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腾讯全球合作伙伴大会

三亚海洋渔业局渔监处

办公室原主任
接受组织调查

本月底将在博鳌举行

南国都市报10 月27 日讯（记者
孙学新）记者今天从海南廉政网获
悉，三亚市海洋与渔业局渔政渔港
监督管理处办公室原主任黎公慧涉
嫌严重违纪，目前正接受组织调查。

海南互联网产业发展座谈会招商推介等系列活动将同时进行
南国都市报 10 月 27 日讯（记
者 孙学新）2014 腾讯全球合作伙伴
大会将于 10 月 30~31 日在海南博鳌
举行。今年，本届大会规格首次升
级为“全球合作伙伴大会”
，也是大
会举办三年以来首次在北京以外的
城市举行。

作为互联网行业的一次盛会，
2014 腾讯全球合作伙伴大会将邀请
三千多名国内外优秀开发者以及众
多海内外科技行业领军人物到场助
阵，届时将围绕行业发展、时代机
遇和趋势前瞻等几大方面的话题举
办一系列论坛活动。

大会期间，省政府将与腾讯在
营造互联网产业发展环境、打造互
联网产业集群等方面开展紧密合
作，并达成相关战略合作框架协
议。同时，我省还将于 10 月 29 日
举办海南省互联网产业发展座谈
会，邀请业界重量级专家和企业领

袖为海南信息产业“把脉”
，就海南
如何发展互联网产业开展研讨、出
谋划策。省政府还将全方位开展招
商引资推介活动，以加快推进全省
信息产业发展，构建更具特色的产
业结构，助推海南科学发展、绿色
崛起。

琼中清退
吃空饷 23 人
南国都市报 10 月 27 日讯（记
者 吴岳文）记者 10 月 26 日获悉，
今年琼中着力解决了一批群众反映
强烈的突出问题，清退吃空饷 23
人，共选派 588 名干部对 100 个村
庄进行驻点帮扶，为帮扶村庄引入
项目 613 个，直接投入、协调投入
资金达 4868 万元。
据悉，琼中县委针对群众反映
强烈的文山会海、检查评比泛滥、
公款吃喝、公款送礼、奢侈浪费等
问 题 ， 列 出 了 71 项 制 度 建 设 清
单。目前已出台“庸懒散奢贪”行
为问责办法、严格规范公款报销接
待费用、规范评比达标表彰活动等
44 项制度。该县创建了 19 个农村
示范党支部，建立完善县乡村三级
便民服务中心 41 个，受理群众申
请事项 21825 件，办结率达 82%。
县委书记孙喆表示，对群众反映强
烈的“为官不为”的庸政懒政怠政
问题，发现一起查处一起，点名道
姓通报一起；要坚持不懈推动作风
建设长效化。

海南生态软件园打造互联网产业集群

海南互联网产业吹响新号角
南 国 都 市 报 10 月 27 日 讯（记
业生态的集中地。”杨淳至说，这种
者 孙学新 文/图）打开手机游戏“南 “生态企业社区”的实践探索，目的
海少年”，玩家可模拟一名潭门镇的
吸引、留住众多业界巨头，推动海
年轻渔民闯海，捕捞马鲛鱼、金枪
南互联网产业发展。
鱼等数种南海特色鱼类，“上岸”后
其实，早在 1997 年，海南就提
还可以逛起潭门小镇购买贝壳工艺
出打造“信息智能岛”。全国第一张
品。玩家要想获得更多游戏点数， 跨行使用的银行 IC 卡，第一个政府
就需通过手机支付购买消费，运营
网站，第一个正厅级主管信息化工
商因此获利。
作职能部门，都出自海南。
这款手游，仅是海南本土科技
由于种种原因，海南错过了 IT
公司所开发游戏的冰山一角。截至
信息产业“井喷式”时机。相比国
目前，海南生态软件园已吸引了 30
内发达地区，海南信息产业基础薄
多家游戏开发公司入驻，互联网产
弱，互联网产业培育、信息化应
业中仅游戏产业一环年产值突破 20
用、IT 人才培养等方面都有较大差
亿元。
距。杨淳至认为，当下 IT 信息产业
“游戏，电子商务，IT 人才培
步入互联网时代，给海南带来新的
训 3 个领域，是海南生态软件园重
机遇。
点打造的互联网产业领域。随着互
近年来，随着海南国际旅游岛
联网产业集群的打造，海南发展互
上升为国家战略，越来越多的企业
联网产业吹响新号角。”海南生态软
看好“海南机遇”，特别是阿里巴
件园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杨淳
巴、惠普、微软等互联网行业巨头
至说。
已齐聚海南，海南互联网产业迎来
前所未有机遇。

“大互联网产业”海南
具备后发优势

走进海南生态软件园，你会感
觉自己走进了一个高端生活社区。
满眼翠绿将一栋栋现代建筑和办公
楼串联起来，咖啡厅、游泳池、商
业街、高尔夫球应有尽有。“这里有
370 余家企业超过 4000 名工作人员
办公，是自然生态、人文生态、产

互联网产业集群囊括
业界巨头
2007 年 6 月 6 日，海南省政府
与中国电子信息产业集团签订战略
合作协议，共建海南生态软件园，
集中发展信息产业。2011 年 4 月，
海南生态软件园正式开园，40 余家
企业入驻园区，标志着海南信息产

海南生态软件园探索“生态企业社区”
业集聚发展真正起步。
“要打造产业集群，怎样让合适
的企业进驻，是摆在眼前的现实难
题。”杨淳至说，经过深思熟虑，园
区选择了互联网产业中的游戏、电
子商务、IT 培训 3 个领域作为主导
产业。因为这些产业的市场不受时
间和空间限制，可以在海南生产销
至全世界，这能有效规避客观原因
造成的海南“短板”。
一个完善的生态产业圈，是海
南生态软件园能提供给入驻企业的
“养分”。杨淳至透露，入园企业，
将来不仅能享受一系列人才引进优

惠政策和“500 万元以内不用任何
抵押即签字贷款”的融资便利，还
能共享公共技术平台和联合营销平
台，集百家智慧解决技术和市场难
题。
截至今年 9 月底，海南生态软
件园已吸引了包括腾讯、印度 NIIT、久其软件、巴别时代等落户企
业 370 余 家 ， 办 公 人 员 超 过 4000
人，逐步形成集办公、住宅配套、
休闲配套于一体的“软件企业社
区”，探索走出一条产城融合发展的
园区发展新模式，带动海南信息产
业良好发展趋势。

保亭槟榔谷带动少数民族群众吃上“旅游饭”

景区周边村民去年人均收入 3 万多
共同团结奋斗 共同繁荣发展

南国都市报 10 月 27 日讯（记者
孙学新）村庄从垃圾遍地到“文明生
态村”；村民年收入从不足 2000 元
涨至 3 万多元；在已征收的土地上，
村民还可以种菜养殖……位于保亭
黎族苗族自治县甘什岭自然保护区
境内的槟榔谷黎苗文化旅游区，发
展旅游经济带动周边少数民族群众
创收增收，同时保护和传承了民族
文化。今年，该景区被文化部授予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生产性保护示范
基地”。
创建于 1998 年的槟榔谷黎苗文
化旅游区，16 年开发历程，周边村
民都直接参与到民族文化旅游、休
闲农业、乡村旅游建设中。

为帮助解决就业，景区规定优
先录用黎族苗族村民，凡是有种植
和养殖、农家乐、茶吧的周边村
民，允许他们根据各自的情况，自
由选择务工与务农的时间安排，满
足村民的个性化就业要求，让村民
“就业不离家、失地不失业、收入有
保障”。
景区发展的同时，也积极帮助
改善周边村庄生活条件。近 5 年来，
该景区投资硬化黎苗村寨村中道
路，投资改造村民用电并安装了路
灯，投资为村民打钻水井及铺设自
来水管网，每年还出资帮助村民清
理生活垃圾，彻底改变了过去村里
垃圾随处可见、气味难闻的现象，
周边的甘什上村还被保亭黎族苗族
自治县政府授予“文明生态村”。
帮扶经济发展方面，该景区给
村民“全方位”扶持：投资 120 万元
为村民修建商铺 76 间，无偿提供给
村民售卖农副产品及黎家特色小

吃；支持村民种植苗木花卉，给予
技术上的指导，由景区收购并用于
景区绿化美化工程。
周边村里先后有 19 名贫困家庭
子女被无偿资
助读大学。
2010 年 编
排 的 《槟 榔 ·
古 韵》 原 生 态
黎苗民族歌舞
剧，邀请少数
民 族群众参与
演出，将少数民
族非物质文化遗
产保护名录中的
项目以歌舞和展
览的形式推介给
游客，演员先
后出访了 6 个
国家，增强民
族群众文化荣
誉感。

三亚计划建 6 个
空气自动监测站
南国都市报 10 月 27 日讯（记
者 杨小佳）27 日，记者从三亚市国
土环境资源局有关部门获悉，崖城
空气自动监测站站房建设和设备安
装工作已完成，预计 11 月初可投
入试运行。据介绍，为进一步加强
三亚环境动态监测，今年以来三亚
市计划建设 6 个空气自动监测站。
目前，已有 4 个空气自动监测站陆
续投入使用并对社会发布数据，另
有 2 个空气自动监测站 （崖城、亚
龙湾） 将在试运行验收完毕后正式
对外发布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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