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文城1月15日电（记者刘笑
非 通讯员吕燕颜）“老板，我这辣椒可
不少啊，你能收完吗？”“只管送来，有多
少要多少，价格包你满意！”接着是一阵
爽朗的笑。在文昌市冯坡镇的辣椒收
购点现场，到处都能听见这样的笑声。
经历风灾和暴雨，文昌市的冬种辣椒收
获了来之不易的丰收，让一位位农民乐
开了花。

“今年辣椒行情很不错，希望能多
卖点钱，把重建房子借的钱都能还上。”
冯坡镇农民韩春花接过收购商手中的

现金，想着自家刚盖起来的新房，正考
虑着买两斤肉回家，一家人好好吃顿晚
饭，也算是经历过风灾后，与家人一起
分享收获的喜悦。

而在相邻的公坡镇，五一村党支书
周经绩也正忙着组织大家收获辣椒。

“第一茬，被台风打坏了，第二茬，被雨
水泡坏了，这第三茬，总算是丰收！”周
经绩轻松的语气，并没有掩盖五一村农
民在去年冬季瓜菜种植中经历的天灾，
但风吹雨打没有吹跨农民们的信心，收
获的一筐筐辣椒，也正是对他们坚韧不

拔最好的褒奖。
“听说今年行情好，辣椒都抢着收，

能过个好年了！”周经绩说，在农民眼
里，没有什么喜悦能比得上丰收，虽经
历过波折，但希望仍旧结出了果实。“忙
了好几个月，也总算能休息了，卖了辣
椒，得找大伙儿一起吃顿饭庆祝庆祝。”
骑上装满收获的摩托车，周经绩露出了
许久不见的笑容。

“收完辣椒，还得收冬瓜，别看今年
种植面积少了些，每亩的产量却没减。”
昌洒镇瓜菜收购商符墩发笑着说，他手

下的辣椒收购点，已经开了20多个，每
一个收购点都热火朝天地交易着，每天
能收上万斤辣椒，场面一点儿不比去年
差。“20多个收购点，真不算多，我的计
划里少说有100多个。”符墩发告诉记
者，得益于抢种及时，也受益于年底的
好天气，辣椒赶上了冬季瓜菜的快车。

在符墩发的收购点里，记者看到，
几十名椒农卖完辣椒，都揣着刚到手的
货款，说说笑笑地走在回家的路上。笑
容里透着灾后丰收的喜悦，也有着对春
节的期许，以及来年的展望。

文昌市冬种辣椒收获

丰收来之不易 村民心花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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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易建阳
特约记者 黄青文

近些年来，到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旅
游的游客多为观光客，极少在保亭停留。
如何让游客住下来，拉长旅游消费链条，
这是保亭一直在思考的问题。该县部分
景区、酒店开发健康养生和项目体验内
容，丰富旅游产品，让游客能停留更长时
间，从而拉动旅游消费，这是保亭旅游升
级转型的亮点。

据了解，2014年保亭共接待游客
361.6万人次，同比增长16.57%；旅游收
入5.99亿元，同比增长22.9%；全县接待
过 夜 游 客 51.7 万 人 次 ，同 比 增 长
17.74%。

健康养生吸引高端游客

远离城市雾霾，置身于高负氧离子
含量的七仙岭，呼吸纯净的空气，沐浴
野溪温泉，品尝山地绿色美食，静静享
受着大自然的馈赠，放下内心的一切，
回归自然。

“这里三面环山，一面向阳，视野开
阔，加上七仙岭丰富的植被，负氧离子
含量高，在这里练习太极拳，真是过‘神
仙日子’。”今天，游客崔女士告诉记者，
她在雨林仙境酒店住了3天了，非常喜
欢这里的环境。

1月11日，海南七仙岭国际太极文
化养生园落户保亭，为七仙岭的健康养
生又增添一抹亮色。“太极文化养生园
将结合‘环境养生、太极养生、营养养
生、文化养生、心灵养生’五大养生系
统，经常开设一些养生课程，并举行太
极养生交流和论坛活动。”太极拳名家、
陈氏太极第12代传人刘勇说，太极文化

养生园将吸引世界各地太极拳爱好者
前来交流，保亭七仙岭有望成为世界顶
级健康养生福地。

记者还了解到，七仙岭度假区内不少
酒店推出了瑜伽、温泉SPA等高端健康
养生项目，让游客静下心来，彻底放松。

“我们这里有瑜伽、禅修、茶道等多
种养生体验方式，让游客忘掉世俗的烦
恼，不少游客一住就是一星期。”缘真岛
神玉书院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游客在
这里吃的也是原生态美食，五脚猪、水
库鱼和山间野菜等。

项目体验增强游客参与性

在七仙岭脚下，你会发现，酒店不
光是住宿的地方，还有很多好玩的旅游
项目。“为了提高游客住宿满意度，丰富
他们的旅游生活，我们推出了织锦、竹

竿舞等体验项目。”七仙岭君澜度假酒
店营销部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除此之
外，游客还可以体验做竹筒饭、插花等。

除了酒店在不断丰富旅游产品，景
区也在促进旅游升级方面大胆创新。
槟榔谷景区在升级硬件设施、提升服务
质量的同时，还在提高游客的游玩体验
上下了功夫。增加了“攀藤摘花、拉乌
龟、钻木取火、跳打柴舞”传统文化体验
项目和“荡秋千、敲叮咚、射鱼”等互动
项目，既丰富了景区内容，又为游客旅
途增添乐趣。景区还在规划的体验项
目——“牛拉木轮车”即将开放，届时，
游客可以在海南的热带风情中，乘着牛
车，悠然地感受着优美的田园风光和难
得惬意的美好时光。

呀诺达景区斥资近7000万元兴建
了以热带雨林为主题的门区游客中心
二期工程，设计了大型LED显示屏、巨

型仿真榕树、空中栈道等，辅以藤、林、
鸟、兽、花、木等热带雨林建筑元素和3D
彩绘等艺术手法，让美妙神奇的热带雨
林奇观呈现在游客服务中心，集服务、
休憩、购物、博览、体验于一体，把游客
第一时间带入海南神秘梦幻的热带雨
林，产生视觉反差，带来感官体验，激发
游客深度体验休闲的兴趣。

去年，保亭旅游局以主题旅游季活
动为载体，每个季度推出一个旅游主题
季活动，创新“政府搭台、企业参与，媒
体联动，旅行社跟进”模式，把景区、温
泉酒店、农乐乐和乡村果园有机串联起
来，进行产品组合，打造内容多样的旅
游路线。如：红毛丹采摘旅游季、婚庆
旅游季、温泉美食旅游季等活动，为保
亭吸引了大批游客，进一步扩大了保亭
旅游知名度，促进旅游景点创收。

（本报保城1月15日电）

保亭旅游升级转型新亮点

养生+体验 让游客慢下来住下来

本报讯 位于澄迈老城经济开发区的景园·悦
海湾拉斯维加斯嘉年华暨分销商大会近日举行，
主办方精心筹备了许多互动参与游戏环节，为来
自各地的嘉宾汇成了狂欢的海洋。景园悦海湾是
由甘肃商会精心策划的地产项目，由景园集团匠
心打造。该项目地处世界长寿之乡的澄迈老城经
济开发区内，老城镇素有“海口后花园”的美称，坐
拥国内稀有的内外双海湾，毗邻国家4A级盈滨
半岛旅游度假区，1万平方米内湖水系景观业已
建成，独有大型东南亚景观园林，适合居家、度假
及候鸟一族。该项目目前已全国销售，并有国内
众多分销商争相对外发售，项目深受岛外人士的
青睐。 （广宣）

景园·悦海湾举行嘉年华

骑楼老街整体改造工作目前基
本结束，改造过后的骑楼更加漂亮，
正以新的面貌迎接游客。

据介绍，完成改造的是中山路、
博爱北路和水巷口3条街区的骑
楼，同时停车场、游客到访中心、饮
食街等旅游集散广场也将对外开
放。随着基础设施的完善，骑楼老
街将成为游客休闲购物的好去处。

本报记者 陈元才
实习生 陈期财 摄

骑楼老街再现
“老海口”容颜

本报海口1月15日讯（记者孙慧
单憬岗）为进一步满足市民对平价蔬菜
的需求，海口市决定从16日起将全市政
府平价蔬菜销售品种从4种增加到7
种，增加油麦菜、生菜、白萝卜3个品种。

新增加的油麦菜、生菜、白萝卜3
个品种每市斤批发价格分别为1.60元、

1.70元、1.20元，零售价格分别为2.00
元、2.10元、1.60元。平价蔬菜供应数
量仍为200吨/天，销售期限、供应渠道
和补贴标准不变。

据悉，去年12月31日海口市物价
局曾下发《关于做好实施蔬菜价格调控
保障市场供应工作的通知》，决定从今年

1月2日起至1月31日连续30天为市民
供应平价蔬菜，委托海口南北蔬菜批发
市场和秀英区公益性批发市场的相关企
业组织货源，蔬菜品种为大白菜、小白
菜、莲花白、上海青，数量为200吨/天，
连续组织30天，累计组织6000吨蔬菜
平价供应海口市场。政府平价蔬菜批发

价格、零售价格由市物价局按低于目前
市场价格进行核定，同时根据实际情况
可每周对政府平价蔬菜销售价格进行调
整。平价蔬菜由公益性批发市场和指定
已设立公益摊位的农贸市场、平价商店、
平价专区和超市专门设立政府平价蔬菜
供应点共68家进行销售。

海口平价菜增至7种 每天供应200吨
销售期限、供应渠道和补贴标准不变

本报三亚1月15日电（记者黄媛
艳）鹿城率先在全国实施《三亚市旅游
市场违法违规行为举报奖励办法》，鼓
励公众参与旅游治理，并于本月初快速
处理首例举报。今天三亚市旅游委向
全市旅游企业发布情况通报，责令为游
客介绍无营运资质车辆的三亚亚龙湾
五号别墅酒店立即整改，并处以2000
元罚款。

目前，三亚市交通局已对涉事车辆
进行查扣，并向涉事司机下达《违法行
为通知书》，依据相关法律法规，给予涉
事司机5万元行政处罚。三亚亚龙湾五
号别墅酒店为游客介绍无营运资质车
辆违反《海南经济特区旅馆业管理规
定》，三亚旅游委依规责令该酒店立即
整改，处以2000元罚款，并在全行业内
进行通报批评。

本报海口1月15日讯（记者况昌勋）我省电
子商务发展迅速，人才需求量大增，出现了大量缺
口。近日我省启动了电子商务人才千人培养计
划，农村电子商务人才培养基地陆续落户我省各
院校。

省农业厅信息中心主任林春介绍，目前我省
从事农产品电商企业达1600家，调查显示，目前
我省农业电商从业人员甚至缺乏基础性知识。店
铺对专业订单软件的了解和基本操作知识缺乏，
完成订单程序尚处于人工处理阶段，工作效率慢
且容易出错。

一份调查显示，目前海南从事电商的从业人
员约3万人，中高端人才直接缺口2万多人，间接
缺口5万多人。此外，目前海南省共有活跃经济
体约4万多家，可以判定未来这些企业都将不同
程度的配置电子商务人才和电子商务工作人员，
所以点上人才缺口将会进一步拉大。

海口市电子商务协会秘书长张铁冰介绍，海
南目前缺乏的电商人才主要分为四类，一是技术
型，如保障网站和平台运营的稳定性以及网页美
工等。二是营销型，能够在线推广、整合流量，完
成企业产品或服务的在线销售。三是策划型人
才。四是策略型人才。

据介绍，海口市电子商务协会将向全社会征
集和邀请有责任感的企业家，分批次到学校开展
电子商务人才培训工作，两年内开展两次千人培
养计划。培养课程侧重在案例分析、实践操作。

海南电商中高端人才
直接缺口2万人
电商人才千人培养计划近日启动

本报海口1月15日讯 （记者张中宝 刘贡
通讯员陈建丽）今天记者从海口市会展局获悉，今
年海口市会展业将突出办好“一会两展三节”重大
品牌会展活动，实现产业提质升级、品牌会展带
动，提升会展业的特色核心竞争力，全年计划举办
上规模会展活动200场以上，举办岛外宣传推介
和促销活动10场以上，利用国内大型会展活动等
平台，加快把海口打造成为全国著名的商务会展
中心之一。

去年海口市会展局加大招会引展力度，做大
做强品牌会展，丰富展会业态，引进高端国际性会
展，加强会展推介、行业管理以及人才培养，会展
业实现了重大突破。全年海口市共举办会展活动
208个，超额完成任务，其中上规模会议156场，
展览活动52场，展出面积达59.8万平方米。

据介绍，今年海口市将重点推进“一会两展三
节”的大型会展活动，其中，“一会”是指2015中国
（海南）国际大健康产业峰会，打造以高端论坛带
动专业展会的品牌会展项目；“两展”则是2015中
国（海南）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会和2015中国（海
南）国际建筑建材及装饰博览会；“三节”则包括
2015中国国际商标·品牌节、第十一届中国国际
会展文化节、2015世界游艇盛典。

海口今年计划举办
上规模会展200场以上

会展经济
本报海口1月15日讯（记者梁振

君）今天上午，海南三叶制药厂有限公司
与恒诚制药有限公司在海口举行增资协
议合作签约仪式，三叶制药厂向恒诚制
药有限公司出售60%股权，股权作价近
亿元。

2012年，海南省农垦集团启动三叶
制药厂重组改制工作。去年12月，省政
府批复同意三叶公司重组改制方案后，
公司增资扩股公告在海南产权交易所公
开挂牌，恒诚制药有限公司成功获得三
叶公司60%股权，成为实际控股人。

海南三叶制药厂有限公司是海南
农垦集团旗下二级企业，曾取得较好经
营业绩，但由于近几年制药行业市场化
程度加快，市场竞争日益激烈，三叶制
药厂作为一般竞争性领域的国有企业，
股权结构单一，机制不够灵活，缺乏市
场竞争力，公司经营陷入困难。恒诚集
团主要从事房地产开发、生物制药、酒
店经营、物业服务等多个行业，旗下拥
有恒诚制药有限公司等多家企业，是一
家规模较大、实力较强的大型综合性企
业集团。

海南三叶制药厂易主

重组改制
出售60%股权

三亚一别墅酒店
被责令整改

该酒店涉嫌为游客介绍
无营运资质车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