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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那大7月10日电（记者易宗平
特约记者谢振安 通讯员张琳）“咯咯哒，
咯咯哒……”今天，记者一走进儋州市木
棠镇谭乐村，就听见前面桉树林里有很多
只鸡在举行大“合唱”。这是儋州雄起珍
禽良种产业专业合作社的乌鸡养殖基地。

木棠镇谭乐村有大片森林，养殖

大户冯广著、余其养、李婷等瞅准商
机，联合部分农户组建了儋州雄起珍
禽良种产业专业合作社，在林下放养
乌鸡。据该合作社负责基地管理工作
的李婷介绍，谭乐村已养殖1.3万只乌
鸡，放养同时也在林间空地抛撒稻谷、
玉米、花生饼等杂粮。目前，该基地日

产蛋3000枚，打出了“儋凤乌骨鸡”品
牌，除在省内的三亚、海口等地销售
外，还远销湖北、北京、上海等地。

“我们要‘干给农民看，带着农民
干’，下半年向周边农村推广，使乌鸡
这一特色养殖成为农户脱贫致富的产
业依托。”该合作社负责人余其养说。

本报海口7月10日讯（记者邵长
春 实习生周川又 通讯员谢曦）记者今
天从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了解到，今年
上半年我省多次组团赴岛外参加房展
会，下半年还将继续加大岛外房产促销
力度，于秋季分别赴北京、成都、哈尔滨
等地举办房地产专场推介会。

据介绍，今年4月中旬，海口市住
建局组织32家企业，省房地产业协会

组织三亚、琼海、澄迈、文昌、万宁等市
县共20余家企业近30个项目参加北
京春季房展会；5月初，省房地产业协
会再次组织东方、陵水等市县共30多
个房地产项目参加成都春季房地产展
示交易会，期间成交18套。下半年，我
省还将积极组织房地产岛外推介活动。

同时，省住建厅还将积极配合省商务
厅、省旅游委、省农业厅赴哈尔滨、成都、

武汉参加海南经贸推介系列活动。此外，
对有资质、有经验的企业组织的房展会将
积极给予支持。

省住建厅还要求各市县总结历次
房地产推介经验，引导企业加大岛外宣
传促销力度，特别是对我国“三北”（东
北、西北、华北）、“三高”（高原、高寒、高
污染）地区进行重点宣传推介会，力求
开辟我省房地产销售新局面。

本报海口7月10日讯（记者陈怡 通
讯员胡文捷）记者今天从海南保监局获
悉，2014年上半年，全省各保险公司的
保险赔付金额增速超过保费增速，较好
发挥保险的保障功能。数据显示，全省
保险机构上半年保费收入47.93亿元，同
比增长22.20%，赔款和给付支出15.34
亿元，同比增长48.48%。

今年上半年，海口某纸箱厂发生火
灾，整个厂区厂房及仓库八成以上烧毁
倒塌，生产原料和成品纸箱大部分均过
火受损或被消防水淋湿受损，由于公司
投保了财产险，太平洋财险海南分公司
为其赔付870万元，有力支持工厂恢复
再生产，解决工人就业问题；海南西环铁
路建设过程中，一名建筑工人由于意外

被机械车辆压死，经核实，保险公司为其
支付了40万元的赔偿金，给家中孩子读
书生活提供支持。

“今年以来，我省保险业赔付金额
增长快速，赔付金额达到15.34亿元，发
挥了保险转移风险的作用。”海南保监
局相关负责人说。

接下来，海南保监局将根据国家医
改办和省政府的要求，积极收集基础数
据，比较湛江、清远等各地大病保险的
经营模式和实施经验，为我省大病保险
的实施提供参考。目前，该局正在配合
省政府做好大病保险医保招标书、合同
草本，完成大病保险宣传手册和大病保
险报销流程设计等工作，推动我省大病
保险政策出台。

我省加大房地产岛外促销力度

盯紧“三北”抓住“三高”

儋州：林下乌鸡“啄”开省内外市场

■ 本报记者 况昌勋

尽管吴淑庄不是很想承认，但是，他
的合作社已经“名存实亡”了。

“能不能注销掉？”7月9日，面对前
来采集信息的海南省农民专业合作社联
合会工作人员，这位海口市龙泉镇杨亭
村的农民，说出了自己心存已久的想法。

不仅是吴淑庄，根据已经采集的16
个市县信息来看，近4成农民专业合作
社明确表示“不干了”或已联系不上。很
多农民说，不知道合作社是干啥的？

合作社的困扰
贷款不方便
还被税务缠绕

吴淑庄总是用“承包”来代替“解散”。
这位老实巴交的农民，不知道合作社解散，
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总是回避这个字眼。

“合作社的30头母猪，全部‘承包’

给6个社员养殖，饲料、养殖、管理、销售
各自负责，自负盈亏。”吴淑庄的合作社
叫海口达富达种养专业合作社，2012年
成立，仅实行了一年的“统一饲料、统一
养殖、统一销售”就宣告“解散”。

吴淑庄告诉记者，龙泉镇地处火山
岩地区，土地贫瘠，于是和村里另外5
户，联合起来，搞养殖。“当时缺资金，听
到新闻里讲农民专业合作社，就希望注
册一个，好贷款。”

然而，让他没想到的是，由于合作社
没有可抵押的资产，以合作社名义贷款比
以个人名义贷款更难，最后“还是社员个人
贷款，然后凑在一起来投资”。2013年，猪
肉价跌，养殖亏本，矛盾出现，“有些人勤
快，有些人懒，互相指责，最后就分开了。”

虽然，合作社实质上已经解散，但是税
务部门时常登门，让吴淑庄想到去“注销”
掉。“说我们没有报税，要罚款，去年至今被
罚了2次，一共500元。”吴淑庄说，“但是注
销的程序，有点复杂，至今还没搞懂。”

合作社的现状
农民跟风注册
不知合作社用途

“农民专业合作社有啥用？有什么
好处？没看到好处。”近期，海南省农业
厅对全省合作社进行信息采集，工作人
员不停地听到农民这样的自问自答。

“将近5成的合作社理事长，不知道
合作社有什么作用。”工作人员丁小娟
说，“很多农民是跟风，或听说有补贴，就
也拉几个农户成立。没有想法、没有规
划，也不知道如何去操作合作社。甚至
一些合作社，一成立就未运行。”

运行的合作社也大都没有充分发挥
其作用。农村研究专家黄宗智说，农民专
业合作社是农户联合而形成的合作组织，
来负责单个小农无力承担的农产品加工和
销售，进而实现农业生产“纵向一体化”，把
农产品产业链中的大部分利润归于农户。

而根据调查，目前我省农民专业合
作社，大多数小而散，未能实现产业链上
的分工，只是简单地实现了“横向一体
化”，即联合起来扩大种养规模。

合作社的发展
相比资金扶持
合作社更需业务指导

“信息采集时我们发现，很多农民专
业合作社成员思想比较落后，发展盲目，
不知道向谁学习。”丁小娟说。

到了从数量向质量转变的时候
了。省农业厅副巡视员、农经处处长
蒙绪儒说，今年我们要对全省 1万多
家合作社进行摸底，实行分类管理，
总结运行好的合作社经验，进行推广
示范。

业内人士表示，目前我省对合作
社的扶持，大多数集中于资金，由于资
金不多，扶持力度和范围很有限；相比

资金扶持，更需要业务方面的指导，例
如报税、业务拓展等；还有就是引进人
才，“可以尝试让大学生村官参与指导
合作社”。

（本报海口7月10日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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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省农民专业合作社多数小而散，相比资金扶持更需业务指导

合作社扶持 更需“授人以渔”

本报那大7月 10日电（记者范南
虹 通讯员林红生）几乎每一项农业科
技成果都要经过至少超过十年以上的
研究周期。昨天上午，记者在中国热带
农业科学院橡胶所组培室看到，经过10
多年持续不断的研究，终于在我国首次
实现了油棕组培苗的规模化生产。

热科院橡胶所副所长、研究员林位
夫告诉记者，我国每年食用油供给缺口
很大，自给率仅占40%。“每亩油棕产油
量是大豆的8倍、花生的6倍、油菜的10
倍。如果推广油棕种植，我国完全有能
力解决食用油自给问题，还能提高农民
收入。”

林位夫介绍，油棕组培苗是从油棕
嫩叶切片培养获得，在无数次试验失败

之后，研究团队终于在2011年底获得了
突破性进展，并获得了珍贵的国内第一
株油棕组培苗。

2年多过去了，热科院橡胶所油棕
组培苗研究团队终于攻克了油棕组培
苗的关键技术，提高了油棕胚状体的繁
殖系数、生根率和移栽成活率等，使油
棕组培苗在我国的规模化培育、种植成
为可能。

前不久，“油棕体胚发生技术研
究”通过农业部成果鉴定，鉴定组专家
一致认为：该项目取得的科研成果达
到国际先进水平。目前，利用这项科
研成果，橡胶所已成功繁殖油棕组培
苗2万余株，建立了油棕组培苗种植示
范基地。

热科院油棕育苗关键技术取得突破

可望大规模种植油棕组培苗

本报海口7月10日讯（记者邓海宁 通讯员
张翼）记者今天从海口美兰国际机场获悉，8家航
空公司计划暑期在19条航线上加班1558架次，
主要集中在海口至上海、长沙、武汉、深圳、广州、
重庆、昆明等热点航线。

据介绍，今年上半年美兰机场国际及地区旅
客吞吐量达到26.54万人次，同比增长13.77%，国
际市场亦取得新突破。香港航空暑假期间将每天
新增1班香港⇌海口航班，并采用A330宽体机
执行；南方航空已于6月28日开通了海口⇌广州
⇌首尔航线，海口⇌首尔的直航航班也将于7月
19日开通，以满足时下最为火爆的韩国旅游空中
交通需求；此外，俄罗斯UT航空也即将开通圣彼
得堡⇌海口航线，为海口国际旅游市场注入更多
新鲜血液。

受暑假出游热潮影响，美兰机场客流量已开
始出现明显增长，而随着各大航空公司陆续向海
口投入更多运力，各条热门航线将不会出现一票
难求的紧张局面，票价水平也将处于平稳状态，可
充分满足广大旅客出行需求。

本报海口7月10日讯（记者邓海宁 通讯员
高鑫）今天上午，“2014年海口市民营企业招聘周
——进乡镇招聘会”首场招聘活动在海口市秀英
区东山镇举行。超过40家企业带来岗位2145
个，涉及制造加工、商贸服务、餐饮娱乐等多个行
业，其中如普工、保安等1329个岗位专为农民工
提供，当日超过1700人求职，现场达成就业意向
的有461人。

记者在招聘会现场看到，众多求职者一大早
就来到招聘现场，在各个招聘点前寻找适合自己
的工作岗位，场面颇为火爆。

来自海口某餐饮企业的招聘负责人向记者表
示，民营企业的招工难一直是该公司颇受困扰的
问题。“我们经常碰到的难题是，市区的求职者瞧
不起民营企业，乡镇的富余劳动力没机会接触到
我们。”

“组织民营企业深入乡镇、街道和社区开展专
场招聘活动，近距离为民企和求职者搭建供需对
接平台是我们中心多年来关注的核心问题。”海口
市人才劳动力交流服务中心负责人说道，“同时，
我们将积极开展现场招聘服务，全方位为各类求
职者提供就业政策咨询、职业指导、技能培训、创
业项目推介等服务，对就业困难群体实施重点帮
扶，促进其尽快就业，最终实现他们的充分就业。”

据介绍，本次活动将紧密围绕“帮人才就业，
促民企发展”的主题，采取联动的方式进行。服务
对象以乡镇就业困难群体为重点，同时面向农民
工、退役军人以及下岗失业人员、残疾人和零就业
家庭等就业困难人员。

海口民营企业
走进乡镇招工

美兰机场上半年吞吐量再攀高峰

暑期计划加班1558架次

公 告
为进一步规范我省税收秩序，共建和谐

税收，海南省地方税务局欢迎社会各界对税
收违法行为进行检举。我们郑重承诺：严守
保密规定，对重要线索一查到底。检举的税
收违法行为经立案查实处理并依法将税款
收缴入库的，依照相关规定给予奖励，检举
奖金数额最高不超过10万元。

举报电话：66969110
举报网址：http：//www.tax.hainan.

gov.cn
举报受理部门地址：海口市城西路18号

地税大厦4楼409房

我省保险业上半年
赔付15.34亿元

为参保者
提供风险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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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社是干啥的？”多数农民还不知
道答案，就跟风成立了，因为“听说有补
贴”。结果，没想法、没规划，也不知该如何
操作，名不副实的合作社不但没让腰包鼓
起来，还成了捆绑农民致富的枷锁。

一些合作社半死不活，归根结底，还
是农民没有真正掌握致富技能。如何引
导农民致富，需要在“授渔”上下功夫。目
前，我省对合作社的扶持，多数集中于资
金，但相比资金扶持，更需要增强合作社内
生发展活力，即加强业务等方面的指导。
否则，合作社即使一时发展壮大也经受不
住长期的风险考验，成为扶不起的“阿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