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文城1月21日电（见习记者
缪影影 记者范南虹）1月21日上午，
数百亩的文昌翁田沙地改良项目示范
基地，椒农们正忙着摘辣椒。种植大
户杨兹华捧起刚摘的辣椒高兴地对记
者说：“沙地辣椒亩产超万斤了，今年
大丰收呀。”

“现在还不是旺季，第一批辣椒刚
成熟，一天摘不到2万斤，到春节前后，
每天能有6万斤—7万斤的采摘量。”

望着压弯枝头的辣椒，杨兹华喜从心
生。他在沙地种植辣椒已有六年，往
年每亩地产量约6000斤。去年9月，
省农科院在基地实施沙土改良项目，
今年的辣椒亩产已超万斤。同时在示
范基地的带动下，周边已有2000多亩
沙地被改良种植辣椒、西瓜等果蔬。

省农科院研究员、蔬菜研究所所
长肖日新告诉记者：文昌翁田沙地面
积广，这些沙地有机质含量低，严重影

响作物出产率；同时，沙地的酸碱度不
断降低，导致作物生长不良，易发病虫
害；加上近年来化学污染严重，不进行
有效整治改良，不仅难以生长作物，还
会导致土质越来越差。

走进田间，记者看到一排排辣椒
植株下，覆盖着黑色的塑料地膜，防止
植株所需的水分蒸发。地膜下面铺设
着四通八达的滴灌管道，将水肥直接
输送至植物的根部，实现了覆膜滴灌

水肥一体化的科学管理。示范基地还
采取施撒椰糠生物有机肥，提升土壤
有机质含量；挥洒石灰，调节土地酸碱
度；以及不同作物轮作的方式，改良沙
地不良性状，提高沙地的可持续种植
能力。

“我们希望通过这些技术、措施的推
广，不仅能提高产量、增加农民收入，还
要改善土地质量，提高土地生产潜力，实
现土地的可持续利用。”肖日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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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到海南深呼吸
时间：2015年2月22日—24日（大年初四至初六）
地点：三亚国际会议中心 (红树林度假世界内)

——2015海南（三亚）春季房地产交易博览会特别报道

本报海口1月21日讯（记者罗孝平）无论
您是身在异乡的游子，还是宅男宅女，2015年第
二届海南年货展暨迎春庙会都能满足您购买年
货的需求。记者近日从年货展组委会获悉，
2015年第二届海南年货展联合易买商城，推出

“网上年货大街”，近几天将正式开放运营，所有
货品均有8折以上优惠，海口市区满30元包邮。

兴隆咖啡、定安汾酒腊肠、椰子饭、椰香饼、椰
子糖、文昌鸡……都能在2015年第二届海南年货
展联和易买商城推出的“网上年货大街”买到。

易买商城运营总监蒙邦凡介绍，在网上年
货大街办年货主要有支付宝、微信和网上银行
三种支付方式，方便快捷。海口市区满30元就
包邮，送货上门。省内其他市县和省外顾客需
要支付一定的邮费。

据了解，2015年第二届海南年货展暨迎春
庙会的参展商家只需要与易买商城签协议，就能
将货品提前在网上开卖，生意线上线下两不误。

2015年第二届海南年货展暨迎春庙会将于
2月8日至15日在海口国兴大道海航文化广场
举行，为期8天。目前，年货展所剩展位不多，有
意向的商家欲订从速，欢迎全国的企业及商家
来电咨询，或直接到海南日报大厦8楼订展。

订展电话：0898-66810557
（上班时间：08：30—17：30）
手机：13398907577

海南年货展网上年货大街将开卖

海口市区满30元包邮

本报三亚1月21日电（记者周月
光）2015海南房博会将于2月23日至
26日在三亚举行。今天，记者从组委会
获悉，房博会展馆迎来奥运会拳击中国
选手资格赛。世界级拳王有可能从这里
起步！

2014 年 12 月 18 日，在三亚湾红
树林度假世界的椰林酒店，国际拳击
联合会世界拳击联赛（WSB）2014-
2015赛季暨里约奥运会资格赛中国区
赛事启动仪式新闻发布会隆重举行，
国家体育总局指定三亚·三亚湾红树
林国际会议中心作为中国队主场，参

加WSB职业拳击联赛的优秀拳手均
有机会直接获得里约参加奥运会的资
格，真正实现职业拳手步入奥运会殿
堂的梦想。

红树林国际会议中心，位于三亚·
水城路，是三亚湾红树林度假世界地标

建筑，总面积达到三万平方米，拥有可
7000人同时会议，5000人同时宴会的
超大型会场，于2014年12月正式投入
使用，它的落成填补三亚没有1500平
方米以上会场的空白，将推动三亚会展
市场强劲发展。

三亚湾红树林国际会议中心承接本次
国际拳击联合会世界拳击联赛（WSB）
2014-2015赛季暨里约奥运会资格赛中
国区赛事，是2015年三亚奥运联合营销
的开年之作，将为即将举行的2015海南
房博会棸集人气。

为海南房博会“打气”

奥运会拳击资格赛三亚开打

行进海南

精彩故事

本报三亚1月21日电 （记者黄媛
艳）近日，远方客栈董事长兼总经理高伟
明带领的远方客栈在上海股交中心E板
挂牌。在客栈公寓、家庭旅馆、青年旅社
这样的旅游新业态中，小而散、经营失
范、证照不全、竞争激烈是常态。远方客

栈却另辟蹊径，不仅规模不断壮大，而且
在海南率先走进资本市场。

“我们还未成功，只是遇到了新的节
点。”面对着市场竞争与自我提升的双重
需要，高伟明说，他想和300余名远方人
一起拼一次。

上海人高伟明喜欢到处走走，1990
年来三亚度假，他是一名游客；2002年，
应朋友之邀，高伟明只身来鹿城从事旅
行社管理，他成为一名旅游从业者；
2010年，高伟明和他的伙伴创立的远方
客栈首家门店——“有只船”，在三亚大

东海开业，他开始成为创业者。
“三亚早已成为我的第二故乡，它的

好坏就像是自己的事。”在高伟明看来，
无论从政府还是社会层面鼓励创新，以
开放姿态包容新生事物，是三亚的核心
特色和竞争力。随着越来越多个性化、
有情调的酒吧、咖啡馆、餐饮等业态和产
品的出现，三亚已形成休闲性质的商业
文化生态圈，这对有着旅游创业梦想的
人群，极具吸引力。

从2010年的“有只船”，2011年的
“有个村”，到2012年爆发式地将门店数

增至6家，再到如今的10家门店、740间
客房规模，远方客栈一直稳扎稳打，以城
市白领、中产阶级、度假人群为目标消费
人群，倡导绿色自助式旅行、亲友式服
务、自然温馨小资情调。

旅游业的发展日趋个性化、碎片
化、小众化和精细化，度假客栈业作为
旅游住宿业的有效补充，备受关注，市
场潜力巨大。“我们坚定看好这个业态
的方向、趋势，全力以赴推进管理模式、
人才搭建等工作。”高伟明透露，远方客
栈将在不断试错选优中，确立业态运营

模式，建立精干高效的运营团队、管理
模式，从三亚出发，将远方客栈逐步向
全国布点。

“新三板挂牌，将使企业在治理上
走向规范，期间会有阵痛，但这是企业
走向规范化持续发展的必然趋势。”高
伟明认为，远方客栈挂牌上市，将借力
资本市场的投融资平台，树立规范、诚
信的公司形象，吸引更多的优势资源互
补合作，将客栈打造成“一站式”的度假
旅游产品，进一步促进度假客栈业的稳
步发展。

驴友鹿城开客栈当掌柜，三亚旅游新业态添新气象——

远方客栈新三板挂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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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营根1月21日电（记者林容
宇 特约记者黎大辉 通讯员朱德权）琼
中黎族苗族自治县和平镇的乘坡河石臼
群是典型的石臼地质遗迹，如今慕名而
来的游客越来越多，但人为破坏石臼的
现象也时有发生。“建议县委、县政府创
建乘坡河石臼群省级地质公园，既可保
护石臼群，又可为琼中旅游业增添新活
力！”在今年的琼中“两会”上，县政协委
员羊斌斌提出建议。

近年来 ，琼中开发了湾岭镇鸭坡
红色乡村、红毛镇什寒美丽乡村等多
个旅游路线，建立了琼中“奔格内”乡
村旅游品牌。2014年，更是首次举办
以“绿橙狂欢季，乡村嘉年华”为主题
的2014年琼中绿橙乡村旅游季活动，
将“琼中绿橙”与“奔格内”乡村旅游
有机结合，促进“奔格内”品牌进一步
巩固和提升。

但是，羊斌斌认为，纵观下来，琼
中的旅游开发还是以单一的乡村旅游

为主，在参观过黎苗风情山村，采摘完
琼中绿橙，品尝过乡村风味饮食后，游
客未免有“无处可去，无景可观”之
感。实际上，琼中还保持着不少原始

风貌的自然奇观，未深入的进行旅游
开发，和平镇乘坡河石臼群就是其中
之一。因此，他建议县委、县政府，结
合琼中“一心一园一带八区”总体发展

布局中“乘坡漂流区”的开发理念，高
标准创建和平镇乘坡河石臼群省级地
质公园。

从乘坡河西岸行走观看，形态各
异、巧夺天工的石臼比比皆是。在东岸
最高处的一块巨石上，横向阴刻有“唯
战能存”四个行体大字，是抗战时期国
民党琼崖守备司令王毅所书。乘坡河
石臼群景观融山、石、崖、河流为一体，
景致丰富多彩，组合为一幅天然的绚丽
画卷。当你亲临其境，置身其间，自然
而然会为石臼的形态之美和水流的力
量赞叹不已。

但是，慕名而来的游客越来越多，
人为破坏石臼的现象也时有发生。譬
如，河西岸边的斜坡上就堆积了大量生
活垃圾；在石臼群中，还有凿取花岗岩
石材的痕迹。长久下去，必将对乘坡河
石臼群景观造成巨大的破坏。羊斌斌
认为，加大对石臼群景观的保护迫在眉
睫。

独特的石头景观伤痕累累，琼中政协委员建议——

创建乘坡河石臼群地质公园

本报营根1月21日电（记者林容宇 特约
记者黎大辉 通讯员朱德权）琼中黎族苗族自治
县“奔格内”乡村旅游品牌全面打响，2014年旅
游总收入1.4亿元，增长42.1%，首次突破亿元
大关。这是今天记者从琼中旅游部门获悉的。

琼中依托生态保护建设、绿色农业开发、民
族文化传承为基础的生态旅游业逐步成为引领
县域发展的新经济增长点，全县产业发展特色
更加鲜明。三次产业比重由2013年的52.7：
16.0：31.3调整为51.8：16.5：31.7。

“奔格内”乡村旅游品牌全面打响。琼中全
年接待过夜游客35万人次，增长20.7%。旅游
总收入1.4亿元，增长42.1%，首次突破亿元大
关。实现服务业增加值9.6亿元，增长9.5%。

琼中生态旅游业加快发展，百花岭旅游综
合开发区、白鹭湖旅游度假区等重点生态景区
项目建设加快推进。琼中秉承“农旅结合、以旅
兴农”的理念，初步建成什寒、云湖等8条“奔格
内”乡村游精品线路，成功推出琼中绿橙乡村旅
游季、好美琼中·“奔格内”乡村旅游季活动。

琼中去年旅游
总收入首破亿元
“奔格内”品牌全面打响

本报金江1月21日电（记者孙慧 通讯员
王曼专）日前，澄迈县委召开常委扩大会议，传
达学习十八届中央纪委五次全会精神和省委常
委扩大会议精神，并对加强春节廉洁自律工作
作出部署。

2015年春节将至，为严明廉政纪律，持之
以恒地抓好中央八项规定、省委省政府二十条
规定和县委县政府二十二条规定精神的落实，
近日澄迈纪委印发工作部署通知，进一步强调
春节期间要严抓严管，常抓常严，强化管党治党
责任，自觉践行“三严三实”要求，保持高压态
势，形成从严治党、从严管班子、从严带干部的
新常态，决不让“四风”回潮。

同时，春节期间县纪委将协调公安、财政、
税务、审计等部门组成明察暗访组，通过查阅相
关账目、查阅相关票据、进行暗访等方式加强监
督检查，重点查处公款送礼（礼金、礼、土特产
等）、公款吃喝问题、公车私用问题及其他“四
风”问题，发现一起坚决查处一起，并及时点名
道姓通报曝光。

澄迈部署春节期间廉洁自律工作

严查公款送礼公款吃喝

有机质含量低，化学污染严重，经改良后亩产辣椒超万斤——

翁田沙地种出“摇钱椒”

乘坡河石臼群景观融山、石、崖、河流为一体。 本报记者 苏晓杰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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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海口1月21日讯（记者罗孝
平）由南海网主办，省司法厅、省普法依
法治理领导小组办公室指导的“2014
海南最具影响力法治事件”评选活动正
式开始投票，投票截至1月28日。投
票结束后，南海网将随机选出30名幸
运网友，每人将获得100元话费卡。

事件评选范围为2014年期间在海
南发生的，与百姓生产生活密切相关，
受到社会强烈关注，且对法治海南建设
具有深远影响的重大法治事件。

评选活动自12月24日启动后受
到网友广泛关注，工作人员认真筛选出
20条关注度排名靠前的法治事件作为
候选提名，请广大网友投票。投票结束
后，南海网将最终选出10个“2014海
南最具影响力法治事件”并公布。

“2014海南最具影响力法治
事件”评选开始投票

网友可通过
三方式投票

微信
参与

微博
参与

网友可登陆南海网首页或
活动专题页面（http：//hd.
hinews.cn/2/yxl_fzsj.
php）进行投票，并留下联
系方式

关 注 南 海 网 官 方 微 信
（hinews0898），在微信菜
单栏“乐活海南”中点击
2014法治事件评选，进行
投票。您最多可以从备选
事件中评选出十个，并根据
提示留下联系方式和姓名

关注南海网官方新浪微博，
参与在线投票后，带#2014
海南十大法治事件#写上推
荐理由。

本报海口1月21日讯（记者陈怡
通讯员曲易伸）记者近日从省国税局获
悉，2014年海南国税共组织国内税收收
入313.2亿元，同比增长13.5%，增速全
国第五。其中，地方级税收收入97.1亿
元，同比增长46.5%，增速全国第一。

从整体上来看，省国税组织收入增
长的主力来自增值税、企业所得税，税
收收入分别实现了18.9%、22.5%的增
长，二者共计增收39.1亿元，占全部省
内税收增收额的105%。

“‘营改增’政策实施后，共为全省
27043户试点纳税人整体减少税收5.34
亿元，有力地推动了海南现代服务业的
发展和经济结构的转型升级。”省国税
局相关负责人说。

去年海南国税
收入逾313亿元
地方级税收收入增速全国第一

本报定城1月21日电（记者赵优
特约记者林先锋）“临近年关，富硒鸡市
场需求量非常大，很多客户都是开车上门
收购。”在定安县龙门镇石坡村的林下养
鸡基地里，养殖大户莫裕军看着一笼笼农
家土鸡被收购装车，笑得合不拢嘴：富硒
鸡能卖到14块钱每斤，按照1万多只的年
出栏量，年收入十几万元不成问题。

龙门镇富硒土壤面积达596.6平方
公里，占全县土壤面积的50%。据龙门
镇农业服务中心负责人介绍，龙门镇多
措施促农增收，如积极争取扶贫资金支
持石坡村养鸡合作社建设鸡苗孵化项
目，谋求有效降低种苗购买成本等。

“定安将依托富硒资源优势，发展特
色农业品牌，让富硒产业成为群众致富增
收的新源泉。”定安县委书记陈军表示，定安
全力推进农业集约化、精细化、设施化、品牌
化、生态化，做大做强特色产业，有效促进
产业转型升级和更好地促农增收。

定安依托资源优势做特色农业

富硒鸡
打响“特”字牌

制表/张昕

本报金江1月21日电（记者孙慧 特约记
者陈超 通讯员赖业锋）“这几年咱县发展的亮
点在哪里？为何有些项目的引进和推进进展缓
慢？”这几天，记者走访澄迈县各级政府，发现很
多干部都在互相传阅一本小册子，这本由县政
府实际工作案例编成的小册子，由浅入深地总
结了澄迈县在一些重大项目工作上的得与失，
引起了澄迈县很多机关干部的热议。

按照惯例，每年年初又到了各市县召开经
济工作会议，总结去年工作得失和部署今年工
作计划的时候。可每年的工作会议召开，有没
有取得相应效果？澄迈今年想出了一招。

在1月16日的经济工作会议上，一本由县委
书记杨思涛亲自编辑的小册子发放到了与会的
干部们手中。在这本仅有12页的小册子中，摘
取了县政府近年来抓的生态软件园、美丽乡村、
福山咖啡风情小镇土地和金江“四厂”土地拍卖
等3个实际工作案例，从经济学和社会学角度来
对这些项目目前的进展状况分别作了剖析。

“发展是要遵循经济规律的，大家应当学会
运用政治经济学的思维方式，从现象中解析经
济社会发展。”在16日的经济工作会议上，杨思
涛如此向与会干部表示。

澄迈总结去年经济工作得失

县委书记编案例
教干部经济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