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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
槟榔产业发展

A08版 世界新闻

本报万城11月23日电（记者苏
庆明 特约记者陈循静 通讯员黄良策
曾觉）今年下半年以来，万宁市旅游市
场在持续火热中展现了新的迹象：乡村
游悄然升温。多个新老旅游村庄迎来
大批客人，全市历史上首次形成乡村旅
游线路。这意味着，在今年启动的打造
乡村旅游“百花园”和“十佳百点”工程推
动下，万宁的农旅融合取得积极成效。

万宁市委负责人介绍，今年年初，
万宁市委、市政府提出“建设花园城市，
打造度假胜地”的城市发展战略；作为

“花园城市”的细胞，万宁又提出了打造
乡村旅游“百花园”工程。

据介绍，“百花园”意为，政府出资
给农村，以乡村绿地和资源禀赋为基
础，通过升级改造，打造出花园、竹园、
咖啡园、椰子园、菠萝蜜园等100个特
色观光园吸引游客，同时完善农家乐、
住宿、绿道等其他配套。“一村一生活一
风情，这样既有利在农村保护生态，同
时也可以促进农民增收。”万宁市委负
责人表示。

但“百花园”非随意而定。“乡村游
北部片区我们选择的文渊村，就较接近
博鳌；中部的永范村，紧挨着东山岭；南
部我们利用身处大兴隆旅游区的优势，
在兴隆31队打造东南亚风情游。”万宁

市旅游局局长陈宏跃介绍，考虑乡村旅
游的可持续性这一现实问题，万宁在制
定规划时有意让它们“投靠”大旅游景
区，分享客流。

“十一”期间，作为“百花园”建设对
象的万城镇永范村和北大镇竹埇村成
为乡村游的新亮点。前者位于著名景
区东山岭脚下，今年下半年凭借新打造
的千亩花卉观赏基地“永范花海”而引
起观光热潮，在黄金周每天能吸引上万
客人。后者因地制宜，以竹资源为核心
打造“休闲竹园”，于“十一”首次迎来一
批游客。

“我们不仅有农家乐，我们还有真

正的酒店！”长丰镇文通村村民们自豪
地说。村里欧式阁楼风格的乡村度假
酒店今年由村集体出租土地、三亚一家
公司投资1000万元建设，占地共500
平方米，装饰华丽典雅。公司负责人林
锋透露，住宿功能将于年底提供，而前
期开放的餐饮项目在“十一”期间每天
能吸引百余名游客。

同时，万宁正以10个村为重点进
行投入扶持，计划2至 3年时间内把
100个旅游乡村打造成形，这即为“十
佳百点”规划。万宁市政府负责人介
绍，整个下半年，万宁拟从涉农资金、美
丽乡村预算资金等方面完成投入

3335.5万元，用于“十佳百点”相关建
设。此外还将出台相关金融支持、税收
优惠和土地利用政策等。

眼下先行打造的旅游村庄形势较
为喜人。永范村已配套到位创意咖啡
屋、休闲茶庄，竹埇村增加了垂钓和绿
道骑行功能，长丰镇文通村则已多次赢
得自驾游客青睐。来自三亚、辽宁等地
的企业已经前来与文通村、永范村、排
溪村、禄马田村等地村民展开合作。

“旅游开发多点开花之势已经现出
苗头，继建设文明生态村后，万宁农村
将迎来一次新的蜕变。”万宁市领导对
此充满信心。

系统推进“百花园”和“十佳百点”工程，农旅融合取得积极成效

万宁：旅游开发多点开花

■ 本报记者 况昌勋

一次偶然的邂逅，一颗小小的槟
榔，让许启泰辞去了河南大学药学院院
长职务，“下海”来琼，专门从事槟榔系

列保健食品开发，他现在的身份是海南
绿槟榔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

“生产设备已运到万宁，相关手续
也批下来了，春节期间，大家就能在市
场上看到槟榔糖果、槟榔饮料了。”许
启泰今天兴奋地告诉记者。

不仅是许启泰，越来越多的专家、
企业、资金汇聚到海南，将槟榔产业
链条拉长，提高了槟榔附加值，也给

农民工提供了就业岗位。

本土深加工从无到有

深加工曾是海南槟榔业的一块
“心病”！ 自1980年代以来，海南槟
榔产量占全国95%以上，但是，在很长
时期里海南只是销售原料，只有小而
散的初加工作坊，没有制造槟榔成品

的深加工企业。
2010年，这块“心病”迎来了“药

方”。万宁市成功引进湖南口味王集
团，在后安镇兴建一家槟榔深加工企
业，并于当年年底开业。

11月9日，在口味王海南分公司
工厂内，400万颗槟榔干果进入锅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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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土深加工拉长产业链，提高附加值的同时还带动就业

海南槟榔越来越耐嚼

海南农村信用社历经人民银行、银
监局管理等历史阶段。根据国务院《深化
农村信用社改革试点方案》将农村信用
社管理交由省级政府负责的要求，2007
年8月，海南省农村信用社联合社(简称
海南省农信联社)成立，履行对海南农信
系统(包括农信联社、农商银行、农合银
行，下同)的管理、指导、协调和服务职
能。7年来，在省委、省政府直接领导下，
在社会各界关心支持下，海南省农信联
社带领全省农信系统广大干部员工，以
服务“三农”和小微企业、造福民生、奉献
社会为己任，抢抓机遇，开拓创新，已跻
身于海南有实力的银行之列。目前，海南

农信系统下辖19家市县行社（农信联
社、农商银行、农合银行，其中琼中联社为
全国首家在新三板挂牌的县级联社），432
个营业网点，5000多名员工，是全省网点
人员最多、服务范围最广的银行业金融机
构。自主创立的“一小通”小额贷款获银监
会服务小企业及“三农”十佳特优金融产
品奖、海南省政府科技成果转化二等奖和
科技进步三等奖，“一小通”小额信贷管控
系统获人民银行科技发展二等奖。

因业务发展需要，现面向全国高校
公开招聘413名员工。一经录用，将以良
好的机制、专业的培训、极富竞争力的薪
酬，实现个人与团队的共同成长。诚邀广

大莘莘学子加盟！
一、招聘岗位和人数：综合柜员岗

313人；小额信贷技术员岗100人。
二、招聘对象和条件：普通高等院校

2015年全日制应届毕业生，能够在2015
年7月31日前取得毕业证、学位证、就业报
到证；身体健康，无赌博、吸毒等不良嗜好。

1.综合柜员岗。报考海口、三亚地区
要求普通高等院校大学本科及以上学
历，大学英语四级考试（CET－4）成绩
425分（含）以上；报考琼海、儋州地区要
求普通高等院校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
报考其他市县要求普通高等院校大学专
科及以上学历。专业不限，同等条件下，

取得法律、财务、会计、计算机等相关专
业技术资格的，优先录用；取得注册会计
师执业资格或通过司法考试获得A证
的，达到面试分数线可直接确定为拟录
人员，不受行社招录计划限制。录用后户
口可落在工作地所在市县。

2.小额信贷技术员岗。要求普通高
等院校大学本科及以上应届毕业。专业
不限，涉农专业优先。报考小额信贷技术
员岗位的考生填报单位时统一选择“琼
中黎族苗族自治县农村信用联社股份有
限公司小额信贷总部”，录用后户口均可
落在海口市，具体工作地点由小额信贷
总部根据工作需要进行分配。

三、报名时间和地点：见报之日到
2015年3月31日。网上报名为本次招聘
的唯一报名方式。登录海南省农村信用
社联合社网站（http://www.hainan-
bank.com.cn），点击网页左下角的“应聘
人员注册”浮窗，通过网上报名系统报名。

四、招聘程序：报名→笔试→面试→
体检→培训及录用。笔试、体检和面试时
间另行通知。

五、本公告及未尽事宜由海南省农
村信用社联合社组织人事处负责解释。

详情请登录海南省农村信用社联合
社官方网站 http://www.hainanbank.
com.cn通知公告栏查询。

海南省农村信用社2015年校园招聘公告

第二届房·车联展交易会
精品楼房汇聚，百款车型上演年终钜惠！
时间：12月5-7日，地点：国兴大道海航广场
团购报名请登录：hk.cheshi.com
招商热线：13518824411

11月 23日，海口市秀英区长流
镇，电力工人对220千伏主网线路停
电迁改，为西环高铁建设“让道”，电网
线路迁改进入集中冲刺阶段。

为了配合西环高铁建设，海南电
网公司于11月安排8条220千伏主
网线路停电迁改，电厂负荷送出受
限，致使海口的电力供应出现严重
缺口。

本报记者 李英挺
通讯员 韩海光 摄

电网线路迁改
为西环“让路”

本报洋浦11月23日电（记者梁振
君 通讯员王君 特约记者朱新彬）今天
上午9时许，一艘装载9万多吨液化天然
气（LNG）的大船顺利停靠在海南液化天
然气站线项目（以下简称海南LNG）的码
头。这是该项目自今年8月6日成功接
卸首船LNG后，迎来的第二艘LNG船。

此次接卸第二艘LNG船标志着海
南LNG项目已实现LNG船接卸常态化。

海南LNG项目于2014年8月6日
成功接卸首船LNG。首船接卸完毕后，
海南LNG公司迅速着手设备调试工作，
一个半月内便实现对液化天然气、天然
气和蒸发气三种形态能源的全面外输。

目前通过槽车运输的液化天然气主
要供应海口、澄迈、昌江和文昌的加气
站，而通过管道运输的天然气重点保供
洋浦经济开发区内的大型工业。据统
计，截至11月20日，海南LNG已经持
续对全省输送天然气6096.4万立方米，
液化天然气3517.32吨。

海南LNG项目迎来第二艘船

实现LNG船
接卸常态化

■ 吴卓

三亚下周将向社会公布行政审批及管理服务事
项目录，将取消24项事项，暂停实施69项，7个事项退
出市级行政审批事项目录。（详见本报今日A02版）

行政审批环节多、时间长是许多地方的“通
病”，公众对此颇有诟病。三亚市主动精简行政审
批的“权力清单”，取消、暂停一些审批事项，为贯彻
依法治国、依法行政拿出了实际行动，值得肯定。

政府建立行政审批制度的目的，是要以政府
的有形之手，干预市场资源的配置，消减“市场失
灵”的后果。然而，行政审批如果过多过滥，又会
扼杀市场活力，不利于市场资源的最优配置。所
以，有必要通过精简一些审批事项、简化一些审批
环节来还便于民、还政于民。政府要改变施政理
念，尽量把对市场的直接干预改变为间接调控，将
政府的主要功能转化为提供公共服务和制度条
件，为社会发展创造宽松的环境。

设立“权力清单”约束权力，精简审批事项还
便于民，对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建设法治政府具有
重要的意义。我们需要仔细思量思量，怎样变管
理为服务，激励社会创业、创新的活力源源不绝。

精简清单 约束权力
本报海口11月23日讯（记者彭

青林）从1914年成立的中国银行“琼
州分号”，到今天的中国银行海南省分
行，海南第一家银行已经走过了1个
世纪的发展历程。今天上午，中国银
行海南省分行成立100周年座谈会在
海口中银大厦举行，省委副书记、省长
蒋定之在座谈会上强调，今天回顾和
总结海南中行的创业史、成长史、发展
史，就是要揭示成功之道，弘扬光荣
传统，再创新的百年辉煌，推动我省
金融业更好适应和服务经济新常态
下的经济社会发展，为加快海南国际

旅游岛建设作出新的贡献。
1912年2月，经孙中山先生批准，

中国银行正式成立。1914年11月，中
国银行在海口得胜沙路97号设立“琼
州分号”，这是海南历史上的第一家银
行，也是至今唯一的百年企业。经过1
个世纪的艰苦创业、革新图强、砥砺前
行，海南中行从最初只有9名员工，发
展到今天拥有88家机构网点、2400多
名员工、资产总额近1000亿元、18项
指标位列全省第一的金融旗舰。特别
是进入新世纪以来，海南中行发挥传
统优势，创新经营理念，奋力开创百年

事业的新境界，赢得了崇高声誉和广
泛尊重。

“世纪华诞同喜庆，伟业辉煌是艰
辛。开疆拓土谋发展，薪火相传昨与
今。而今迈步风正劲，琼州追日当引
领，继往开来多进取，百年老店满堂
春。”蒋定之在讲话中即兴赋诗，代表
省委、省政府，向海南中行百年华诞表
示热烈祝贺，向中国银行长期以来对
海南的关切和支持表示衷心感谢，向
海南中行以及全省金融战线的广大干
部职工致以诚挚问候。

蒋定之指出，海南中行的百年历

程充分昭示，改革创新是银行业生存
发展的根本动力，百年老店源自改革
创新，唯改革者进，唯创新者强，唯改
革创新者胜；风险管控是银行业生存
发展的生命线，要始终把构筑科学的
风险管控体系摆在首位，把有效风险
管控贯穿于经营各环节、成长全过程，
为银行稳健发展提供根本保障；服务
地方经济社会是银行业生存发展的根
基所在，金融只有植根于实体经济发
展的深厚土壤中，才能站稳脚跟、获得
力量、做大做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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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银行海南省分行举行成立100周年座谈会
蒋定之田国立出席

本报洋浦11月23日电（记者梁振
君 通讯员贾永存 周颖）海南商业石油
储备和成品油储备传来喜讯。11月21
日下午4时许，中国石化海南原油商业
储备基地接收的首船约10万吨原油开
始通过卸油泵向原油罐输送原油；两个
多小时后，原油开始进入原油罐，这标
志中国石化海南原油商业储备基地投
入试运行。

根据国家给海南确定的发展战略，
海南要加大海洋石油资源勘探开发力
度，提高海洋油气资源开发利用水平，
把自身建成南海油气资源勘探开发服
务和加工基地。适时规划建设国家石
油战略储备基地，鼓励发展商业石油储
备和成品油储备。中石化海南原油商
业储备基地投入试运行，是海南践行国
家发展战略的重要成果和体现。

中国石化海南原油商业储备基地
工程投资约23.3亿元。原油储备能力
为255万立方米，包括25座10万立方
米、1座5万立方米单盘式浮顶油罐，同
时配套建有综合办公楼、35KV变电站、
10KV变电所等附属设施。

中石化海南原油
商储基地试运行
原油储备能力达255万立方米

择偶竟要求“最好身患疾病”

日本“黑寡妇”
涉嫌杀多人被捕

本报讯（记者梁振君）记者从省食药监局了解到，
根据进一步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要求，三亚市食
药监局作为全省开展多证合一审批新模式的试点单
位，其“一店一证”改革已于11月1日开始实施。此举
有利于消除同一监管局的不同业务部门分段检查同一
企业，造成企业疲于接待应对的局面等。

据介绍，三亚食药监局制定了食品药品经营企业
实行一店一证的改革方案，将该市餐饮企业原持有的
餐饮服务许可证、酒类流通备案登记证、食品流通许可
证三个证件统一改发餐饮服务许可证；将药品零售企
业原持有的药品经营许可证、食品流通许可证、医疗器
械经营许可证统一改发药品经营许可证；将食品流通
类企业原持有的食品流通许可证、酒类流通备案登记
证统一改发食品流通许可证；酒类专营企业将单独办
理酒类流通备案登记证，不再办理食品流通许可证。

改革后，对有上述业务需求的企业提供打包式申
请服务，经营范围涉及到二个以上行政审批事项的，申
请人只需一并提出申请且相同材料无需重复，在承诺
时限内，将组织有关执法人员组成综合检查组，依据同
一套标准同步实施验收，出具综合评定结论。

该项改革工作的推出，有利于消除同一监管局的
不同业务部门分段检查同一企业，造成企业疲于接待
应对的局面；有利于避免出现企业悬挂多个许可证的
现象；有利于企业简化申报手续，节约企业的成本和时
间，缩短准入时限。同时也优化了监管方式，减少了监
管部门的人员、时间和执法成本。

我省试点食药企业
“一店一证”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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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少年来多少年来，，一代代艺术家们为海南倾情创作一代代艺术家们为海南倾情创作，，将印刻着海将印刻着海

南文化符号的戏剧南文化符号的戏剧、、歌舞歌舞、、书画书画、、文学远播四方文学远播四方，，这些历史的叠这些历史的叠

加打开了人们内心对海南岛的千般向往加打开了人们内心对海南岛的千般向往，，也淬炼融入了海岛也淬炼融入了海岛

文明的长河文明的长河。。那些那些““海南味海南味””的文艺佳作的文艺佳作，，你还记得哪些你还记得哪些？？

文艺经典
是怎么炼成的

B09 一个人的村庄

B13 写在番洋上的琼州历史

B15 高仓健：那一代中国人的偶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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