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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闻
天天钱进
沪综指 深成指

昨日市况

开：
3053.03 低：
3034.10
高：
3081.45 收：
3079.80
成交额：
1544 亿元
涨跌幅：
+0.89%

涨跌：
+27.02

开：
10187.31 低：
10124.98
高：
10323.00收：
10315.28
涨跌：
成交额：
1945 亿元
+139.94
涨跌幅：
+1.38%

天天开彩

7

排列三 排列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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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省中奖情况：
“排列 3 直选”中 0 注；
“排列 3 组选 3”
中3注，
单注奖金346元；
“排
列5直选”
中0注。全国中奖情况：
“排列3直
选”
中3323注，
单注奖金1040元；
“排列3组
选3”
中6956注，
单注奖金346元；
“排列5直
选”
中26注，单注奖金 10 万元。

七星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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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刘泽飞
本报讯 昨日，省长沈晓明深入琼中黎族苗族
自治县考察调研，他要求要在深入贯彻习近平总
书记“4·13”重要讲话和中央 12 号文件精神中，
找准发展定位、主动作为，把全面深化改革开放
各项举措落到实处。
位于琼中湾岭镇的中部绿色产业园区是省级
重点产业园区。沈晓明非常关心这个园区的发
展，特意前来实地了解招商引资、管理运行等情
况。他强调，中部绿色产业园区首先要明确发展
定位，坚定不移把农产品深加工作为主业，将物
流业作为农产品深加工的配套服务。可以利用
琼中距离省内机场都较近的区位优势，打造航空
配餐中心。省直有关部门要加大招商引资力度，
引导有实力的农产品加工企业向这里聚集。
脱贫攻坚工作是沈晓明此行的一个调研重
点。沈晓明首先来到湾岭镇岭门村看望了王积

坤、王成安两家。随后又采用不打招呼的方式来
到偏远的黎母山镇干埇村，随机走访陈启浪、曾
德谦等贫困户，每到一户，沈晓明都顾不上坐下
就拉着他们详细询问家里生产生活情况，与贫困
户一起仔细核实每一笔收入支出账，比对符合哪
些帮扶政策。他反复叮嘱有关部门和基层干部，
扶贫工作中一定要高度负责，细之又细，通过严
谨细致的工作做到精准识别、精准脱贫，不断提
升人民群众对扶贫工作的满意度。针对不少贫
困户因病致贫的问题，他再次强调了在五指山
市、白沙县等地区调研中反复要求过的做好预防
疾病等工作，沈晓明强调，只有拥有强健的身体
才会有民族的未来，要把确保黎族苗族同胞身心
健康作为关心少数民族发展的大事来落实。
沈晓明还来到湾岭镇大边村，考察人工湿地
污水处理系统，了解项目建设成本和管理维护。
他要求因地制宜选择处理技术和投资管理模式，
把水质在线实时监测设施纳入项目建设内容，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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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奖情况：
“4+1”中 0 注；
“ 定位
4”
中 0 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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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面深化改革开放背景下
找准定位主动作为
立考核机制，确保农村污水处理设施可持续有效
运行。
在下午召开的座谈会上，沈晓明听取了琼中
经济社会发展情况汇报，肯定了琼中经济社会发
展取得的进步。他要求琼中在海南全面深化改
革开放进程中找准定位、主动作为。一要把脱贫
攻坚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首要任务来抓实，打赢
这场硬仗。二要在生态文明建设上做表率。中
部山区生态保育不是不要发展，而是要以保护生
态环境为前提的发展。这更要求抓准产业定位，
重点发展热带高效农业和全域旅游。要以建设
热带雨林国家公园建设为抓手，完善生态保护补
偿机制，探索资源资产市场化机制，把琼中的山
水空气变成真金白银。三要把园区作为发展特
色产业、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主战场。要做好
规划等各项前期工作，引进先进开发主体，全力
推动项目落地和园区发展。
省政府秘书长倪强参加调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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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晓明在调研琼中经济社会发展时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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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中奖情况：
一等奖中0注；
二等奖中
5 注，单注奖金 56281 元。海南一等奖中 0
注；
二等奖中0注。下期奖池基金：
662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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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口

多云
27℃-35℃

三亚

多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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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风 3-4 级

29℃-32℃ 西风 4-5 级

我省就促进中小微企业
“专精特新”
发展征求意见

入库企业可获融资扶持
□记者 刘兵
本报讯 昨日，省工信厅印发《海南省促进
中小微企业“专精特新”发展工作实施方案》
（下
称《实施方案》）征求意见函，就进一步提升“专
精特新”中小企业的发展质量和水平，激发企
业创新创造活力，增强核心竞争力，形成新的竞
争优势，促进海南经济持续向好发展，广泛征求
意见。
《实施方案》提出，利用 3 年时间，筛选 500
家以上走“专精特新”发展道路的后备中小企业
入库，滚动培育 200 家以上
“专精特新”重点中小
企业，总结推广一批中小企业“专精特新”发展
模式，打造一支在技术、市场、产品、管理等方面
具有持续竞争力的中小企业群体。
对于纳入海南省“专精特新”企业培育库的
条件，
《实施方案》作出了相关规定。企业具有
良好的成长性，属于国家和省重点鼓励发展的
产业、产品和技术领域中的企业，我省 12 个重点
产业领域的企业优先入库培育。同时，长期专
注并深耕于产业链中某个环节或某个产品，注
重特色化生产和经营，注重创新和信息化管理
的企业，也将获得纳入资格。但是，在申报或者
评审过程中提供虚假信息，近两年发生过安全、
质量事故，环保不达标或发生过环境污染事故，

声明
海南特区报社旗下媒体，包括
《海南特区报》、
《海南特区报》数字报、
海南特区报官方微博群、
海南特区报
官方微信群形成的“一报”、
“一网”、
“两微”
产品矩阵。
任何媒体机构及营利性组织，
凡在网站、移动客户端、手机报、官
方微博和微信等平台上使用海南特
区报社拥有版权的作品及新闻信
息，须事先取得本报社的书面授权
后方可使用和转载。

公告
根据中央统一部署，省委宣传部、
省文体厅、省记协自即日起，受理新闻
敲诈和假新闻的案件线索举报。我们
郑重承诺：严守保密规定，对重要线索
一查到底，定期通报受理查处情况。
举报电话：
12318（省文化市场行政
执法总队）、66810531（省记协），举报邮
箱：
hnxwjb@163.com。
省委宣传部 省文体厅 省记协
2014 年 5 月 24 日

有偷税、漏税行为，以及有其他违法违规行为且
列入黑名单的企业，
将不予纳入。
入库培育的后备企业，具备一定的条件后，
将作为培育重点企业。这些条件包括，企业成
立三年（含）以上，上年度年营业收入 1000 万元
以上且申报前两年主营业务收入同比正增长。
基于大数据、物联网、云服务等新业态、新模式
的互联网企业不受年营业收入额的限制，要求
申报前两年主营业务收入年均增长不低于
10%，且上一年度缴纳社保月均员工数不少于
50 人。以及在专业化、精细化、特色化、创新等
方面具有一定成就的企业。
对于入库培育的后备企业，我省将在融资
和公共服务方面给予扶持。包括引导券商、会
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等中介服务机构与“专
精特新”中小企业开展服务对接，鼓励企业在各
级资本市场上市融资。每季度收集“专精特新”
培育重点中小企业融资诉求，组织企业与各类
产业发展基金对接。并将利用财政资金贴息、
补助、奖励、风险补偿等多种方式，鼓励银行、融
资性担保机构、保险机构等为“专精特新”培育
后备中小企业提供融资服务。以及依托国内著
名高校，从已入库的“专精特新”培育重点中小
企业中，每年遴选 30-50 名企业董事长参加中
小企业经营管理领军人才系统进修培训。

省食安办发布端午节消费提醒：

“炎值”
惊人
琼岛今日最高温 37℃
□记者 吴兴
本报讯 昨日下午，记者从省气象台获悉，
今日我省天气以多云为主，北部和西部局地
有雷阵雨，气温在 27 至 37℃之间。气象台预
计，明后两日全省降雨范围进一步扩大，雨量
也会增大。
今日白天：北部，多云，局地午后有雷阵
雨，最低气温 27-29℃，最高气温 35-37℃；中
部，多云，最低气温 25-27℃，最高气温 3234℃；东部，多云，最低气温 27-29℃，最高气
温 33-35℃；西部，多云，局地午后有雷阵雨，
最低气温 28-30℃，最高气温 33-35℃；南部，
多云，
最低气温 27-29℃，最高气温 31-33℃。
今日夜间到明日白天：北部，多云，午后有
雷 阵 雨 ，最 低 气 温 26- 28℃ ，最 高 气 温 3436℃；中部，多云，午后有雷阵雨，最低气温
25-27℃，最高气温 33-35℃；东部，多云，午
后有雷阵雨，最低气温 26-28℃，最高气温
34-36℃；西部，多云，局地午后有雷阵雨，最
低气温 27-29℃，最高气温 34-36℃；南部，多
云，
最低气温 27-29℃，
最高气温 32-34℃。
14 日夜间到 15 日白天：北部，多云有大
雨，局地暴雨，最低气温 24-26℃，最高气温
31-33℃；中部，多云有中到大雨，最低气温
23-25℃，最高气温 31-33℃；东部，多云有大
雨，局地暴雨，最低气温 25-27℃，最高气温
31-33℃；西部，多云有中雨，最低气温 2527℃，最高气温 31-33℃；南部，多云有中雨，
最低气温 25-27℃，
最高气温 31-33℃。

切勿购买
“返青粽子”
□记者 韩建东
本报讯 端午节即将来临，为确保公众在节
日期间食用粽子安全，省食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
发布了食品安全消费提示，提醒消费者在选购、
贮存和食用粽子时，切勿购买
“返青粽子”。消费
者如果发现购买的粽子或生产经营粽子的单位
存在食品安全问题，可拨打 12331 投诉举报，一
经查实，
最高可获 50 万元奖励。

选择正规的渠道购买粽子
要向有证照的超市、商场及其他食品经营者
购买粽子，网购粽子要选择正规的网购平台和信
誉度高的网店经营者。购买预包装粽子要看清
外包装上的标签标识，如生产日期、保质期、生产
者名称和地址、成分或配料表、食品添加剂、食品
生产许可证编号等是否齐全；真空包装的，要查
看是否漏气胀袋；不购买无厂名、厂址、生产日期
和保质期的预包装粽子。购买时还应注意保存
相关凭证。

切勿购买“返青粽子”：粽叶经过高温蒸煮后
绿色会褪去一些，略发黄，属正常现象。
“返青粽
子”
为用
“返青粽叶”
包出来的粽子。
这种“返青粽叶”很可能通过化学染色手段，
在浸泡粽叶时加入工业用的硫酸铜，让已经失去
原色的粽叶返青，使粽子表面色泽光鲜、翠绿，食
用这种粽子有导致铜中毒的风险。消费者在购
买粽子时，
遇到粽叶颜色不正常的要格外留心。

正确保存粽子
对于真空包装类和速冻类粽子，购买后要按
照标签标示方式保存，并按照标示食用方法加工
食用。注意适量购买散装粽子，最好是现吃现
买，
避免粽子放置过久变质。

粽子食用要适量
粽子主要原料是糯米，不易消化，少量食用
不会对消化系统造成负担，但如果食用过多容易
引起腹胀；也不要立即食用刚从冰箱中取出的粽
子，
以免引起消化系统不适。

天安门本周五
启动修缮
预计明年 4 月底恢复对外开放
天安门城楼及城台修缮方案已获国家文
物局批准，将于今年 6 月 15 日正式开工。为
避免修缮工程施工期间施工人员、设备设施
与游人交叉造成安全隐患，结合施工计划安
排，
15 日起天安门城楼停止对外开放。
近年来，经专业机构检测，天安门城楼及
城台总体处于安全状态，但也出现了城台渗
水、墙体抹灰局部空鼓，城楼彩画开裂，部分
设备设施老化等问题，影响了天安门城楼的
日常开放和重大活动使用需求。
本次主要针对上述问题进行修缮，预计
明年 4 月底恢复对外开放，
5 月底全部完工。
北京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