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打工积累经验和资金后!黄海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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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畅学 主编
*

董纯进 美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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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和平

海南日报$南海网 庆祝新中国成立 +% 周年特别策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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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一 农业篇

采访札记

相关链接

!

五指山位于热带雨林腹地!处

于热带北缘!素有"南国夏宫#$"天然

别墅%美誉!属热带海洋季风气候!冬

暖夏凉$光照充足& 雨量充沛!年降雨

量在
!"##$$

以上!适宜多种农作物

生长&

!

五指山是海南主要河流发源

地! 是全省最大的水源涵养区& 大小

河溪
%&

条!年平均流量
!!'&"

亿立方

米! 为发展高效农业和绿色生态产业

提供可靠的灌溉水源&

!

五指山森林覆盖率达
"!!

!富

氧离子含量大!没有工业污染!保持着

相对洁净的生态环境! 为发展特色农

业和高效农业提供了优越自然条件&

"邵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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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指山市大力发展特色产业促农民增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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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地制宜发展特色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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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渠道促进农民增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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扬长避短
创新谋发展

邵长春

五指山市的农业发展受到许多天

然条件制约!人多地少!山多田少!坡

地多平地少& 这些不利的客观条件制

约了五指山农业的发展! 使得该市不

可能像一些农业大县那样去搞规模化

农业&

但同时五指山市又具有其他很多

地方没有的气候优势和环境资源& 山

地气候! 昼夜温差大非常适合花卉和

蔬菜等作物生长!雨量充沛$无污染的

水质为发展高附加值农业提供了条

件&

五指山市委$ 市政府发展农业的

思路很明确!那就是扬长避短!根据本

地的实际情况!向土地要效益!提高每

亩地的单位产出! 找到适合自己发展

的道路&

同时 ! 考虑到当前人民群众生

活水平的提高 ! 消费观念也发生很

大转变 !精神消费 $追求健康的理念

深入人心 & 五指山市把花卉业和有

机蔬菜这种 "时髦 %产业引进来 !并

努力扶持 ! 正是看到存在这样一个

巨大的市场&

而在这种产业结构调整中! 五指

山市委$ 市政府始终把农民的利益放

在第一位!创新思路!引导农民把土地

作为资本!通过"土地入股%等形式!既

实现了土地的合理流转! 又有效地促

进了花卉产业的快速发展! 而且解放

了与土地紧密相连的劳动力&

从更大方面讲!这种模式也使得许

多种地的农民转变为"农业工人%!虽然

不离开土地!但却能领到工资$赚到红

利!从而增加了收入& "土地入股%!不仅

是解放思想的具体体现!也是对农村改

革进一步深化的有益探索&

五指山市的经验证明! 在发展农

业的过程中! 没有一个统一的模式可

循!只有因地制宜!扬长避短!不断创

新思路! 才能走出一条适合本地农业

发展的道路&

新闻特写

人物专访

五指山市大力发展热带花卉%高山有机蔬菜等产业促经济发展&助农民增收' 图为已建

成的南圣镇志保村红掌花卉基地( 本报记者 王凯 摄

中国联通近期宣布!为进一步提升一卡充服务质量"完善服
务功能!

&##(

年
"

月
!)

日
)

时起! 公司一卡充系统将完成全面
升级! 升级后的一卡充将能为中国联通的移动电话 #包括

*+,

和
-./,0

$用户%固话用户"小&大$灵通用户及宽带&与固话捆
绑$用户充值' 一卡充的充值服务功能!将扩展至全业务范围(

据中国联通市场部相关负责人介绍! 一卡充系统于
&##(

年
!

月
!

日正式商用!在我国率先实现了)一卡在手%全国通
用*的充值服务模式!率先解决了异地充值难的问题' 本着方便
用户!不断完善服务的宗旨!中国联通针对联通用户往来香港
和内地的通信需求! 于

1

月
!

日在香港地区开通了一卡充服
务!成功实现联通各地用户在香港无障碍充值' 近期中国联通
又统一部署并完成对原有一卡充系统的全面升级改造!决定自
&##(

年
"

月
!)

日起!开展全业务)一卡充*试商用'本次一卡充
系统升级后!用户购买的充值卡无论是中国联通新发行的印有
全国通用)一卡充*字样的充值卡!还是中国联通原已发行的印
有全国通用)手机充值卡*字样的充值卡!均可实现为中国联通

移动电话&包括
*+,

和
-./,0

$+固话%小&大$灵通及宽带
&与固话捆绑$!在全国&含香港地区!不含台湾%澳门$范围内无
障碍充值(

这位负责人还指出!未与固话捆绑的宽带用户!暂时还不
能使用中国联通全业务)一卡充*进行充值( 他同时强调!中国
联通目前正在安排力量完善相关系统功能!预计这一问题有望
在年底前解决(

据介绍!目前中国联通共推出了面值为
&#

元%

%#

元%

2#

元%

!##

元%

&##

元%

2##

元六种一卡充充值卡!用户只要拨打全国统
一的免费充值专线

!##!!

&漫游到香港地区的中国联通用户拨
打

33!!##!!

$即可充值(

据了解!此前中国联通已推出了全业务网上服务系统,,,

&

444'!##!#'56$

$网上营业厅!给众多的新老联通用户带来了
更多的便捷( )一卡充*系统此次全面升级后!用户依然可以通
过

!##!#

网上营业厅完成购卡%充值等功能!将进一步方便广
大客户使用中国联通的各类业务(

!"#$%&'(!")*+#,-./0+1

受委托!我公司将于
&##(

年
(

月
"

日 上午十点在本公司
拍卖大厅对下列资产进行公开拍卖-

标的展示时间)

&##(

年
"

月
&1

日至
&##(

年
(

月
1

日
拍卖地点)海口市大同路

%3

号华能大厦
!&

楼
7

座
拍卖方案)整体打包拍卖 竞买保证金)

"#

万元人民币
保证金汇入账号)开户行)交通银行海口大同支行 开户名)

海南鑫一拍卖有限公司 账号)

13!3#!&###!"!2##&#&(1

请有意者于
&##(

年
(

月
1

日前&以保证金到账为准$到本
公司了解详情并办理竞买手续(

地址)海口市大同路
%3

号华能大厦
!&

楼
7

座
电话)

#"("833))&!%( !%%#)3!)()%

234)56789:56;<

'

&##(

(第
##&

号

序号
!

&

%

1

2

标的名称
和庆市场

洛基市场

富克市场

兰洋市场

南丰市场

土地面积
9,

&

:

(13'1!%

"3#'##

!;&#"'%!%

&;###'##

"!1'&1

888

888

!&(;((#'##

888

&12

!

#"3'&1

土地参考价
9

元
:

房产面积
9,

&

:

&(&'"&

2)!'%"

&31'!"

888

)&3'#%

888

888

3&;!(3'##

888

2!%

!

22&'12

房产参考价
9

元
:

%&1;)1)'##

%%(;1%&'##

!(&;!"3'##

1;&#(;&##'##

)2";3%('##

总参考价
9

元
:

=3>?@?A

B""CDEFGHIJKL

咨询电话)"

%"'"

#

++(,-".+

%

++-'--,"

详情请点)

/011234455560789:;<=:6>945<?(+@'49A@&(@+"$&B

地 址)海南大学泰坚楼
(&)

室 法学院成教办

经教育主管部门批准! 我院今年继续面向社会招收
成人高等教育学员!欢迎有志学习法律者到我院学习(

)$KLMN!

&一$高中起点本科 .&二$专科升本
科.&三$高中起点专科'

B$?OPQ$?RS?T!

利用双休日授课' 高中
起点本科班学制五年.专科升本科班与高中起点专科班
学制两年半' 学费

&2##

元
<

年'

U$V?W@SX/YZ!

所有学员都要参加成人
高考' 通过成人高考且修完规定课程经考核合格者!发
给国家承认学历的海南大学本科或专科毕业证书' 符合
条件的!授予法学学士学位'

[$EFG\]^_`aSbc!!

月
"#

至
$

月
#

日'

bc!

考生户籍所在地招办'

我司是省属国有重点企业! 现根据公司业务需要拟向社会
公开诚聘以下人员-

)defghijikl!_

!

+

1#

岁以下!财经+审计类专业!国家统招大学本科以上学
历!硕士以上学历优先.

&

+获得注册会计师+注册审计师或国际审
计师资格优先.

%

+

2

年以上大中型企业集团审计+稽查+财务工作
经验!熟练操作财务软件.

1

+诚实正直!工作积极主动!责任心强'

BdmnopiqrFst"_

!

+

1#

岁以下!身体健康.

&

+金融+经济管理等相关专业!熟悉
投融资业务!本科以上学历!

&

年以上大中型企业资本运作项目工
作经验.

%

+有投融资良好业绩!具有良好的社会关系者优先考虑'

Uduvwxijik#!_

!

+

1#

岁以下.

&

+大学全日制本科以上学历
;

中文+文秘或相关
专业毕业.

%

+娴熟公文写作业务!具有较强的文字写作功底和沟通
协调能力.

1

+具有办公室领导岗位两年以上工作经历!特别是具有
大型国有企业办公室副主任以上工作经验!能力突出者优先'

地址)海南省海口市大同路
$"

号海口国际商业大厦
"$'

室
邮编)

,.&@&(

电话)

&"'"C++,&',$@

传 真)

&"'"C++,&',$&

邮箱)

078979D=E@(+;>FG

联系人)蔡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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