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工人正在车间挑选无核荔枝果。 本报记者 宋国强 通讯员 王家专 摄

精品化品牌化带动农民增收

澄迈无核荔枝今年卖 2.5亿
本报金江 6月 5日电（记者孙慧 特

约记者陈超 通讯员王家专）在荔枝集中
上市价格齐跌的情况下，澄迈无核荔枝
地头收购价最高 1000元 /公斤，最低 60
元 /公斤，而且供不应求。 这是记者今天
从澄迈县无核荔枝开摘仪式上获悉的。

“我的无核荔枝能卖出 1000 元 /
公斤的高价， 是因为我们一直坚持走
精品化品牌化之路。 ”今天，澄迈无核
荔枝种植户王廷标站在种植基地里，自
豪地告诉记者， 他所种植的 200 亩超
级无核荔枝， 都是客户直接到果园采
购，荔枝不出园就已卖完。

近年来，无核荔枝已成为澄迈精品
化品牌输出的成功案例之一。种植户在
率先掌握无核种植技术情况下，坚持以
精细化管理保证高产优量、以标准化采
摘保证产品优质、以多渠道销售保证产
品畅销，让市场价格主动权掌握在种植
户手中，带动一方农民致富。

今年， 澄迈种植无核荔枝近 8000
亩， 预计总产量达 638万斤， 总产值达
2.5亿元。 无核荔枝的高产高销不仅带动
了当地农民增收， 也带动了其他市县及
广东、广西、福建等地无核荔枝的种植，
成为全省乃至中南地区农民的摇钱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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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师大附中海口中学
高薪诚聘高中各学科带头人

我校大门永远向人才敞开，常年向全国高薪诚聘高中各学科带头人。
一、招聘条件：省、市县重点中学执教 4 届以上高中毕业班的学科带头人，

特级教师或国际奥林匹克竞赛中获“金牌”指导奖教师。
二、福利待遇：学校提供住宿，年薪 12～20 万元；特级教师或国际奥林匹

克竞赛中获“金牌”指导奖教师年薪面议。
三、 应聘方法： 提供个人简历及各种证书复印件 （面试时提供原件）寄

（送）到我校办公室。
四、联系方式：
邮寄：海口市滨海大道 48号湖南师大附中海口中学办公室
电话：（0898）68583993����������������联系人：金老师
邮箱：hkzx68583993@163.com�����网址：http://www.haikouzx.com/

海南省社会救助机构投诉举报电话
为贯彻落实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整改方案,全省民政系统开展了低保专项整治活动,为了增加工作透明度,促进救助工作

公开、公平，省民政厅决定向社会公布全省社会救助机构投诉举报电话，欢迎社会各界监督。
序号
1

2

3
4
5
6
7
8

市县区名称
省民政厅

海口市

三亚市
五指山市
东方市
白沙县
琼中县
昌江县

机构名称
社会救助局

海口市民政局低保中心
龙华区民政局低保中心
美兰区民政局低保中心
秀英区民政局低保中心
琼山区民政局低保中心

三亚市民政局社会救助科
五指山市民政局低保办

东方市民政局救助办公室
白沙黎族自治县民政局低保办

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民政局低保办
昌江黎族自治县民政局社会救助岗

投诉电话
65319997
68723696
66569063
65322092
68656511
65895365
88256092
86622319
25539382
27726012
86238258
26633500

序号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市县区名称
文昌市
万宁市
临高县

洋浦开发区
澄迈县
定安县
保亭县
儋州市
琼海市
乐东县
屯昌县
陵水县

机构名称
文昌市民政局社会救助股
万宁市民政局社会救助股
临高县民政局社会救助股

洋浦经济开发区社会发展局
澄迈县民政局社会救助岗
定安县民政局社会救助股

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民政局低保办公室
儋州市民政局低保办公室
琼海市民政局社会救助股

乐东黎族自治县城乡低办公室
屯昌县民政局社会救助岗

陵水黎族自治县民政局社会救助室

投诉电话
63222729
62135198
28284380
28829556
67611369
63828022
83662090
23312821
62924393
85523380
67812415
83323154

习近平出席中阿合作论坛第六届部长级会议开幕式并发表重要讲话

“一带一路”是互利共赢之路
新华社北京 6 月 5 日电 （记者钱

彤 辛俭强 杨媛媛）中阿合作论坛第六
届部长级会议 5 日在人民大会堂开幕。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开幕式并发
表题为 《弘扬丝路精神， 深化中阿合
作》的重要讲话。习近平表示，通过古老
的丝绸之路，中阿人民的祖先走在了古
代世界各民族友好交往的前列。 当前，
中阿都面临实现民族振兴的共同使命
和挑战。 希望双方弘扬丝绸之路精神，
以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 21 世纪海上
丝绸之路为新机遇新起点，不断深化全
面合作、 共同发展的中阿战略合作关
系。

习近平代表中国政府和人民向会

议召开表示祝贺。
习近平表示，回顾中阿人民交往历

史，我们就会想起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
香料之路。 千百年来，丝绸之路承载的
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
赢精神薪火相传，在文明交流互鉴史上
写下了重要篇章。 中阿人民在维护民族
尊严、 捍卫国家主权的斗争中相互支
持，在探索发展道路、实现民族振兴的
道路上相互帮助， 在深化人文交流、繁
荣民族文化的事业中相互借鉴。

习近平指出，未来 10 年，对中阿双
方都是发展的关键时期。实现民族振兴
的共同使命和挑战，需要我们弘扬丝绸
之路精神，促进文明互鉴，尊重道路选

择，坚持合作共赢，倡导对话和平。
习近平强调，“一带一路” 是互利

共赢之路。 中国同阿拉伯国家因为丝绸
之路相知相交，是共建“一带一路”的
天然合作伙伴。 中阿双方应该坚持共
商、共建、共享原则，打造中阿利益共同
体和命运共同体。 既要登高望远、也要
脚踏实地，构建“1+2+3”的合作格局，
即以能源合作为主轴， 以基础设施建
设、贸易和投资便利化为两翼，以核能、
航天卫星、新能源三大高新领域为新的
突破口，未来 10 年，争取把中阿贸易额
从去年的 2400 亿美元增至 6000 亿美
元，把中国对阿非金融类投资存量从去
年的 100 亿美元增至 600 亿美元以

上，加快协商和推进中国－海湾阿拉伯
国家合作委员会自由贸易区、阿拉伯国
家参与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争取早
期收获。 双方应该依托并增进中阿传统
友谊。中阿双方决定把 2014年和 2015
年定为中阿友好年，将举办一系列友好
交流活动。 今后 3 年，我们将为阿拉伯
国家再培训 6000名各类人才。未来 10
年，我们将组织 10000名中阿艺术家互
访交流，推动并支持 200 家中阿文化机
构开展对口合作。

习近平指出， 成立中阿合作论坛，
是我们着眼中阿关系长远发展作出的
战略抉择。 希望双方抓住共建“一带一
路”的新机遇， 下转 A02 版荩

促进文明互鉴

尊重道路选择

坚持合作共赢

倡导对话和平

蒋定之主持召开全省中小微企业发展座谈会强调

支持中小微企业发展的政策要落地
本报定城 6 月 5 日电 （记者彭青

林）今天上午，省长蒋定之在海口、定安
调研中小微企业发展并召开座谈会，听
取企业和行业协会代表意见建议，研究
解决企业发展面临的问题，共商中小微
企业发展之路。 蒋定之强调，在经济下
行压力持续加大的形势下，中小微企业
遇到了不少难处，各级各有关部门要高
度重视和支持企业发展，带着感情和责
任帮助企业解决实际问题，推动各项扶
持政策落地， 和企业一起共渡暂时难
关，为实现今年预期目标，促进海南经
济健康可持续发展不懈努力。

蒋定之一行先后来到海口皇隆制
药公司和定安恒泰食品公司，仔细了解
企业生产经营情况，并现场协调解决征
地、融资等具体问题。 蒋定之对企业负
责人说，困难年年有，大发展小困难，小
发展大困难，不发展最困难。 困难面前
赢在信心， 越是困难的时候越要有信
心。 要正确认识当前经济形势，进一步
增强信心、苦练内功、克难进取，为未来
发展积蓄力量。

蒋定之在座谈时指出，全省中小微
企业贡献了近 50%的 GDP， 提供了超
过 70%的税收， 吸纳了超过 90%的就

业人口， 是我省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石，
地位重要、作用突出、使命光荣，省委、
省政府高度重视和全力支持中小微企
业的发展。

在听取各方意见后，蒋定之对当前
宏观经济形势进行了深入分析。 他说，
中小微企业的出路在 “专精特新”，优
势和竞争力也在“专精特新”。 要坚持
走“专精特新”发展路子，围绕核心业
务、主营业务，一门心思、心无旁骛做好
自己熟悉的、擅长的、能做得好的事，在
专心、专注、专业、专长上下功夫，以足
够的定力和坚韧的耐力，培育核心竞争

力，打造属于自己的品牌。
蒋定之指出，决定企业生死的是市

场。 中小微企业的眼睛要紧盯市场，围
绕市场干， 向着市场转， 深入研究、细
分、找准市场定位，做市场的开拓者、引
领者。 要非常重视加强企业内部管理，
向管理要效益、要竞争力，推动企业管
理上档次、上台阶。

蒋定之强调，各级政府要切实为中
小微企业营造良好发展环境，和企业坐
在一条板凳上思考问题，想企业所想之
事，急企业所急之需。 少一点干扰，多一
点帮衬； 下转 A02 版荩

用生态自觉护住 99%
■ 海风纯

昨天是世界环境日，统计数据表明，我省去年
空气优良天数超过 99%， 生态环境质量继续保持
优良态势。

我省坚持生态立省，科学发展、绿色崛起的发
展理念已深入人心。 99%的成绩单，实属不易，但
要保住 99%，可能更不易。

端午节期间，有外省朋友来访，朋友感慨“海
南的天真蓝”，笔者随口应道“以前更蓝”。 笔者的
回答，既有一份小小的自得，亦有一丝丝忧虑。

99%的优良天气，放眼全国确实独领风骚，我
们完全有理由为之骄傲。 但是， 在 99%背后，与
2012 年相比，我省空气质量略有下降。 个中原因
很多， 其中之一就是受大陆污染物远距离输送带
来的污染。 此外，我们不妨扪心自问，全省还有多
少污染企业在偷排偷放？ 还有多少触目惊心的
“垃圾围村”？ 这些问题不下大力气解决， 必然会
影响海南的生态环境和空气质量。

99%，是激励，是动力，更是鞭策。 全省人民一
定要以生态自觉的高度护住 99%， 护好海南生态
的金字招牌，因为这是我们发展的最大本钱。

今年我省异地高考开闸
14考生报名造假露马脚

一半考生
能上本科

本报海口 6 月 5 日讯（记者郭景
水） 记者从今天上午召开的 2014 年
海南省普通高考新闻宣传工作通报会
上获悉， 我省今年的普通高考报名人
数共计 61095人。 报名总人数比去年
增加了 4426 人， 增加的主要原因是
今年普通中学的应届毕业生比 2013
年多了 5000多人。

据了解， 在我省今年报名参加高
考的考生中，最大的考生年龄为 1974
年出生，有两人，分别在三亚、儋州考
区报名。另外，报名考生中有两名三沙
户籍的考生，一个在海口考区报名，另
一个在文昌考区报名。

今年，我省异地高考开闸实施，共
有 372 名省外户籍的考生将在我省
参加高考。 经审查，86名考生符合“3
个 6”（即 6 年学籍、6 年居住、6 年社
保）的报考条件，填报志愿时不限报，
38 名考生符合 “3 个 3”（即 3 年学
籍、3年居住、3 年社保) 的报考条件，
仅可报考在本科三批录取的学校和省
内外高职专科学校，248 名考生符合
“3个有”（即有就读经历、 有合法稳
定所、有合法稳定职业）的报考条件，
仅可报考省内高职专科学校。

在今年高考报名过程中， 各市县
公安部门和教育部门严格审查考生的
户籍和学籍， 取消了乐东黎族自治县
14名持假户口考生的报名资格。

今年是我省全面实行调整高考照
顾加分政策的第一年，全省共有 7692
名考生申请享受政策照顾加分， 其中
少数民族聚居地区的少数民族考生有
6554人，占申请加分人数的 85.2%。

今年， 全国有 1240 多所高校在
我省招生， 本专科计划招生数比去年
增加。 下转 A05 版荩

我省印发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实施方案

承载中国梦 谱写海南篇章
本报海口 6 月 5 日讯 （记者彭青

林）去年底，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了《关
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
意见》；结合海南省情实际，省委办公厅
日前印发了《海南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实施方案》（以下简称
《方案》）。五个方面、十六条内容，在学
习贯彻中央精神的基础上，更从海南经
济社会发展和精神文明建设的特色、
“个性”出发，提出了丰富而具体的落

实路线图，在服务“中国梦”的同时，谋
划美丽的“海南篇章”。

突出鲜明主题
立足海南特色构建活动载体

《方案》 从一开始就立足海南实
际，明确了我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的指导思想。 《方案》在落实
中办《意见》的基础上进一步要求，深

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海南重
要讲话精神， 全面落实省第六次党代
会、省委六届五次全会要求”，以“争创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范例、谱写美丽
中国海南篇章”为目标，从而“为海南
科学发展、绿色崛起提供强大的精神动
力、价值引领和道德支撑”。

在具有鲜明海南特点的思路指导
下，《方案》 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
学习教育， 融入到多种主题教育活动

中，以贴近工作生活实际、贴近海南经
济社会实际的主题，作为在全社会培育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载体。

这些主题教育包括：深入开展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和中国梦宣传教育；组织
开展“遵德守礼”宣传教育；利用重大
节庆活动传播社会主流价值；发挥精神
文化产品在教育人、鼓舞人、塑造人方
面的重要作用等。

下转 A03 版荩

外交部：

中方将坚决遏制
越方危及钻井平台

新华社北京 6 月 5 日电 （记者张鹏雄 谭晶晶）
外交部发言人洪磊 5 日表示，中方对越方危及中国钻
井平台的危险行为将继续坚决遏制，越方采取的任何
使事态扩大化、复杂化的行动，最终损害的只能是越方
自身的利益。

当天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问，自“981”钻井平
台转场开始第二阶段作业以来， 越南方面一直在海上
干扰中方作业。 越方领导人和官员多次在国际场合声
称，中方作业区域位于越南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内，中
方作业侵犯了越南主权和管辖权， 越方考虑就有关问
题采取法律行动。 中方对此有何回应？

洪磊说，在对“981”钻井平台位于西沙群岛毗连
区的第一阶段作业进行强力干扰后，5 月 27 日以来，
越南方面继续出动包括武装船只在内的大批船只，对
“981”钻井平台第二阶段正常作业持续进行干扰。 两
阶段累计， 越方已冲撞中方现场执行护航安保任务的
公务船超过 1200 艘次，并布设大型漂浮物及碍航物，
严重侵犯了中方主权、主权权利和管辖权，危及中方人
员和设施安全，违反了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破
坏了该海域航行自由与安全。 中方对此表示强烈愤慨
和坚决反对。 下转 A05 版荩

������为落实十八届三中全会 “发展普惠金融， 鼓励
金融创新” 精神和省委 “我为农民增收办实事” 要
求， 更好地报答海南百姓， 省农村信用社隆重推出
50 万元以下 “一小通” 循环贷款， 实现一次审批，
循环使用， 10 年有效。

申请贷款客户， 通过农信手机银行、 网上银行、
96588 电话银行， 让您足不出户， 农信信贷员上门
服务， 5 天内贷款业务办结； 对于优质诚信客户，
24 小时内贷款送到家。

贷款送到家96588

个别政府部门节电执行不到位

无人会议室
空调开到 16℃

全县只设一考点
苦了乐东千名高考生

新疆宣判
一批涉暴恐案件
23案81人被判刑，其中 9死刑 3死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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