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年初：34元—36元
现在：40元以上

涨价原因：养殖成本增加制约产业发展，出栏量减少，市场需求大

价格走势：预计短时间内不会回落

香蕉价格

全省香蕉收获面积为58.84万亩，比上年同期下降20.4%
香蕉产量 145.24万吨，下降20.2%

涨价原因：产量下降，运输、人工成本上涨

价格走势：进入 10月，价格有所下行

橡胶价格

降价原因：供大于求，替代品日渐成熟

价格走势：预计下行压力较大

槟榔价格

涨价原因：去年价低，农民信心不足疏于管理加遇台风和高温天气

致产量下降

价格走势：预计仍会小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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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海口10月28日讯 （记者陈
怡）记者今天从省邮政管理局获悉，海
南省邮政管理部门积极部署快递业务
旺季服务保障，努力争取实现“保畅通、
保安全、保平稳”的“三保”目标。

2014年快递业务旺季服务主要集
中在“双11”、“双12”电商促销期间和圣
诞节，以及2015年元旦和春节前夕，共
计100天左右。其中，“双11”期间海南
快递业将迎来旺季峰值。根据今年邮

政行业发展态势和前期国家邮政局与
阿里巴巴、京东、苏宁等电商平台的沟通
结果，预计海南省“双11”期间邮政行业
的邮件（快件）业务处理量将超过610万
件，比去年同期增长60%；预计最高日
处理量突破70万件，比去年增长55%。

为应对激增的快递业务量，海南省
内主要品牌快递企业新增分拣、收派人
员600余人，新增分拣场地面积1.3万
余平方米，新增网络运输车辆30余辆，

新增PDA手持终端100余台。
海南省邮政管理局相关负责人说，

“双11”期间，海南省邮政业监管信息
平台将24小时实时对快递企业重要的
节点和生产运行动态进行监测预警，根
据业务量增长情况，如果有快递企业出
现暴仓等情况，将及时发布预报预警信
息，并将相关信息发往相关市（地）邮政
管理局，由市（地）局指导本辖区企业科
学组织人力、物力，及时启动疏运方案。

“双11”期间

海南邮政业包裹量将破610万件

本报海口10月28日讯 （记者梁
振君）我省香蕉生产大幅下滑。来自省
统计局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今年前三季
度，全省香蕉收获面积为58.84万亩，比
上年同期下降20.4%；香蕉产量145.24
万吨，下降20.2%，由此引起全省水果
总产量下降了5.1%。

据分析，造成香蕉减产的主要原因
有两个，一是前两年香蕉生产供过于求
造成滞销价跌现象的出现，严重地挫伤
蕉农发展香蕉生产的积极性，一些蕉农
纷纷调整生产结构改种其他农作物。
二是一些香蕉生产基地因长期种植造
成地力降低，不得不改种其他农作物。

每年2-6月是海南香蕉上市的高
峰期。作为香蕉主产地，海南受台风影
响，水果产量缩减；加上受经济大环境
影响，运输、人工成本不断上涨，间接导
致水果价格上涨。今年以来，海南香蕉
价格高企。进入10月份，随着云南、广
西等地香蕉上市，香蕉价格有所下行。

香蕉产量大幅下滑价格走高

本报海口10月28日讯 （记者梁
振君）橡胶和槟榔是海南两大宗热带经
济作物，是海南农户收入的重要来源。
国家统计局海南调查总队最新调查数
据显示，今年三季度，天然橡胶和槟榔
价格呈现“冰火两重天”的局面。

海南省天然橡胶种植面积已达
780万亩左右，占全国逾50%，形成了
农垦与民营二分天下的局面。

近年来，受国内外市场供求关系和
日渐成熟的合成橡胶产品取代等因素
的影响，天然橡胶产品价格继续下行。

据国家统计局海南调查总队调查，
三季度我省天然橡胶产品生产者价格

同比下跌12.93%。其中天然橡胶乳价
格同比下降9.82%、白皱片价格同比下
降22.3%，其他天然橡胶价格同比下跌
9.89%。

预计在国内橡胶产品高库存和东
南亚国家大量释出天然橡胶储备的双
重影响下，我省天然橡胶产品价格仍承
受较大的下行压力。

受橡胶价格持续低迷影响，橡胶弃
割现象已在我省一些植胶区出现，且弃
管现象尤为普遍，个别地方甚至砍掉橡
胶树、改种其他作物。

槟榔是我省第二大热带经济作物，
种植面积约120万亩，产量约3.6万吨，

产量占全国逾九成份额。去年价格极
为惨烈的槟榔，因产量锐减，致使三季
度槟榔价格大幅回升。今年三季度，我
省槟榔价格同比上涨61.87%（去年同
期下降45.55%）。

据分析，三季度槟榔价格上涨的原
因主要是受去年价格低迷的影响，农民
种植信心不足，对植株疏于管理，老果未
能及时采摘从而影响新果的挂果率，同
时受今年两次台风和高温天气的影响，
槟榔产量明显下降，市场价格大幅回升。

受供求关系影响，预计四季度槟榔
价格仍然有小幅上涨态势，但涨幅将较
三季度有所收窄。

本报海口10月28日讯（记者杨春虹）今天
上午，省旅游委与省质监局就推进旅游服务质
量和旅游标准化工作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双方
表示，将充分发挥服务质量和标准化工作在提
高旅游业产品质量和服务水平中的支撑作用，
加快我省旅游服务与国际接轨步伐，全面提升
海南旅游知名度和竞争力，实现海南从旅游大
省向旅游强省转变，建设世界一流的海岛休闲
度假旅游目的地。

据悉，双方将健全旅游质量认证认可体系；建
立旅游公共服务体系，共同推进集散中心体系、旅
游交通引导标识系统和自驾游服务体系的建设
等；加强旅游产品质量监管；加大旅游标准的宣传
贯彻及实施监督力度；实施旅游标准化试点工程，
每年组织10家以上旅游相关企业开展省级旅游
服务标准化试点，通过试点培育一批旅游服务标
准化示范企业，到2020年，全面完成海南省旅游
服务标准推广体系建设，在全行业开展旅游服务
标准化试点推广活动。

同时，实施旅游标准化示范工程，到2020
年，树立服务标准化示范旅行社10家、服务标准
化示范酒店10家，服务标准化示范饭店10家、
服务标准化示范旅游景区（点）10家、服务标准
化体育文体旅游单位10家等；加快组建旅游业
专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实施旅游服务质量管理
和标准化人才培育工程，以示范试点为抓手，实
施旅游服务质量管理和标准化人才培育工程，加
快人才队伍建设，在全省范围内培养出一批能满
足我省旅游服务质量管理和标准化工作需要的
人才队伍。

省旅游委与省质监局签署合作协议

推进旅游标准化工作
提升旅游服务质量

10月23日，琼海市万泉镇的群众在移植辣椒苗。
据悉，我省农业部门推广瓜菜集约化育苗技术，通过集中育苗提高种苗质量，确

保冬季瓜菜早上市，抢占北运市场，提高瓜菜产业效益。 特约记者 蒙钟德 摄

本报海口10月28日讯（记者陈怡 通讯员
陈争艳）今天是海口联合农商银行在海南建行一
周年的日子，该行第一家分支机构龙昆南支行同
天开业。经过一年的发展，海口联合农商银行目
前资产规模达到35亿元，客户发展到5000多
户。为支持海南经济发展，海口联合农商银行将
在3年内开设10家分支机构。

自成立以来，海口联合农商银行坚持以服
务小微和三农、服务地方经济为己任，坚持发挥

“总部牌照”和“快速服务”的品牌优势，推出全
天候夜市银行服务、开拓小微三农市场、实行零
收费的银行卡服务，为海口市民提供专业快捷
的金融服务。

海口联合农商行
3年内将开10家分行

本报海口10月28日讯（记者单憬岗 通讯
员陈艺元）记者昨天从海口国家高新区获悉，该区
今年招商颇有成效，迄今已签约8个项目，合同投
资额达25亿元，包括由先声药业集团投资10.5亿
元建设的先声药业产业园；由海南威特电气集团
有限公司投资8.45亿元建设的威特电气产业园。

“最近的招商形势非常好，每天都有一两拨投
资商前来洽谈，其中不乏国内外知名企业。”海口
高新区招商局负责人说。据介绍，今年海口高新
区以“大招商、招大商”为目标，以美安科技新城招
商为重点，不断创新招商工作体制，改进招商方
式，营造招商氛围，重点招商企业由主要领导利用
周末时间亲自带队上门进行点对点招商，取得很
好的招商成果。截至目前，园区已完成先声药业、
威特电气、纳生源生物科技等8个项目的签约，合
同投资额达25亿元，预计达产产值40亿元。

值得一提的是，海口高新区的招商工作紧紧
围绕园区的产业定位，瞄准产业集群进行招商，注
重打造特色产业链来形成集聚效应和规模效益。
特别是今年，加快推进产业转型升级，重点培育发
展特色优势产业，从招商引资转为招商选资，全力
打造园区经济升级版，如投资10.5亿元的先声药
业产业园项目，除整合海口和三亚的老厂外，还将
从南京引进新的生产线和品种，国家一类新药艾
得辛也放在该产业园生产。在引进的8个项目中，
医药生物类项目4个，计划投资额15亿元，达产产
值18亿元；电气设备制造类项目1个，计划投资额
8.5亿元，达产产值20亿元，食品和包装类项目3
个，计划投资额1.6亿元，达产产值2.3亿元。

海口高新区招商25亿

集中育苗保冬种

本报海口10月28日讯（记者单憬
岗）“我们通过美国FDA认证后，全面释
放了产能，生产线高速运转！”今天上
午，在海口高新区的齐鲁制药海南公司
的生产线上，一批批产品源源不断地下
线，该公司相关负责人高兴地说。今年
以来，在全球经济形势不佳的大背景
下，海口医药产业一枝独秀，像齐鲁制
药这样的海口医药企业都表现上佳，带
领全市医药行业38家重点企业1-9月
份累计完成产值77.16亿元，同比增长
17.9%，为海口工业前9月保持较平稳
发展立下汗马功劳。

“‘一企一策’是海口扶持医药企业发
展的一个重要手段。”海口市科工信局局
长徐伟说，该市针对医药企业量身打造扶

持政策，通过税收奖励、资金扶持等多个
方式推进园区医药企业迅猛发展。目前，
海口制定了《海口市关于加快工业发展若
干规定的实施细则》和《扶持医药产业发
展若干规定》等多项规定。齐鲁制药海南
公司就是一家受益企业，该公司在“一企
一策”的政策推动下，近3年来年均实现
50%以上的增长，新药品种不断增加。

同时，海口市还大力扶持医药企业
适应形势，抓住机会扩大产能。

有利措施让海口医药产业前三季度
产值同比增长比上半年高7.1个百分点，
连续5个单月同比增幅呈现两位数增
长。前9月医药产业产值已占到规模以
上工业总产值比重约22.1%，拉动全市
规模以上工业经济增长约3.2个百分点。

医药产业成海口工业发展领头羊
前9月拉动全市规模以上工业经济增长约3.2个百分点

橡胶槟榔价格“冰火两重天”
槟榔价格：预计仍会小涨橡胶价格：下行压力较大

本报三亚10月28日电（记者程范淦）今天，
位于吉阳区的三亚最大农副产品商贸批发中心里
人来车往，异常热闹，工人们在进行收尾施工工
作。记者从三亚市有关部门获悉，该中心将在明
年1月份正式建成并投入试营业。

三亚农副产品商贸批发中心，占地面积约
102亩，总建筑面积24.1万平方米，是按照现代
流通模式，集商贸、加工、存储、配送、物流、检
测、信息为一体，功能配套齐全的现代化综合体
系，建成后能为三亚市粮油、“菜篮子”等农副
产品供应提供更丰富安全的保障。同时，也是
海棠湾、亚龙湾旅游度假区及城市周边的配套
服务中心。

据悉，三亚农副产品商贸批发中心使用后，鸿
港市场将得以搬迁。鸿港市场位于三亚港，建于
上个世纪90年代，面积狭小，配套设施不完善，卫
生环境极差，同时，容易造成交通堵塞等问题。鸿
港市场老经营户蔡某表示，由于市场空间小，已经
没有办法扩大经营规模，搬迁到新的市场，这一问
题将得到解决。

据了解，三亚鸿港农副产品综合批发市场和
吉阳临时市场的经营商户将自动搬迁到此地进行
经营，并享有优先安置权。

三亚最大农副产品商贸
批发中心明年初试业

本报海口10月28日讯（记者梁振
君 通讯员陈飞）今天上午，由海南日报
报业集团旗下南海网承建的海南农垦
网 新 版（http：//www.hifarms.com.
cn）正式上线运营。与此同时，海南农
垦报与南海网共同签署战略合作协议，
双方将在报网互动、报网融合，平台、技
术、资源等诸多方面展开合作。

业界指出，海南农垦报与南海网未
来的合作空间很大，双方将本着资源互
补、互惠互利、合作共赢的原则，为打造
海南日报报业集团与农垦总局的合作

“升级版”提供更多的成功范例。
原海南农垦网成立于2007年，作为

海南农垦的内部网站，在传播农垦信息、
服务职工群众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但由于不具备互联网新闻信息采编和传
播服务、互联网视频播放和网络文化经
营的资格，使得原海南农垦网的新闻宣
传影响力逐渐滞后。2014年海南农垦
工作会议报告明确提出，要建设海南农
垦网新版，实行统一管理，充分发挥其正
面宣传和热点引导等方面的作用。

作为海南农垦的门户网站，海南农垦
网新版将履行“宣传、管理、服务、沟通”的
职能，以“统一、精简、效能、服务”为原则，
按照大型综合网站的要求进行重新开发
构建，既有新闻宣传功能，又有管理服务
职能，其运行系统先进、安全、实用，是海
南农垦（海南省农垦总局和海南省农垦集
团）统一对外发布法定、权威资讯的窗口，
是服务垦区职工群众的平台。

海南农垦网新版上线运营
海南农垦报与南海网共签战略合作协议

本报海口10月28日讯（记者梁振
君 通讯员成晓）省统计局披露的数
据显示，今年前三季度，全省常住居
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13053 元，比上年
同期增长 10.9%，扣除价格因素实际
增长8.2%。工资性收入增长最快，是
拉动海南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长的首
要因素。

其中，城镇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

入 18158 元，名义增长 9.1%，实际增
长6.5%；农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
入 7595 元，名义增长 12.9%，实际增
长9.7%。

前三季度，海南居民四大项收入
呈现出“三升一降”的态势。工资性收
入、经营净收入和转移净收入分别增
长14.4%、7.3%和 10.8%，财产净收入
下降1.7%。

据国家统计局海南调查总队分
析，前三季度海南居民收入增长的主
要原因：一是提高了最低工资标准、企
业工资指导线；二是税费减免政策的
实施与水产养殖产品价格上涨；三是
受台风“威马逊”影响，部分市县受灾
严重，各级政府加大转移支付力度，社
会各界人士慷慨解囊，帮助居民尽快
恢复生产。

前三季度海南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3053元

工资性收入增长最快，为14.4%
四大项收入“三升一降”

经营净收入
增长7.3%

转移净收入
增长10.8%

财产净收入
下降1.7%

工资性收入
增长14.4%

涨牛肉价格

涨

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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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海口10月28日讯（记者孙
慧）“牛肉每市斤40块钱，真是吃不起
啊！”记者连日走访海口市多家菜市
场发现，受供应量减少和消费需求加
大等原因影响，海口市牛肉价格近两
个月来连连上涨，价格已经突破每斤
40元，不少市民对如此高涨的牛肉价
格连呼吃不起。

今天上午，海口市民陈女士想买点
新鲜牛肉，来到西门市场，在牛肉摊前
转了一圈，最终还是选择买其他肉类。
陈女士告诉记者，不知怎么回事，最近
牛肉价格上涨了不少，她记得年初时牛
肉价格每斤还在34至36元之间，而到
了8月份后价格连连上涨，现在已经卖
到了42元一斤。

“我们卖的牛肉都是从下面市县进
的货，现在养牛的人越来越少，一头牛
的成本也越来越高，价格肯定也高。”港
口市场一位牛肉摊摊主告诉记者，现在
活牛出栏数量减少，他已经很多天没有
在海口的屠宰厂进到货了，基本都是要
到定安、澄迈等屠宰市场批发新鲜牛肉
来卖，价格肯定要高。

省畜牧业协会副会长姚德标介绍，
牛肉市场价格上涨跟供求关系直接有
关，我省牛肉市场供给缺口一直很大，
牛肉一直处于供不应求的状态，才导致
了价格上涨。

据了解，不仅是我省市场，目前
全国牛肉价格都在涨幅状态，主要
原因是生产增长与市场供需失衡。

加上近年来饲料价格不断上涨，养
殖成本也成为制约牛肉产业发展的
主要因素。

姚德标介绍，目前我省肉牛生产基
本以农民散养为主，短期内扩大规模不
现实，目前来看，全国牛肉市场都处于
供不应求状态，牛肉价格上涨也属于正
常市场波动，短时间内不会回落。

养牛成本高，出栏数量少，市场需求大，价格一路涨

牛肉价超三破四 消费者念起小九九
说
说
价
格

那
些
事
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