企业 #在转方式 '

调结构过程中携手合作的一个非常
好的典型 # 也是两家企业在充分了
解 '平等协商的基础上 #进一步发挥

各自优势和优化资源配置 # 完善天
然橡胶产业链从而提升企业竞争力
的一个大胆实践& 他表示#国务院国
资委将一如既往地密切关注 ' 积极
推动两家企业的战略合作 # 并给予
及时的指导帮助&

陈志荣在致辞中表示# 希望中国
化工集团'海南农垦集团本着资源共
享'优势互补的原则#在市场开发'品
牌培育 '技术交流 '企业管理等方面
进一步展开多层次' 多方位的合作#

着力提升企业的知名度和国际竞争
力# 将双方的合作打造成互利双赢的
成功典范&

中国化工集团与省农垦集团
签署战略合作协议

罗保铭蒋定之李宪生证签

海南新闻界庆祝第十三届中国记者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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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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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是第十三个中国记者节#

&

日上
午#海南新闻界庆祝第十三届中国记者
节暨表彰大会#在海南日报报业集团举
行&来自全省各新闻媒体和中央驻琼媒
体的代表

"!!

余人欢聚一堂# 庆祝自己
的节日# 并为获得第

""

届中国新闻奖'

第三届海南远志奖和第
""

届海南新闻
奖的新闻工作者代表颁奖&

省委常委' 秘书长孙新阳出席大

会并讲话#他首先代表省委'省政府向
广大新闻工作者致以节日的问候#对
受表彰的同志表示祝贺& 他说#党的十
八大即将胜利召开& 当前和今后一个
时期#各新闻媒体要把迎接十八大'宣
传十八大' 贯彻十八大作为首要政治
任务# 进一步兴起迎接党的十八大宣
传热潮# 浓墨重彩报道党的十八大会
议盛况# 切实做好党的十八大精神宣
传贯彻# 把全省广大干部群众的思想

和行动统一到中央和省委重大决策部
署上来#汇聚成科学发展'绿色崛起的
强大合力# 扎扎实实做好当前各项宣
传报道工作# 为全面推进海南国际旅
游岛建设提供有力的思想舆论支持&

省记协负责人在会上介绍了今年
以来我省新闻工作所取得的成就&据介
绍#截至

'!

月底#全省新闻战线高举旗
帜'围绕大局'服务人民'改革创新#按
照中央和省委的统一部署#紧扣科学发

展和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推进绿色
崛起这条主题主线#以建设国际旅游岛
为总抓手#精心组织实施了一系列重大
主题宣传战役#成功推出了一批先进典
型#为全省改革发展稳定营造了良好的
舆论氛围& 特别是(走基层'转作风'改
文风+活动开展以来#涌现出一批人民
喜爱的新闻工作者和新闻作品&

会上对获得第
""

届中国新闻奖 '

第三届海南远志奖和第
""

届海南新闻

奖的我省新闻工作者进行了表彰#其
中海南广播电视总台孔德明获得中国
新闻奖论文一等奖# 实现了我省新闻
界在这个奖项等次上零的突破& 海南
日报社王蜀生'史自勋'张苏民获得中
国新闻奖版面二等奖& 曹健'丁黎平'

王伟'李艳秋'冯春山获得第三届海南
远志奖&

部分获奖代表还在会上做了交流
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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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从省海洋渔业厅获悉#国务院
日前正式批复 $海南省海洋功能区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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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国
务院批准的$海南省海洋功能区划%实
施期满后制定的新一轮海洋功能区
划& $区划%是合理开发利用海洋资源'

有效保护海洋生态环境的法定依据#

它确定了我省未来
'*

年海洋空间开
发'控制和综合管理的基调和目标#对
规范用海秩序' 推进海南海洋强省和
国际旅游岛建设意义重大&

国务院在批复中指出# 海南是中
国唯一的热带海洋省份和最大的经济
特区#战略地位重要& 全省管辖海域辽
阔#海洋资源丰富#海洋环境优越#海
洋生态系统多样& 要坚持在发展中保
护'在保护中发展的原则#合理配置海
域资源#优化海洋开发空间布局#实现
规划用海'集约用海'生态用海'科技
用海'依法用海#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发

展和社会和谐稳定&

管辖海域划分为七个单元
据了解#新批复的海洋功能区划#

在总体布局上# 将海南省管辖海域划
分为七个海域单元# 即海南岛北部近
岸海域'海南岛东部近岸海域'海南岛
南部近岸海域'海南岛西部近岸海域'

南海北部海域'南海中部海域'南海南
部海域& 综合考虑了沿海土地利用规
划'经济产业带发展战略布局'区域生
态安全'海洋旅游安全'海洋交通安全
和国防安全等因素&

划定
'

个一级类海洋功能区
我省海洋功能区划按类型划定了

农渔业区'港口航运区'工业与城镇用
海区' 矿产与能源区' 旅游休闲娱乐
区'海洋保护区'特殊利用区'保留区
共
%

个一级类海洋功能区#共划分基本
功能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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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填海规模不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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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顷
国务院提出#通过实施$区划%#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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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海南全省建设用围填海规模
控制在

'''-*

公顷以内#海水养殖功能
区面积不少于

,*

万公顷# 海洋保护区
面积达到管辖海域面积的

-.

以上#近
岸海域海洋保护区面积占到

''.

以上#

近岸海域保留区面积比例不低于
'*.

#

自然岸线保有率不低于
--.

#整治修复
海岸线长度不少于

"**

公里#功能区环
境质量达标率在

/-.

以上,围填海等改
变海域自然属性的用海活动得到合理
控制# 渔民生产生活和现代化渔业发
展得到保障# 主要污染物排海总量得
到控制#海洋生态环境质量明显改善#

海洋可持续发展能力显著增强&

编制沿海市县海洋功能区划
国务院指出#$区划% 是合理开发

利用海洋资源' 有效保护海洋生态环

境的法定依据# 编制各类产业规划涉
及海域使用的#应当符合$区划%的要
求& 我省要尽快完成沿海市'县

(

市
0

海
洋功能区划编制批报工作&

国务院要求认真落实$区划%提出
的各项任务和措施# 严格执行项目用
海预审'审批制度和围填海计划#健全
海域使用权市场机制& 坚持陆海统筹
方针#切实加强海洋环境保护#地方海
域使用金收入要支持海域海岸带开展
综合整治修复& 加大海洋执法监察力

度#规范海洋开发利用秩序& 加强社会
和舆论监督& 要求海南省切实加强海
洋环境保护# 地方海域使用金收入要
支持海域海岸带开展综合整治修复&

加大海洋执法监察力度# 规范海洋开
发利用秩序&

我省下步将依据$区划%编制沿海
各市县海洋功能区划# 积极优化海洋
经济的总体布局#发展壮大海洋产业&

提升海域管控能力# 维护国家海洋权
益&

国务院批复海南省海洋功能区划
到!*!*年全省建设用围填海规模控制在$$$(*公顷以内#自然岸线保有率不低于((+

类别 目标

海水养殖功能区面积 不少于
,*

万公顷
海洋保护区面积 达到管辖海域面积的

-.

以上
近岸海域海洋保护区面积 占到

''.

以上
近岸海域保留区面积 比例不低于

'*.

自然岸线保有率 不低于
--.

整治修复海岸线长度 不少于
"**

公里
功能区环境质量达标率 在

/-.

以上

我省海洋空间开发!控制和综合管理目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