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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嘉积4月22日电（记者蔡倩
通讯员胡海霞 王德友）近日，在海南省
常年“菜篮子”建设考核中，琼海排名第
一，并且连续三年排名进入前三名。

2014年琼海市“菜篮子”工程在政
府的引导下，充分发挥市场主体和农户
的主导作用，顺利完成了省下达的建设
目标。

在中原镇蓬莱廊常年蔬菜基地，农
户们正忙着抢种这一季的蔬菜，铺膜打
底、翻土放种。放眼望去，一垄垄的蔬菜
已初见规模。在苦瓜架下，农户们忙碌
的身影正穿梭其中，一边为苦瓜“把脉”，
检查它们身上有无病虫害，再套上一层

报纸，一边将熟透的苦瓜剪摘下来。
蓬莱廊基地种植400亩的蔬菜，主

要以白萝卜、泡椒、花生、苦瓜、丝瓜为
主。基地负责人告诉记者，现在基地正
在抢种苦瓜、丝瓜、花生和西瓜等瓜菜，
再有一个多月的时间，这些瓜菜就能大
批量上市了。

2014年琼海市计划新增常年蔬菜
基地面积1100亩，已完成新建基地面
积1323亩，占全年计划的120%。全市
常年蔬菜基地总产量15.7万吨，同比增
长10.5%，为琼海市蔬菜保障供应、平抑
物价和提供放心菜、安全菜发挥了积极
作用。

2014年常年“菜篮子”建设考核全省第一

琼海:让菜篮子轻松拎起来

本报海口4月22日讯（记者罗霞）
记者今天从省商务厅获悉，我省正在开
展海南消费促进月活动，“五一”期间及
节前，一批文化促销、商品展销等活动
将陆续举行。

我省一些市县正结合当地的传统

习俗、民族特色，开展形式多样的民间
文化艺术会演及商品展销会等；举办
名优特产品等多种节令商品展销、促
销活动，为消费者提供多元的消费选
择和购物体验；家电、家具等销售商开
展专项促销活动；餐饮美食、美容美

发、足浴保健等服务业领域开展春季
促销活动，如折扣促销、买赠促销、有
奖销售、试用促销等。我省还鼓励有
条件的商家围绕节日促销主题举办广
场文艺节目、模特服装秀、有奖知识竞
答等。

消费促进月系列促销活动举行
本报海口4月22日讯（记者罗霞

张杰）在昨天举行的海南沉香产业电子
商务研讨会上，中国国际沉香产业发展
促进会与淘宝网旗下网络拍卖平台——
拍卖会签署合作协议，就海南沉香电子
商务化开展战略合作，海南一些沉香产
品将陆续在淘宝网拍卖会上进行拍卖。

首批已同淘宝网拍卖会合作的海南
企业包括海南香树资源发展有限公司、
海南香之道文化有限公司等。据了解，
产地是决定沉香价格的重要因素之一，
而海南是我国种植沉香的一块不可多得

的宝地。不过沉香市场存在着种种乱
象，缺乏专业权威的鉴定机构，市场上大
量充斥着以假充真、以次充好的“沉香”。

淘宝网拍卖会将从多方面推动海南
沉香产业电商化：拍卖会是一个方便的
拍卖平台，买家参与方式简单，24小时
在任何地方，都可以浏览拍品，参与竞
拍；拍卖会拥有1000万优质买家，这一
巨大消费群体可以被培养；网络拍卖的
最大优势是公开透明，相关信息和拍卖
过程对任何人都公开；拍卖会准备通过
推动建设行业标准等，规范沉香市场。

海南沉香产业与淘宝网拍卖会携手合作

淘宝网拍卖平台拍卖海南沉香

本报海口4月22日讯（记者邵长春）为贯彻
落实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有关要求，有效防范和
遏制建筑施工事故，持续深入地开展预防坍塌事
故专项整治工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决定自下
月起开展为期半年的建设工程落实施工方案专项
行动，并已制订了实施方案。

为进一步加强此次专项行动工作的组织领
导，省住建厅专门成立了省建设工程落实施工方
案专项行动领导小组，厅主要领导、分管领导分任
正副组长。专项行动将突出现场、深入一线，在建
设工程现场开展“五整治五落实”工作。

突出整治的为基坑支护、土方开挖、脚手架、
模板支撑体系和起重机械安装、吊装及拆卸等。
突出落实的5项规定为施工作业前必须编制施工
方案、施工方案必须按规定审批或论证、施工作业
前必须进行安全技术交底、施工过程中必须按施
工方案施工、施工方案完成后必须经验收合格后
方可进入下道工序。

省建设工程落实施工方案专项行动领导小组
将针对我省的实际情况，每季度组织各有关部门
（单位）召开专题会议，分析讨论实施工作中遇到
的重点问题和难点问题；并建立责任追究制度，对
抽查中发现的问题，应及时落实整改，对工作不
力、存在失职渎职行为的，将予以约谈、通报批评，
严格追究责任。

我省开展建设工程
落实施工方案专项行动

本报金江4月22日电（记者孙慧
杜颖 实习生陈林）记者今天从海南生态
软件园获悉，该园区内的腾讯创业基地
已经正式启动，首批18家创业企业本月
已陆续入驻办公运营。

去年10月，在博鳌举行的腾讯全球
合作伙伴大会上，腾讯与海南生态软件

园共同宣布海南腾讯基地启动。11月
份，腾讯创业基地首批148家企业正式
签约，今年3月至4月份，18家企业团队
已经正式扎根生态软件园，开始正式办
公运营。

今天上午，记者在生态软件园腾讯
基地办公楼看到，原本冷清的大楼内已

经开始人来人往，每个楼层的办公区，各
企业已经开始按照企业风格进行内部装
修，有些企业已经开始上班。

“我们在软件园办公已 1 个多月
了，房租、水电和办公设备全由园区免
费提供。”首批入驻的企业爱哪哪旅行
网副总裁王东凯告诉记者，选择落户

软件园腾讯创业基地，主要看中了软
件园提供的人才和资金方面的配套孵
化措施。

记者了解到，这批入驻的18家企业
大部分属于成长型创新创业企业，入驻
后将享受园区相关的服务和政策，部分
市场潜力大的团队和项目还将被园区选

中进行重点孵化，免费提供办公、吃、住、
行等硬件服务，还将获得包括技术、资
金、人才、补贴等创业红包，进行免费创
业。如企业起步期，免费帮其快速办理
公司注册，解决办公和居住场所问题。
孵化半年后前10名分享1000万元创业
红包等。

腾讯创业基地首批18家企业入驻
半年后，创业基地重点孵化企业前10名将分享1000万元创业红包

本报三亚4月22日电（记者黄媛艳）2015年
哈萨克斯坦国际旅游交易展览会，当地时间4月
22日在哈萨克斯坦阿拉木图阿特肯特展览中心
举办。三亚市旅游委组织该市涉旅企业参展，中
医养生和海南美食等旅游产品备受当地旅行商和
市民的青睐。

三亚展区今天上午10时一揭幕，就成为整个
展会人气最旺的展区之一。三亚展台前访客络绎
不绝，人们甚至需要排队等候才能领取推介资
料。与往年不同，三亚重点推介健康理疗体验产
品，并增加书法、舞狮及传统美食等项目吸引关
注。展会期间，三亚参展企业积极与当地旅行商
沟通，不断深挖三亚中医养生旅游市场。

据悉，哈萨克斯坦国际旅游展每年春季举办
一次，因哈萨克斯坦地理位置优势，除吸引了来自
俄罗斯和独联体成员各国等俄语国家的旅行商
外，地中海、中亚、东亚、南亚、东南亚等地区的众
多参展商也云集于此，该展会已成为中亚地区最
大的国际性专业旅游展览会。三亚已连续7年参
加该展会。

三亚组团赴哈萨克斯坦
推介旅游资源

4月21日，在五指山市毛阳镇的一个瓜菜种植基地里，瓜农们正在打包刚摘收
的苦瓜运往外省销售。据瓜农们介绍，他们种植苦瓜是采用“公司+农户”的经营模
式，企业指导瓜农种植技术，负责收购瓜农们种植的苦瓜，并给瓜农们最低价格的保
障，企业再将收购来的苦瓜运往外地销售，有效地促进了附近瓜农的增收。

本报记者 陈元才 通讯员 王国军 摄

产销一条龙
促瓜农增收

主编：朱和春 美编：许丽专题 关注2015“三月三”昌江主会场活动

海南岛台湾岛，珍珠加玛瑙。4月
21日晚的2015年海南黎族苗族传统节
日“三月三”活动开幕式暨“山海黎乡·
纯美昌江·激情三月三”主题文艺晚会
上，台湾少数民族参访团成员带来的
《都籣乐舞》表演令人久久回味。

4月22日，花莲团和屏东团组成的
台湾少数民族参访团50余人，在台湾知
名人士简东明、郑天财等带领下，深入
昌江黎族自治县石碌镇山竹沟村、片石
村访问，并与黎族群众一起交流、联欢，
享受“三月三”佳节的喜悦。

“芭蕉很甜，芒果很香，这一切让我
们感到很亲切。”在山竹沟村的村委会
办公楼，镇村干部与台湾少数民族参访
团进行座谈交流，台湾同胞们纷纷感慨
道。当地村民摆上了芒果、芭蕉等地方
产品，并介绍了山竹沟村和石碌镇的概
况和经济发展情况。

台湾同胞们冒雨来到台商投资的
冰果师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参观访问。
公司负责人卢文彬高兴地说：“故乡的
亲人来到昌江，给我们带来了甘霖。”他
带领众人参观工厂，不时冒出几句台湾
话，现场气氛温馨。

“好大的一棵榕树啊。”在片石村村
委会办公楼前面的广场上，台湾少数民
族同胞为眼前巨大的榕树所震撼，纷纷

举起手机、相机拍照。在这棵大榕树
下，“两岸同胞黎族‘三月三’文化美食
交流活动”欢乐上演。

昌江本地歌手演唱了具有地方特
色的《山海黎乡》《捡螺歌》等歌曲，并表
演黎族乐器鼻箫，赢得台湾同胞们的欢
呼；台湾阿美族同胞的《阿美恰恰》舞蹈
表演，现场演绎经典歌曲《阿里山的姑
娘》，同样引来阵阵掌声；黎族群众和台
湾同胞们一起跳起竹竿舞，活动气氛立
即热烈起来……

“你的家乡在海南岛，我的家乡在
台湾岛。从前的时候是一家人，现在还
是一家人。”来自台湾私立大仁科技大
学的少数民族大学生们身着民族服装，
给众人带来歌曲《我们都是一家人》，把
活动推向高潮。现场嘉宾和演员们一
起上场，载歌载舞，沉浸在一片欢乐中。

随后，台湾同胞和黎族群众争相合
影，并一起在大榕树下共进午餐，品尝
甘甜的黎家糯米酒和其它新鲜美食。

台湾少数民族参访团屏东团领队
简东明说：“我们的习俗文化大同小异，
多一重交流，就多一重友谊。”他说，欢
迎大家常去台湾走走看看。石碌镇干
部群众也表示，希望台湾同胞们常来做
客，欢迎更多台湾同胞过来投资兴业，
共创辉煌。 （由月）

台湾少数民族参访团与昌江黎族群众共度“三月三”

载歌载舞同欢乐 美食美酒醉亲情

甜不过黎家糯米酒，美不过黎家“三
月三”。4月22日下午，昌江黎族自治县
文化公园内歌声飞扬，美酒飘香，正在这
里举行的黎族苗族“三月三”昌江主会场
原生态民歌对唱活动，将偌大的公园变成
了欢乐的海洋。

记者在活动现场看到，来自昌江、保
亭、五指山、陵水、琼中、三亚、乐东、白沙、
东方等9个民族市县的代表队身穿节日
的盛装，坐在舞台两侧独具民族风情的船
型屋内，一边品尝着山兰米酒、吃着特色
美食，一边欣赏舞台上的原生态民歌表
演。

各代表队逐一登台，以歌舞秀的形

式，充分展示本地区的语言、音乐、服饰、
生产生活习惯，为现场观众送上了一场场
精彩的民族歌舞表演。闻声而来的观众，
将舞台四周围得水泄不通，人群中不时爆
发出热烈的掌声。“今天在民歌赛现场，大
饱耳福啊！”来自昌江昌化镇的符敬文感
慨地说。

最终，东道主昌江县代表队凭借《三
月恋爱对情歌》获得表演奖第一名，保亭、
陵水代表队分获二、三名；三亚市代表队
凭借《丰收歌》获得编导奖第一名，白沙、
五指山代表队分获二、三名；琼中、东方、
乐东代表队获优秀组织奖。

活动现场负责人胡莲介绍说，此次参

赛的选手大多数是农民，表演的歌曲均是
原生态民歌，许多节目质量很高。她说：

“我们希望通过举办这样的活动，来展示
我们少数民族的原生态民歌，同时希望培
养更多年轻一代传承人。从今天观众的
人数来看，大家对民歌的热情很高，活动
效果非常好。”

原生态民歌演唱结束后，各市县代表
队开始互相“串门”，以歌会友，以酒祝
福。在广场上、在船型屋内，黎族、苗族同
胞手牵手，载歌载舞，互敬美酒，热情洋溢
的歌声和香甜的山兰米酒，将节日的气氛
推向高潮。

（白竹）

“姐妹、嫂子，大家一起来制陶，制陶养家
又糊口……”4月22日下午，10多名身穿民
族服装的黎族妇女一边唱起欢快的黎族歌曲
《制陶歌》，一边现场展示黎族原始制陶技艺，
观众里三层外三层，围得水泄不通。这是记
者在昌江黎族自治县文化公园黎陶技艺展示
与体验活动现场见到的情景。

黎族原始制陶技艺是昌江近年来重点推
进的国家级“非遗”保护项目，为展示这一独
特的民族文化，在今年的“三月三”活动中，昌
江特意举办黎陶技艺展示与体验活动。

记者在活动现场看到，活动组织方精心编
导了一支制陶歌舞，身着黎族服饰的制陶人高
唱《制陶歌》，打叮咚伴奏，并将筛泥、舂泥、盘
泥、制坯、塑型、祈祷、钻木取火、烧陶等制陶的
整个过程艺术化再现，赢得现场观众阵阵喝
彩。此外，还有7名身穿黎族传统服饰的模特
手捧陶器“走秀”，成为现场一道亮丽的风景。

神奇的原始制陶技艺，激起了不少游人
的兴趣。从湖南远道而来的背包客彭玲告诉
记者，她对黎族制陶非常感兴趣，此次慕名而
来，就是为了亲身体验制陶的过程。“太美了，
制陶人的表演和陶器都很原生态，让人着
迷。”彭玲一边饶有兴致地摆弄一团陶泥，一
边跟记者说。

“我想去拜师学陶艺。”摩挲着一个刚刚
成型的陶罐，满手泥巴的王祖英告诉记者。
王祖英是昌江的一名幼儿园老师，听说“三月
三”活动现场有黎陶技艺展示和体验活动，特
地赶来学习。她说：“当前幼儿园课程中加入
了制陶、织锦等不少本土文化元素，作为一名
老师，需要懂得多一点。

昌江保突制陶传习所负责人刘梅珍告诉
记者，此次共有30多名制陶人前来参加黎陶
技艺展示活动，年纪最大的有77岁。“活动一
方面给老一辈制陶人搭建了一个展示技艺的
舞台，另一方面也让更多人了解黎陶，感受黎
陶制作的过程及其背后深厚的民族文化。”刘
梅珍说。 （白竹）

原生态民歌唱出最美“三月三”

黎陶技艺展示与体验活动受热捧

游人玩陶乐淘淘

台湾阿美族同胞应邀参加2015年海南黎族苗族传统节日“三月三”昌江主会场开幕演出。
本报记者 苏晓杰 通讯员 李德乾 摄

4月21日，游客在昌江文化公园广场观
看摄影展。

本报记者 苏晓杰 通讯员 李德乾 摄

黎族苗族传统节日“三月三”昌江主会场歌舞晚会演出现场。
本报记者 苏晓杰 通讯员 李德乾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