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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牙叉4月6日电（记者徐一豪
特约记者陈志强 通讯员苏小婷）“这两
年橡胶价格不好，我家暂时不割胶了，就
靠30亩橡胶林套种的益智，一年也有
10多万元的收入。”日前，白沙黎族自治
县青松乡打炳村村民张文荣开心地告诉
记者。

“张文荣的话，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
白沙农业发展的现状。”白沙农业局相关
负责人说，去年以来，橡胶、甘蔗、木薯等
农业“老三样”市场低迷，白沙积极应对，
在巩固提升橡胶等传统产业基础上，突
出特色种养，加快培育壮大绿茶、南药、

特色养殖等优势新兴产业，优化种养结
构，初步形成了以橡胶为主，绿茶、南药、
特色养殖等为辅的农业产业结构。

白沙绿茶是我省知名特产，市场需
求量大，经济效益好。据白沙农场工会
主席段学俊介绍，白沙计划利用5年时
间，在陨石坑周边的白沙农场、牙叉、细
水、元门等地新种绿茶7000亩，打造万
亩茶园，使绿茶产业成为新一轮农民增
收的新兴产业。

记者在牙叉镇方香村委会奋勇村
看到，春茶采摘正在热火朝天进行中。
当地农民将一筐筐带着露水的茶青送

到村里开办的茶叶加工厂。村民陈蓬
建家中种有绿茶8亩，目前可采摘的有
4亩多地。“从3月份开始，每个星期可
采一批，一直到10月份，每批茶青可卖
到1200元左右。”陈蓬建说，种茶收入
相当不错。

南药也是白沙着力推广的新兴产
业，目前，在白沙许多乡镇的橡胶林里，
能见到南药的影子，尤以益智为最。在
青松乡，益智种植面积高达1.2万亩，几
乎每一片橡胶林里都套种了益智。乡长
王旭介绍说，2014年，青松乡益智总产
值达800多万元，仅次于橡胶和甘蔗。

记者从白沙农业局获悉，以绿茶、南
药、土鸡、五脚猪等为代表的新兴产业，
已成为白沙农民增收的新动力。去年，
白沙全县南药种植面积3.7万亩；绿茶
种植面积4300亩（含农垦）；土鸡年出栏
量146万只；生猪年出栏17万头。在新
兴产业的推动下，去年农民人均纯收入
达7639元，同比增长14%，增幅高于全
省平均水平。

白沙县副县长周秋平说，贯彻落实
全省农村工作会议精神，白沙今年将以
调整优化产业结构为重点，加快发展以
绿茶、南药、竹子、瓜菜、畜禽养殖、渔业

养殖为主的新兴产业；因地制宜推进乡
镇特色产业，发展雪茄、山兰米、黑米、生
姜、特色养殖等区域化特色产品；探索林
下经济发展模式；稳定橡胶种植面积，有
序调整甘蔗、木薯种植面积。

周秋平表示，白沙今年将更加注重
发展特色优势产业、“三产”融合和农业
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更加注重田园城市、
风情小镇和美丽乡村的打造，努力实现

“农村美、农业强、农民富”的目标，实现
农业生产总值增长7%，达到 31.51 亿
元；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
14%，达到9008元。

本报海口4月6日讯（记者邵长春
通讯员施展 林燕）记者从省住房和城
乡建设厅了解到，省住建厅按照“时间
过半、任务完成过半”的原则，于今年第
一季度对各市县“十二五”绿色建筑行
动工作进行了中期评价，结果显示，截
至去年底，仍有近2/3的市县没有实现
绿色建筑零的突破，全省绿色建筑工作
面临严峻局面。

根据相关方案，我省“十二五”期间
应完成新建绿色建筑550万平方米、高
星级绿色建筑示范项目39个、公共建

筑节能改造30万平方米等目标任务。
截至2014年12月底，全省新建绿色建
筑228.01万平方米，高星级绿色建筑示
范项目10个、公共建筑节能改造约10
万平方米，分别占“十二五”规划应完成
目 标 任 务 的 41.46% 、25.64% 和
33.33%。其中，有近2/3的市县还没有
实现绿色建筑零的突破。

据了解，目前海口、三亚、万宁、保
亭、昌江等市县政府已结合当地实际，
颁布了相关实施方案，积极推进绿色建
筑工作。如海口市提出了“促进棚户区

（城中村）改造项目执行绿色建筑标准”
的工作要求；三亚市将省、市重点项目
列入绿色建筑强制推广范围。

同时，我省还积极开展绿色建筑宣
传教育，以建筑节能评估审查为切入
口、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为把关口，严
把政府投资建筑、大型公共建筑等绿色
建筑强制推广项目设计关。

房地产企业也坚持树立绿色发展
的理念，全省目前已有5个住宅项目获
得绿色建筑评价标识；海口永和花园B
期申报二星级绿色建筑评价标识已通

过评审，有望成为我省首个绿色保障
房。海口开维生态城S1区、万宁石梅
山庄A区、三亚万科森林公园获得我省
首批“绿色生态小区”称号。

但是，部分市县仍未将绿色建筑工
作纳入日常议事程序，绿色建筑工作处
于不闻、不问、不抓的状态。同时我省
经济总量处较低水平、绿色建筑产业基
础相对弱、科研院所实力不强，发展绿
色建筑存在瓶颈。此外，绿色建筑设
计、审查工作有待进一步加强，绿色建
筑咨询机构行为也亟待规范。

我省“十二五”绿色建筑行动中期评价结果显示

六成市县尚未实现绿色建筑零突破

本报海口4月6日讯（记者陈怡 彭
青林 通讯员吴泽慧）在海口金盛达家
居建材商城从事建材批发的张先生这
段时间心情比较轻松，原来平安银行海
口分行依托成熟商圈设计的创新产品
解决了他一直比较挠头的融资难题，帮
助他做成了一笔大订单。

在经济新常态的背景下，部分省内
商业银行机构主动转型，深入了解小微
企业对金融服务的要求，积极创新小微
企业贷款服务，开发出了充分利用商圈
网络、无需担保抵押并符合小微企业经
营特点的“贷贷平安”商务卡等创新产
品。目前，仅平安银行海口分行就已进
入全省100多个成熟商圈，累计发放贷

款超过50亿元，为3万余户小微业主解
了燃眉之急。

“金融是经济的‘血液’，小微企业
是经济的‘毛细血管’，只有让金融的

‘血液’顺畅地流入经济的‘毛细血管’，
才能增强经济发展的活力和动力。”平
安银行海口分行有关负责人说。

如何让“血液”不受阻碍地流入“毛
细血管”？他们在深入分析小微企业的
经营特点和融资需求后，发现充分发挥
成熟商圈组成的产业链和商贸网络的
作用，可以有效解决小微企业难以提供
抵押物的瓶颈问题，帮助小微企业更容
易更便捷获得贷款，同时有效管控信贷
风险。

根据商圈的经营特点，平安银行海
口分行破除抵押物崇拜，推出了组合
贷、商户互保联保、市场管理方担保、第
三方自然人担保、互助基金等多种针对
小微企业的新融资方式和新信贷产
品。针对小微客户贷款到期一次性还
款压力较大的情况下，平安等商业银行
还推出了小微贷款“自动续授信”服务，
不但减轻了小微企业资金压力，而且减
轻了成本压力。

张先生对此深有体会。刚接到大
订单的时候，他又喜又忧：因为没有财
务报表和本地房产，无法申请银行贷
款。平安银行小微团队根据张先生的
铺位租约和经营流水，在没有提供任

何担保抵押的情况下，很快就为其办
理了额度100万元、十年有效的“贷贷
平安”商务卡，张先生根据自身需求随
时通过网银、手机银行、电话银行提取
资金，按天计息，帮助他做成了这笔大
生意。

越来越多的小微企业也跟张先生
一样，正在享受到金融产品创新带来的
便利。以平安银行海口分行为例，该行
已组建一支近150人的小微专业营销
人员队伍，使用信贷工厂的模式进行运
作，每月审批量超过1万笔，正常审批
条件下，单笔申请的审结时间为0.65
天，全部申请中有80%以上可以在1天
之内完成审批。

部分商业银行破除抵押物崇拜，创新金融产品

借力商圈网络助小微企业便捷贷款

本报保城4月6日电（记者易建阳
通讯员曾小穆 曹传佳）法定小长假和
晴好的天气让游客们外出游玩有了更
多的选择。清明小长假期间，赏雨林享
清凉，呀诺达雨林清凉踏青成了游客休
闲旅游受热捧的对象。

据了解，呀诺达景区在清明小长
假期间推出了多种游雨林套餐优惠活
动，吸引了大批计划踏青出游热情高
涨的游客。走进呀诺达雨林，随处可
见来自五湖四海的游客沉浸在雨林的
清凉当中。

“最近天有点热，我们觉得来雨林度
假会凉快些。”来自三亚的王先生说道。

据景区负责人介绍，今年清明节小
长假受高温影响，更多游客选择来呀诺
达这样可以清凉避暑的地方度假。雨
林的清凉气候很受游客欢迎，特别是景
区的踏瀑戏水项目，更是受到众多游客
的喜爱，不少游客乘着这个清明小长假
专程自驾车过来体验雨林戏水的清凉。

本报定城4月6日电（记者赵优 通
讯员司玉 林凤玉）今天，50多名海口游
客参与“静美定安一日游”踏青活动，采
圣女果、游文笔峰、享鱼尾狮、观鸟王
国，拉开了2015“圣女飘香 情动定安”
旅游月活动序幕。

绿野田荫，瓜果飘香，在定城县龙
州圣女七彩田洋，一览无余的绿色，红
嫩诱人的圣女果顿时激起了大家的兴
致。潘政宏小朋友还不到两岁，他从果
藤上摘下圣女果后开心地说：“妈妈，
看，我摘到了！”“采摘圣女果可以提高
小孩的动手实践能力，我以后要常带他
过来。”妈妈吴海菊说。记者在现场看
到，大家不仅欢笑着体验农耕乐趣，有
游客还骑上定安恒发圣女果专业合作

社提供的自行车，悠然慢行，格外惬
意。来自海口的计先生告诉记者，“这
里挺不错的，给人绿色家园的感觉。”

随后，团队一行人还前往文笔峰盘
古文化旅游区，品沉香，问道养生，感受
传统文化熏陶；在海南热带飞禽世界，
欣赏热带珍稀鸟类，观赏鸟王国奥运会
表演，参与人鸟互动游戏。“今天的路线
特别适合全家老小一起游玩，小孩开
心，大人也满意。”游客王建华说。

据定安县旅游委负责人介绍，此次
活动正是通过圣女果飘香作为一个切
入点，把定安的飞禽世界、文笔峰、冷泉
等旅游景点串联起来，“通过旅游与农
业的融合，提升定安乡村旅游的吸引
力，打造定安乡村旅游的品牌。”

据了解，2015“圣女飘香 情动定
安”不仅有一日游活动，还有二日游系
列，分别为原味故乡之旅和静心生态之

旅两条线路，每个周末团队游定时发
班，自驾游随机出行，该活动将持续进
行到5月中旬。

清明小长假

本报屯城4月6日电（记者刘袭 通讯员邓积
钊）苦瓜收购商由原来的10多家增加到现在的
22家，苦瓜收购价格从原来的1.2元/斤提高到2
元/斤，日销量由原来的10万斤提高到现在的40
万斤。日前，说起这一变化，屯昌枫绿果蔬产业合
作社理事长黎汉强对记者说，这是政府部门采取
措施保护农民利益取得的成绩。

苦瓜是屯昌的名牌瓜菜产品，畅销全国。今
年屯昌苦瓜上市较早，由于初期采购商少，苦瓜收
购价格较低，甚至出现第二天才能确定当日收购
价格的现象，严重影响了农户的生产积极性。对
此，屯昌县委、县政府高度重视，及时采取有效保
护农户的利益措施：一是由“苦瓜嫁接育苗技术研
发带头人”黎汉强牵头种植大户，与入驻屯昌的国
内收购商对接，协商确定苦瓜当日收购价；二是通
过“农信通”短信平台，及时向广大农户发布国内
各大批发市场的苦瓜收购价；三是邀请省农业厅
冬季瓜菜产销督导组到屯昌进行生产、质量安全
和运销指导，借助省农业厅的农产品市场营销网
络优势，邀请四川、广东、广西等地有实力运销商
进驻屯昌采购；四是通过屯昌农产品电子商务协
会的微信等网络平台，向社会发布屯昌苦瓜的种
植、供应情况，吸引有实力营运商的进驻收购。目
前，屯昌苦瓜价涨销路旺。

本报那大4月6日电（记者易宗平 通讯员张
琳）一片片脉络分明的雪茄烟叶，在一双双灵巧的
手里采摘下来，一担担地挑运到附近晾房，再用一
条条红绳错落有致地编成一簇簇，固定在一根根
竹竿上。今天，记者在儋州市光村镇雪茄烟叶生
产基地，又感受到繁忙的丰收季。

站在雪茄烟叶高及人头的基地，种植大户
陈光汉告诉记者，每茬烟叶从种植到采摘，只需
要 120 天。2011 年他首次种植了 100 亩雪茄
烟，三个月内赚的“第一桶金”就超过8万元，此
后基本保持这一水平。今年，他的种植面积扩
大到168亩。“现在正在采摘，赚上10万元应该
不成问题。”陈光汉乐呵呵地说，“种植雪茄烟叶
的收益，比我2011年以前种植一般传统农业增
收5倍以上。”

在雪茄晾房，一群妇女正将烟叶编织在竹竿
上，其中一位名叫唐国花的妇女说：“我是2011年
到这里上班的，以前没多少机会挣钱，现在好了，
在家门口打工，每个月能挣到3000多元。”

无论种植大户，还是普通村民，都依靠雪茄烟
叶增收致富。据了解，近3年来光村雪茄烟叶基
地共为烟农增收1500多万元。

据海南建恒哈瓦那雪茄有限公司总经理
周瑞生介绍，2013年3月，“中国雪茄烟叶种植
示范基地”在光村镇挂牌，成为我省乃至全国
最大的优质雪茄烟种植基地。目前，该基地与
公司带动农户 560 余户，培养雪茄产业工人
1200余人。

本报海口4月6日讯（记者许春媚
通讯员钟礼元）清明小长假期间，海口
风和日丽、春色满城，记者今天从海口
市旅游委了解到，除了回乡祭祖、扫墓
外，许多市民游客还选择踏青春游，近
郊游、乡村游火爆异常，海口红树林乡
村旅游区、火山口世界地质公园、冯小
刚电影公社1942街等近郊景区吸引了
大批游客。

据了解，今天是清明小长假的最后一
天，不少市民在昨天扫墓祭祖后，选择今
天带家人到附近的景点或者农家乐休闲
放松，火山口景区因此迎来了大批游客。
上午10时许，记者在火山口世界地质公
园里看到，携老带幼的游客络绎不绝。记
者在现场看到，为了增强清明时节的民俗
文化气息，火山口景区还增添了一些民间
传统活动邀请游客参与其中，石山民歌、
琼剧表演、公仔戏等节目受到许多游客青
睐。上午11时40分，汇聚了海南本土小
吃与各地小吃的骑楼小吃街食客满堂、人
声鼎沸，特色小吃档口生意红火不已，椰
子糕、菠萝饭、糟粕醋、清补凉以及海鲜特
产等美味成为“吃货”最爱。记者注意到，
现场品尝美食的以家庭游的形式居多。

海口市旅游委相关负责人说，祭祖、
扫墓、插柳、踏青、郊游等构建了清明节
深厚悠久的精神文化传统。由于小长假
时间有限，许多海口及周边市县的市民
选择了近郊游，海口各个接待条件成熟
的乡村旅游点更是大受欢迎。

本报保城4月6日电（记者易建阳 通
讯员潘达强）昨日，琼台师范高等专科学
校大学生采风团28人，来到保亭黎族苗族
自治县槟榔谷黎苗文化旅游区绘画创作，
景区四月踏青主题体验活动迎来高潮。

记者在现场看到，大学生们在景区
重要位置各自选好绘画角度后，铺开画
纸潜心创作，调色板润染的墨色融入槟
榔谷的景致，现实与抽象的美景交相辉
映，美不胜收。

据介绍，琼台师专多次组织大学生采
风团到槟榔谷，通过在槟榔谷实地探访体
验，了解最具海南黎族苗族文化特质的自
然、人文环境，激发学生们的创作灵感，展
现海南丰富的黎苗风情，为广大游客呈现
槟榔谷浓郁的民俗文化艺术精品。

据悉，槟榔谷景区推出四月迎春踏青
主题活动。学生门票优惠、世界地球日万
人签名和民俗体验等丰富多彩的体验互动
项目，吸引广大游客的热情参与。同时通
过校企文化合作的纵深交流，多维度、立体
化地展示海南黎苗原住民民俗文化魅力。

白沙巩固提升橡胶等传统产业，加快培育南药、绿茶等新兴产业

农业“老三样”有了得力新伙伴

政府4招服务菜农
苦瓜价涨销量大增

雪茄烟叶又迎丰收季
种植户：种雪茄烟叶收入比一般

传统农业收入高5倍

大学生采风团
槟榔谷绘美景

踏青正当时
火了近郊游

晴好天气
雨林戏水够清凉

“圣女飘香 情动定安”旅游月启动

到定安采摘圣女果去

4月1日，三亚市区至槟榔谷
景区的旅游专线巴士正式投入
运营。

据悉，海南槟榔谷黎苗文化
旅游区与三亚人之和旅行社携
手开通三亚市区至槟榔谷景区
的旅游专线巴士，方便游客到槟
榔谷景区体验民俗、游览观光。
这条专线巴士每天8个班次，最
早7：00发车，最晚9：15发车，
在三亚各大站点往返。

本报记者 武威
通讯员 马睿娴 摄

三亚新增
旅游景区专线

本报海口4月6日讯（记者单憬岗）“春节以
来，南北蔬菜批发市场石塔村蔬菜基地的叶菜已
收获三造，全部本地销售。目前在进行下一轮的
种植。”今天上午，南北蔬菜批发市场的林总正忙
着基地的打井事宜，解决大规模种植的浇灌问
题。记者在海口石塔蔬菜基地、马坡洋蔬菜基地
看到，地里蔬菜长势良好，农民正在浇灌，应对
无雨天气。据悉，为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关于

“菜篮子”保供稳价工作部署，海口全力以赴抓
好蔬菜生产，组织冬种瓜菜产销服务，特别是切
实抓好叶菜生产，为夏秋蔬菜淡季种植做好前
期准备。截至 3 月 26 日，全市蔬菜种植面积
20.82万亩。

叶菜是本地居民蔬菜消费的大头。去年底
以来，海口市、区两级农业部门按照市政府部署，
采取多项措施引导叶菜生产。据3月26日统计
表明，全市叶菜种植面积达约1.5万亩。

与此同时，海口加快土地流转，为龙头企业
进入叶菜种植创造条件。目前，全市已完成流转
和达成流转意向的土地面积2290.461亩。秀英
区马坡洋去年底引进罗牛山公司、加旺公司等企
业和合作社发展叶菜规模化种植，今年春节期间
已收获供应本地市场。近期又有海南嘉桂公司、
大昭圣典公司等企业到马坡洋租地种植蔬菜。
琼山区石塔村、旧州龙头洋等基地也与企业达成
土地流转面积800亩。美兰区、龙华区拟在大致
坡美贴洋、灵山官厅洋、遵谭龙坡等基地推进土
地流转，正在开展动员。目前，已承包土地的企
业、合作社已报来叶菜种植计划，分别计划4月中
旬开始陆续种植叶菜。

多措施抓蔬菜生产
种植面积已超20万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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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那大4月6日电（记者易宗平 特约记者
谢振安 通讯员张琳）作为试点创建国家级建制镇
的儋州兰洋、中和镇，如今正兴起新的建设热潮。
今天，记者从儋州市财政局获悉，今年对这两个镇
投入特色小城镇建设资金7000万元。

包括兰洋、中和镇的特色小城镇建设资金在
内，今年儋州市财政安排重大基础设施建设资金
共计2.54亿元。这些重大基础设施建设项目还
有：西环高铁站前广场及进出口路建设，城市道路
建设，松涛库区及雅星、大成退场队基础设施建
设，滨海新区幸福家园建设，滨海新区供水管网工
程，“十三五”规划和儋州机场建设等项目。

投入专项资金2.5亿元
推进重大基础设施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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