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月18日上午，澄迈宏林瓜果种
植专业合作社的大棚里非常热闹，农
户们在田间地头忙碌着，有的正在藤
蔓间摘瓜、有的在给摘下的青瓜清
理、还有的正拿着工具打包装箱。

据了解，澄迈宏林瓜果种植专业
合作社的青瓜今年迎来了大丰收，亩
产量达到了25000斤。目前合作社
的青瓜每天已经达到13000斤的出

货量，青瓜的收获期将持续至5月上
旬结束。据合作社负责人介绍，数十
万斤的青瓜早已经被两广地区的经
销商预订完毕，海南澄迈青瓜在两广
市场上销售火爆。

如今宏林合作社已经种植了38
亩青瓜，还为地里的青瓜专门申请了
商标。

本报记者 古月 摄影报道

澄迈青瓜畅销内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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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于等到你，台湾自由行”、“走起，
台湾”“这下可以任性玩台湾了”……微
信朋友圈瞬间被海口实现台湾自由行的
消息刷屏了。今天一大早，海峡两岸旅
游交流协会公布新增大陆居民赴台个人
游第五批11个试点城市，至此，大陆赴
台个人游试点城市已达47个，其中，海
口榜上有名，让众多等待许久的海口人
欢欣鼓舞。

赴台自由行终实现

海南和台湾同为祖国的两大宝岛，
气候文化也相似。但对于海南的人们来
说，宝岛台湾却依然是个极具吸引力的
旅游目的地。“盼来盼去终于迎来这一
天，对我来说是一个相当振奋的好消
息。”海口市民修小姐兴奋地说，她曾被
台湾文艺电影里的美景吸引，对台湾的
原创话剧和综艺节目更是情有独钟，对
温文尔雅的台湾人印象也不错，今天一
听到海口开放台湾自由行，马上就将台
湾之行纳入到自己的年度计划中。

业内不少人认为，海口开放赴台自
由行，不仅仅是促进海南人游台湾的有

效手段，更是加强琼台文化贸易等多方
面交流的基础和保障。琼台两岛民间来
往源远流长，加上近些年台湾不少企业
在海口落地，不少商务人士和游客都盼
望着海口台湾自由行开通。

海南康泰国际旅行社导游黄家广曾
多次带团去台湾，他说，周围很多朋友还
没去过台湾，他们对台湾的美食和风景
都很感兴趣，希望感受不一样的海岛风
情，想去体验台湾美食，想去回味对宝岛
台湾的那份感情。

旅行社迎来新机遇

“这是一件好事，旅行社的产品可以
更多样化了。”海南省旅行社协会副会

长、海南豪阳国际旅行社董事长梁昌斌
说。

具有台湾团队游经营资质的海南康
泰国际旅行社旅游中心总经理何鹏说，
海口实现赴台游自由行这对于海南旅游
从业者来说是利好消息，说明当地城市
赴台游基础好，航班有保障才会获得批
准，台湾是出境游的热门地，自由行后很
大程度上方便海口市民。

据悉，大陆居民来台自由行必须办
理“两证一签注”。两证指：通行证+入
台证；签注指台湾个人旅游签注G签。
未开通自由行地区客人必须要去具有
台湾团队游经营资质的旅行社出具台
湾旅游发票，凭发票才能去公安机关办
理通行证，现在海口开通台湾自由行

后，海口市民可直接去公安机关办理通
行证；而入台证仍必须要通过有赴台旅
游经营资质的旅行社统一报送审批才
可通过。

目前，台湾给予大陆赴台个人游的
名额每天不到六千人。而目前已报名且
等待入台证的大陆游客有30多万人，海
口开通台湾自由行后，业界表示有可能
掀起赴台自由行热。

梁昌斌说，之前去过台湾的游客都
是常规的环岛游，不少游客反馈希望
自由行后体验自助式的深度游，为此，
旅行社提早做了“机票+酒店+半自助
或一日游”等产品，满足家庭游和自助
游客群体。

（本报海口3月18日讯）

本报海口3月18日讯（记者周月
光 通讯员陈凤娇）备受关注的第12届
海南国际车展将于3月26日-29日在
海口市海南国际会展中心举办。在官
方微信“车圈”砸金蛋抽大奖、摇一摇、1
元抢门票等活动助阵下，本届车展热度
将比往届有增无减。记者今天从车展
组委会了解到，车展现场众多车商在

“价格”上竞相抛出“橄榄枝”。
本届车展，北京现代、比亚迪、上海

大众、力帆、长城、东风标致、雪佛兰、一

汽大众、纳智捷、广汽丰田、进口起亚、
东风悦达起亚等品牌优惠力度均比往
届高出许多。而豪华品牌凯迪拉克也
不放过这一次有利时机，优惠最高达6
万元。

据介绍，车展现场，北京现代瑞纳、
朗动、名图 、ix35、全新胜达、新途胜全
线出动。现场现金购买瑞纳、全新胜
达、新途胜，分别尊享1.1万元、1.5万
元、4万元优惠力度。而且瑞纳、朗动、
名图 、ix35、全新胜达均有现车提供。

北京现代第九代索纳塔十倍升级计划
启动，集结流体雕塑2.0设计理念，带
来完美行驶表现，选购该款车可享发动
机、变速箱动力总成5年或10万公里超
长保修。

广汽丰田各款车型也都给出不同
力度优惠。致炫全系优惠5000元，凯
美瑞优惠最高2.5万元，雷凌钜惠最高
7000元，逸致车展钜惠5000元。进口
起亚第三代佳乐、全新索兰托L、全新凯
尊、2015款霸锐优惠力度也在1万元至

3万元之间。东风悦达起亚智跑尊贵版
优惠力度达3万元。其旗下狮跑、K2、
K3、K4、K5等车型优惠均在1万元至4
万元。

据车展组委会介绍，本届车展汇
聚海南汽车市场95%以上品牌，参展
车辆90%以上由厂家直属，大部分底
价让利销售，打响2015年海南车市价
格战。现场除名车、豪车、靓丽车模、
大让利活动之外，还设有幸运抽奖等
多项配套活动。

海南国际车展月底“大惠战”
汇聚海南汽车市场95%以上品牌 最高优惠6万元

本报海口3月18日讯（记者张中宝）今天上
午，为期三天的第三届海南广告设备及LED照明
展览会（简称海南广告展）在海南国际会展中心开
幕，此次广告展将展出我省广告设备及LED照明
等，成为我省广告业界的一次盛会，将为海南广告
及LED照明行业的发展提供新的交流与合作发
展平台。

据介绍，此次海南广告展由海南省广告协会、
海口九愚会展有限公司、海南省光电照明行业协
会联合主办，主要包括广告设备、LED照明及城
市亮化、展览器材、舞台灯光、办公设备及优秀广
告作品等六大展区，约有3000专业观众前来参
观，快展中国、雷士照明、三雄极光、强力巨彩等展
商，以及众多品牌广告设备厂商亮相展会。而海
南省光电照明行业协会则组织我省相关光电照明
企业集体参展，并重点发布了光电照明行业“一卡
通”服务卡，为整个行业进行信息、优惠等一系列
的服务。

海南广告展昨开幕

本报海口3月18日讯 （记者许春媚 通讯
员宋瑞国）今年3月21日是传统的二月二“龙抬
头”日，又恰逢农历春分，记者今天从海口市假
日海滩景区获悉，届时景区将举办“2015·海口
二月二龙抬头祭海大典”活动，当天除了传统的仪
仗巡游、祭海典礼外，主办方还将举办沙滩寻宝纳
福活动。

据了解，祭海活动已经连续第5年在假日
海滩举办。祭海，是沿岸渔民在漫长的耕海牧
渔生活中创造的一种独具特色的渔家文化，表
达了衣食于海洋的人民对大海的感恩与崇敬心
情。今年这一届的祭海大典以“感恩海洋、保护
海洋”为主题，将于3月21日上午9时在海口假
日海滩举行，旨在传承和展示西海岸渔家民俗
文化，呼吁市民游客崇敬祖先，感恩海洋、保护
自然环境和家园。当天的祭海活动将由仪仗巡
游、祭海典礼、沙滩寻宝纳福三个部分组成。祭
海仪仗巡游将于当天上午9时开始，从西海岸
观海台巡游至假日海滩广场祭坛，约9时50分
举行正式祭拜典礼。

为了增加群众参与性和趣味性，主办方相关
负责人告诉记者，在祭海典礼完成后，游客可以扫
描关注四季康城二维码即可参与“沙滩寻宝纳福”
活动，主办方准备礼物有高档口杯、U盘、贝艺、亲
水乐园门票、烧烤炉位票等约500件。

海口假日海滩
举办祭海大典

二
月
二

本报三亚3月18日电 （记者黄媛艳 杨春
虹 通讯员马宏瑞）3月17日本报4版刊登的题为
《湖南游客致信本报赞海南好导游》一稿，受到广
泛关注。省旅游委今天决定给予好导游刘倩
3000元奖金及导游证一年免检的奖励，并在行业
内颁发倡议书，倡导旅游从业者主动践行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塑造海南旅游形象。

年逾古稀的湖南籍游客刘先生本月初在海南
旅游时遭遇意外骨折，受到带团导游、海南沃德国
际旅行社有限公司导游刘倩的细心照顾，刘先生
深受感动之余将一封感谢信投至本报，本报昨天
对此作了报道。看到本报的报道后，省长助理、省
旅游委主任陆志远第一时间批示，认为该导游的
行为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生动体现，建议将
其发扬光大。

今天，省旅游委经过研究决定，给予刘倩
3000元奖励，对其导游证一年免审；并对刘倩、及
其所在的旅行社进行全行业通报表彰。同时，在
全行业发布倡议书，倡导旅游从业者自觉践行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带头倡导良好社会风气，爱岗
敬业，努力做好本职工作。

据悉，省旅游委今天还同时表彰了今年1月
受游客点赞的海南远通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导游
张鑫及其所在旅行社，表彰张鑫在带团过程中所
展现的热情服务、待游客如亲人的敬业行为。

省旅游委
表彰好导游刘倩

新闻 追踪

本报海口3月18日讯（记者单憬
岗 实习生张凡）“我们对海口高新区和
美安生态科技新城很有信心！”在今天
下午举行的海口国家高新区与红星美
凯龙公司和中国电建集团湖北工程公
司项目合作签约仪式上，中国电建湖北
公司总经理孙仁好对未来合作充满期
待。两家公司的招商引资签约额达60
亿元。而自去年3月以来，高新区已实
现招商引资总额100亿元。

红星美凯龙是国内家具行业龙

头。2013年6月，省委书记罗保铭率党
政代表团赴浙江、上海考察，期间与红
星美凯龙公司创始人车建兴等上海知
名企业家会面，邀请各企业参与到国际
旅游岛的开发建设中。高新区按照省
市要求，积极落实招商活动成果，多次
与红星美凯龙对接洽谈，最终商定在高
新区投资建设以红星美凯龙生活广场
为主体的新型商业综合体项目。

红星美凯龙开发部总经理车国兴
表示，这是他们在我省落户的首个项

目，投资总额约10亿元人民币。项目
将于今年底开工，2017年上半年建成
投入运营，运营后预计解决近3000人
就业，年上缴总税收5000万元人民币，

“我们绝不会止步于此，已经制定好面
向全省多个市县的投资战略。”

而中国电建集团是我国八大建筑
业企业之一，是世界500强企业。旗下
湖北工程公司成立之初，就确定以湖北
和海南作为未来公司发展的战略区
域。此次他们与高新区签订了50亿元

基础设施合作建设协议。
据悉，去年以来，海口市委市政府

主要负责人多次来高新区调研要求加
大招商引资力度，高新区组建成立了以
市场化形式运作的海口国家高新区投
资促进中心，丰富了招商引资专业队
伍，接洽了大批科技含量高、综合实力
强、税收贡献好的意向企业，在谈储备
项目有40多个，有21家意向进入美安
生态科技新城，实现了招商引资由“招
商”向“选商”阶段的质的飞跃。

又有两家大企业签约进驻

海口高新区一年招商引资百亿元
本报海口3月 18日讯（记者单憬

岗）“我们首批从德国引进的两条净菜
清洗加工生产线已试运营，理论上我们
每天可提供约10万人的净菜量。”记者
在海口桂林洋嘉桂农产品综合性加工
配送中心采访时，海南嘉桂实业公司副
总朱彦斌介绍说。

在省、市农产品现代流通综合试点
资金扶持下，这两条生产线的生鲜产品
已进入博鳌亚洲论坛大酒店、观澜湖度
假区等多家五星级酒店和政府机关及
学校食堂。

净菜加工生产线的建成投产，提高
了我省农业产业化经营水平和效益，减
少了毛菜进入城市，由此减少了20%的
城市生活垃圾。

目前，两条净菜清洗加工生产线已
运营。整条生产线分为分级挑选、清洗、
整理切分、保鲜、脱水、包装冷藏等6个
部分。“我们两条线一天的产能可达到
24吨，按每人一天一斤菜的量，可供近
10万人的蔬菜需求。”朱彦斌说，目前主
要是一些大酒店、尤其是机关食堂需要
量大，所以在包装等环节，多以成筐包装
通过冷藏车直接送至食堂厨房，真空包
装至超市等销售量较少。

据悉，目前该项目已有完善的综合
配套，项目总投资已达1388万元，已建
成2条净菜清洗加工生产线和600吨蔬
菜预冷冷库。信息管理系统及质量追溯
系统、果蔬检验检测系统也已运行，近
20辆冷藏车也已配备。

海口引进两条
净菜生产线
每天可供约10万人需净菜量

“阿卡狄亚”号邮轮
首航三亚

3月18日8时，三亚凤凰岛国际邮轮码头迎来大型豪华邮轮“阿卡狄亚”号，这是美国嘉年华邮轮公司第二艘首航鹿城的邮
轮，1971名游客畅游春日三亚。

春节至今，三亚凤凰岛国际邮轮港共迎来7艘邮轮，今年将有36艘次国际豪华邮轮进出三亚。本次到访的“阿卡狄亚”号
邮轮总吨位8.3万吨，从香港出发，途经三亚，最后抵达越南，共载有来自美国、德国、意大利、澳大利亚等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
2806多名旅客、船员。今天，邮轮游客下船后，陆续前往三亚湾、大东海、亚龙湾等景区旅游观光，下午5时许，邮轮再次启航，
离港前往越南。 文/本报记者 黄媛艳 图/本报记者 武威

本报三亚3月 18日电（记者况昌
勋）今天，三亚市政府常务会审议通过了
《三亚市海洋功能区划》（2013年-2020
年），划定农渔业区、港口航运区、旅游休
闲娱乐区、海洋保护区、特殊利用区、保
留区等6个一类海洋功能区。同时，特
别强调了对海洋的保护。

近年来，三亚市海洋产业发展迅速，
但是也存在海洋资源粗放利用、海岸带
环境压力加大、局部海洋生态平衡破坏
等问题。为此，《三亚市海洋功能区划》
划定了农渔业区、港口航运区、旅游休闲
娱乐区、海洋保护区、特殊利用区、保留
区等6个一类海洋功能区。其中农渔业
区细分到养殖区、增殖区、捕捞区、渔业
基础设施区4个二级类；港口航运区细
分到港口区、锚地区等2个二级类；海洋
保护区细分到海洋自然保护区1个二级
类。海岸基本功能区25个，面积6.83万
公顷，占海岸线261.73千米；近海基本
功能区9个，面积25.6万公顷。

根据规划，三亚将提升海洋产业质
量，重点发展滨海旅游服务业。完善亚
龙湾国际旅游度假区配套度假设施，提
高配套服务水平，建设海棠湾“国家海
岸”成为世界级的集滨海度假、休闲娱
乐、疗养休闲等为一体的滨海度假区。
治理大东海、鹿回头湾、三亚湾等中心城
区滨海度假区旅游环境，加快三亚西海
岸旅游区的开发建设。

《三亚市海洋功能区划》出台

划定6个
一类海洋功能区

一版纵深

赴台个人游

◀上接A01版
今天的会议听取了常委会有关部门

关于以上各项议程准备情况的汇报；还
听取了关于稳定“菜篮子”价格专题调研
的报告有关情况的汇报；听取了关于省
五届人大三次会议代表议案处理意见的
汇报；听取了关于主任会议重点督办代
表建议推荐项目的意见的汇报；听取关
于海南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陈海波率团
访问新加坡澳大利亚情况的汇报。

省五届人大常委会
第十四次会议31日召开

◀上接A01版
刘赐贵强调，定点扶贫是中央和省委省政府

惠民生的一项重要工作，也是打赢扶贫攻坚战、全
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一项有力措施。希望大家在新
的一年里，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扶贫
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

会议就全省扶贫开发工作作出部署，要求
全省建立机关扶贫驻村工作队（组）制度，实施

“领导挂点、单位包村、干部包户”工作责任制，
逐项落实干部驻村扶贫计划，做到不脱贫不脱
钩。重点是积极参与扶贫开发项目申报，加大
产业扶持力度，加大技能培训和转移就业力度，
动员社会各界参与扶贫开发，完善定点扶贫工
作机制。

会议强调，要清醒认识新形势，准确把握
新任务，全面落实新要求，紧扣“四个全面”战
略布局，主动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认真贯彻
省两会和农村工作会议精神，以提高经济发展
质量和效益为中心，全面落实省委省政府定点
扶贫的决策部署，振奋精神，攻坚克难，真抓实
干，努力开创扶贫开发工作新局面，为海南科
学发展、绿色崛起，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做出新
的更大的贡献。

副省长陈志荣出席会议并讲话。

主动作为加快
贫困地区群众脱贫致富

海口列入赴台个人游试点城市，网友热议并充满期待

终于等到你：台湾自由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