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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赐贵在海口调研互联网产业发展时要求

以五个“进一步”推动
互联网产业快速健康发展
南国都市报 12 月 6 日讯（记者 黄婷）
12 月 6 日上午，省委书记刘赐贵来到海口
复兴城互联网创新创业园调研互联网产业
培育情况，并主持召开互联网产业座谈
会，强调要进一步增强对互联网产业的认
识，进一步完善规划布局，进一步改善创
业环境，进一步加大培育力度，进一步提
升产业素质，推动海南互联网产业快速健
康发展。
刘赐贵一行实地走访了“蘑菇头”
“智医宝”“科创 360”“魔脑”等正在园
区孵化加速发展的创业团队和企业，与创
业青年们深入交流，询问他们的发展规划
和现实问题，鼓励大家借助孵化平台充分
施展才干，推动企业快速成长壮大。
海口复兴城从以餐饮为主的商业街区

转变为创新创业孵化基地近两年来，已入
驻企业 186 家，构建起集创业咖啡、孵化
器、加速器、创投基金、公共服务为一体
的互联网生态体系。刘赐贵听取园区发展
规划汇报，勉励园区负责人进一步把园区
做大，孵化出更多创业企业，实现园区单
位面积效益最大化。他要求海口市加快产
业规划布局，逐步形成总部经济群。
在随后举行的座谈会上，省工信厅及
12 家互联网企业、园区负责人畅谈了产
业发展以及面临的机遇和挑战。刘赐贵认
真听取大家发言，并不时插话交流，回应
大家关切的问题。
刘赐贵对近年来我省互联网产业持续
健康发展给予充分肯定，对创业者们付出
的心血和辛劳给予高度评价。他指出，党

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建设网络强国，明年海
南将迎来建省办经济特区 30 周年，在海
南新一轮的改革开放发展中，互联网产业
必将扮演更重要的角色，承担更重要的使
命。特别是随着“光网”基础设施的不断
完善，要吸引更多互联网企业入驻海南，
鼓励更多年轻人创业创新。
刘赐贵要求，各级党政主要领导和
各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要进一步增强对互
联网产业的认识，积极谋划、主动服
务、大力推动产业发展，坚持开放创
新，整合资源，以实际行动为创业者做
好服务保障。要进一步完善互联网产业
规划布局，落实产业园区的优惠政策，
用最好的资源吸引最好的投资者和创业
者，打造互联网小镇。要进一步改善互

联网投资创业环境，继续加大“光网”
基础设施建设力度，推动相关产业加快
发展，提升全社会文明素质，为互联网
产业发展营造良好环境。要进一步加大
互联网产业培育力度，各级政府对互联
网产业的支持力度只能增强不能减弱，
着力解决投融资难题，解除企业员工子
女就学等后顾之忧。要进一步提升互联
网产业素质，努力实现 2020 年打造千亿
元产业的目标。他要求有关部门创造更
多机会，帮助创业者们增强自身竞争
力，推动海南互联网企业加强技术攻
关、强强联合，走在行业前列，实现蓬
勃发展。
省委常委、秘书长胡光辉，副省长李
国梁参加调研。

全省文明生态村创建工作现场经验交流会召开
以更高站位更宽视野更新理念，努力开创文明生态村创建新局面

南国都市报 12 月 6 日讯（记者 黄婷 实
习生 陈林燕）12 月 6 日上午，全省文明生
态村创建工作现场经验交流会在海口召
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全国
精神文明建设表彰大会、省第七次党代会
和省委七届二次、三次全会精神，全面总
结我省前一阶段文明生态村创建工作经
验，全面推动文明生态村创建工作向纵深
发展，力争用五年时间实现文明生态村创

建全覆盖。
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省文明委主
任肖莺子出席并讲话，副省长、省文明委
副主任王路主持会议。
会议指出，党的十九大提出了实施乡
村振兴战略，按照产业兴旺、生态宜居、
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
求，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省第七次
党代会科学描绘了美好新海南的发展蓝图，

明确提出用五年时间实现文明生态村创建
全覆盖。连日来，省委书记刘赐贵深入海
口市海垦街道滨濂社区、城西镇苍东村等
地开展调研，并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
议，要求领导干部带头，党员带头，省直
机关带头，在全省广泛深入开展文明创建
活动。各地各部门要以更高的站位、更宽
的视野、更新的理念，认识和把握新形势
下进一步推进文明生态村创建的重要性和

紧迫性，努力开创文明生态村创建新局
面，确保如期实现省第七次党代会确立的
目标，为海南国际旅游岛建设作出新的更
大贡献。
海口、三亚、琼海、文昌、乐东、琼中等市
县文明委在会上作交流发言。与会代表 5
日下午赴海口市秀英区的美社村、美富村、
冯塘村和冯塘绿园、施茶石斛种植基地，实
地考察海口文明生态村创建成果。

我省累计 1.7 万余个自然村创建文明生态村
文明生态村覆盖率 84%
美 丽 乡 村 ，文 明 花 开 ！ 自
2000 年我省大力推进文明生态
村 创 建 工 作 以 来 ，截 至 今 年 6
月，全省累计 17536 个自然村创
建文明生态村，覆盖率达 84%。
12 月 6 日上午，在海口召开
的全省文明生态村创建工作现
场经验交流会上，海口、三亚、琼
海、文昌、乐东、琼中等市县文明
委负责人作交流发言，他们分享
文明生态村创建的经验，畅谈未
来发展规划。
□南国都市报记者黄婷
实习生 陈林燕

海口 84%的自然村建成文明生态村
海口市建设文明生态村成绩优异，目前，
全市共建成 1987 个文明生态村，占全市自然
村总数 84%。
近年来，海口牢记“三个理念”，推进
“三项建设”，促进文明生态村创建全面升级。
首先，牢记“山水林田湖草是一个生命共同
体”理念。强调突出地域特色，围绕不同地理
特色和生活风貌，打造具有湖海味道、火山味
道、农家味道的海口特色文明生态村。

牢记“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建
设生态农业，拓宽农民收入新渠道。海口建成
“农家乐”33 家，发展民宿 23 个，建成休闲农
业园区 55 家。2016 年海口市农民人均收入
12679 元，同比增长 9%。
此外，牢记“留得住乡愁”理念，建设生态文
化。近年来海口共建乡贤馆 3 个、村史馆 2 个、
镇文化站 22 个、宣传文化室 410 个、爱心书屋
218 个、篮（排）球场 677 个、文化休闲点 536 处。

三亚 未来三年将提升 240 个文明生态村
2015 年起，三亚市按照“四化四有”创建标
准（即绿化、亮化、净化、硬化，有文化室、有农家
书屋、有宣传栏、有篮球场），推进文明生态村创
建，并于当年年底实现全覆盖。
今年三亚安排 19 亿元，重点推进建设博
后村、南山村等 31 个村。未来三年 （2018 年

—2020 年）三亚市计划对 240 个自然村进行文
明生态村创建提升，届时将基本实现全市文明
生态村升级创建全覆盖。三亚今年开始全面推
行垃圾分类，投入 87 万元，建成一批农村垃
圾屋，并采购系列生活垃圾分类容器，引导提
升村民垃圾分类意识。

琼海 目前已建设文明生态村 2163 个

文明生态村——海口秀英区美社村。
南国都市报记者汪承贤 摄

琼海市按照“统筹兼顾、突出重点、融合
发展”的原则，把文明生态村建设与脱贫攻
坚、美丽乡村建设、农旅融合发展等工作有机
结合，推动精神文明建设与经济社会发展协调
规划、同步迈进、提质升级，呈现了以文明生
态村建设促进美丽乡村百花齐放、促进农村产

业发展、促进脱贫攻坚、促进乡村生活环境更
加美好、促进乡村文化繁荣发展等五大亮点。
琼海市目前已建设文明生态村 2163 个，
覆盖率达 81.8%，被评为“全国文明城市”，
被确定为第一批“国家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
建设市县。

文昌
坚持“四大创新”
推进文明生态村建设
从 2000 年开始，文昌市共投
入 20 多亿元创建文明生态村 2412
个，占全市 2782 个自然村总数的
90%。
近年来，文昌市坚持“四大创
新”大力推进文明生态村建设：加
强领导，创新机制；联系实际，创
新思路；突出特色，创新内容；注
重实效，创新措施。
文昌市深入发掘“生态环境优
势”
、“人文环境优势”和“侨乡优
势”等潜力，选点创建，实现文化
村庄、经济产业村庄、名人名居周
边村庄、贫困地区和革命老区、航
天城沿线沿路及周边村庄、农家乐
和八门湾百里绿道周边村庄等六大
连片创建文明生态村。
文昌市在航天城周边创建特色
文明生态村，以航天城沿线、沿
路、周边为重点，成片打造集航天
游、乡村游于一体的文明生态村
80 多个，让广大游客在参观航天
城的同时，能够在周边参观游览具
有文昌特色的文明生态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