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本报记者 陈怡 张中宝 通讯员 邢斌

大爱无言，大美无形。对于最美
的诠释，不同的人会给出不同的答案，
我们今晚在寻找“最美纳税人”颁奖仪
式上寻找到了答案。

灯光绚烂、乐声激昂，20名“最美
纳税人”代表陆续走上舞台，这些纳税
人属于不同的行业，有行业龙头，有私
营小店主，也有创业成功的下岗工人，
有心怀大爱的慈善家，还有新海南人
……他们风采各异，有一样却十分相
同，那就是坚守诚信，依法纳税。

坚守诚信，书写成功

“20年前，我们的店没有招牌，没
有广告，靠的是坚守诚信，成就了现在
的‘肥婆海鲜店’。”三亚肥婆海鲜店老
板吴坤才动情地说。20多年前，刚刚
当上父亲的吴坤才和妻子余小叶双双
下岗，眼见走投无路，在亲戚500元借
款支持下，两口子走上三亚街头摆摊，
做起海鲜排档生意。26年来，吴坤才
坚持不打广告、不给回扣、不打折，凭
着好口碑和回头客，把路边档经营成
了一家门店，26年的“零投诉”，为三亚
旅游餐饮立起了一面旗帜。

“很多人对外出租房子都签两份
合同，一份是真合同，一份假合同应付
税务部门，虚报租金收入，拖延、逃避
纳税义务。但是我做不到，即使被人
骂傻子，我还是坚持为自家用于出租
的房子报税。”定安县定城镇个体户黄
龙和在获奖现场的这一番自问自答，
让我们认识了什么是“最美纳税人”。

凭着“用心做好企业，专业做好椰
子”的企业经营理念，春光食品赢得了
市场，换来了荣誉，荣获了海南省名牌
产品、海南省著名商标、农业产业化国
家重点龙头企业、全国农产品加工业
示范企业、中国驰名商标等荣誉称号，
对于发展地方经济、提升产业结构、增
加当地农民收入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
用。公司负责人在接过奖杯时说，“寻

找‘最美纳税人’是对我们广大纳税人
的肯定，激励和鞭策着我们在今后诚
信纳税，为社会公益事业多做贡献。”

播洒美好，飘香四溢

他们不仅是海南纳税人的“形象
代言人”，更是用自己的行动来反哺地
方发展、反哺社会。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海南有限公司
作为纳税大户，自上市以来已累计向
地方政府交纳税金约43.8亿元；海南
矿业股份有限公司做到申报及时、税
款足额入库，改制以来到2014年11月
累计上缴税费53.48亿元；中国石化海
南炼油化工有限公司在2009至2014
年累计上缴税收超过500亿元；海口
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近三年各
项纳税总额达5.25亿元……

海口农商银行等“最美纳税人”在
尽全力服务海南实体经济发展的同
时，力促社会进步，让美丽不断缩放，

落在琼岛的每一个角落。海口市农商
行与海南大学合作创设“德信”基金捐
款200万元资助贫困学子，捐赠300万
元用于支持“威马逊”台风灾后重建；
海航集团持续推出“救灾送温暖”、“光
明行”、“至善井”等公益活动，支持教
育、帮孤助残、扶贫赈灾等方面均做出
卓越贡献；一汽海马汽车有限公司参
加海南“威马逊”台风救灾捐款、2014

“我要上学”走进云南进行爱心探访活
动，他们的大爱举动在琼岛大地、乃至
全国涌动，成为全省纳税人毫无疑问
的“形象代言人”。

诚信之路，风光无限。此次“寻找
最美纳税人”活动正是用榜样的力量弘
扬社会正气，用溢彩华章抒写诚信纳税
的光荣。20名“最美纳税人”高扬诚信
依法纳税的旗帜，用实现自我价值的荣
光，反哺社会的豪迈，“予人玫瑰、手留
余香”的快乐谱写了一曲曲关乎荣耀与
责任的动人赞歌。

（本报海口6月3日讯）

海南“最美纳税人”名单

向“最美纳税人”致敬

他们，共同坚守着那份诚信！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海南有限公司
白沙黎族自治县白沙农场
海南春光食品有限公司
海口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海航集团有限公司
海南富力海洋欢乐世界开发有限公司
国电海南大广坝发电有限公司
海南鸿洲置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海口龙泉海鲜酒楼实业有限公司
华能海南发电股份有限公司海口电厂
一汽海马汽车有限公司
海南三道圆融旅业有限公司
海南生态软件园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海南槟榔谷黎苗文化旅游区
海南雅居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海南第六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国家开发银行海南分行
海南动网先锋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海南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海南创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20名海南“最美纳税人”出炉一版延伸·

2015年6月4日 星期四A06 值班主任：邹永晖 主编：罗清锐 美编：孙发强综合海南新闻

■■■■■ ■■■■■ ■■■■■

海口与酷秀签署协议

共推“互联网+旅游”
融合式发展

本报海口6月3日讯（记者许春媚 通讯员
钟礼元）今天下午，海口市旅游发展委员会与海南
酷秀旅游开发有限公司签订了《海口旅游“互联
网+”融合发展合作协议》，约定在信息化项目合
作、营销推广、产品消费及诚信政府建设等10个
领域展开深度合作，推进海口“互联网+旅游”产
业的融合式发展。

按照协议，未来的3年时间里，海口旅游委将
与酷秀在旅游宣传推广、旅游数据信息化建设、服
务应用平台的构建、海口旅游咨询服务中心的运
营维护、海口假日旅游产品的保障、节庆活动策划
营销、旅游人才的培训、区域旅游合作、旅游国际
交流、旅游诚信平台建设等10个领域展开合作。

记者注意到，此次签订的合作协议中海口与酷
秀在“互联网＋旅游”产业上的合作不但全面而且深
入。比如在服务应用平台方面，双方将共同合作建
立“互联网+旅游”服务应用平台，为政府、景区、旅游
服务单位、入岛游客提供一站式“互联网+旅游”解决
方案，实现网上预定、移动支付、电子票入园、景区地
图导航、自助式导游等功能，建立诚信旅游及旅游投
诉系统，给游客高效、优质、个性化服务。

在海口假日旅游产品开发方面，双方将共同
开拓海口假日“互联网＋旅游产品”常态合作，建
设打通“海口各港口自驾车网络售票平台”、“海汽
网络售票平台”等项目，提升合作，打造海口“互联
网+旅游”假日保障新模式；在旅游国际交流上，海
口市旅游委将与酷秀合作建设旅游官方外语网
站，并与周边区域国家在旅游项目、旅游营销、旅
游管理及人才培训等方面进行交流与商务合作。

海口市旅游委相关负责人认为，这一协议的
签订，将推进“互联网+旅游”产业发展环境的优
化，促进海口旅游产业、旅游消费升级及旅游经济
转型。全程监管为实施精品名牌

战略提供坚实保障

儋州系牢
粽子质量“安全带”

本报那大6月3日电（记者易宗平 通
讯员黄洋 张琳）儋州粽子厂家今天在那大
城区举办品鉴会。会场上，除了忙碌的企
业人员，还有儋州药品食品监督局稽查大
队工作人员对产品质量进行把关。现场检
测结果显示，儋州粽子无质量安全问题。

儋州药品食品监督局稽查大队负责
人温碧峰告诉记者，该局多举措确保粽
子质量安全：一是局领导带队，提前组织
专业队伍深入各粽子厂家进行监督检
查，对发现的个别问题及时予以整改；二
是要求各厂家工作人员持证上岗，经过体
检和培训，做到身体合格，劳动熟练程度
高；三是从原材料、生产加工、包装到营
销，跟踪管理，严格检测，实行产品质量可
追溯制；四是加强节日市场的集中监管的
同时，又坚持做好平时的常态管理。

温碧峰表示，抓好质量安全，是实施
儋州粽子精品名牌战略的根本保障，下
步稽查人员将持之以恒地一抓到底，全
程监督，并进一步提升从业人员的质量
安全意识。

“我们的制作工序复杂严谨，一个儋
州粽子制作出来，至少有15道工序。”儋
州粽子行业协会理事长田传明说，“这些
程序环环相扣，包括煮粽叶、泡洗粽衣、
洗米泡米、肉食切割、鸭蛋咸蛋取黄、猪
肉腌制、包粽、绑粽、修剪、蒸煮、取粽、降
温、包装、物理灭菌等步骤。”

不仅仅从程序上确保质量安全，儋
州粽子厂家还从硬件投入上下功夫。儋
州美乐美食品有限公司总经理陈有章透
露，公司投入20多万元引进了全自动煮
粽锅和灭菌机。“经过以上程序生产出来
的粽子，再加上真空包装，以及祖传秘笈
与现代工艺有机结合，我们公司的粽子
能保质6个月。”他介绍说。

得益于多措并举确保儋州粽子质量
安全，生产厂家收获了多笔订单。儋州
市粽子行业协会秘书长、儋州尚年粽子
产业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赵尚铮透露，
从4月3日到6月2日，该公司共接到20
多万个粽子的订单。那大镇先锋街的粽
子老板林玉珍则兴奋地说：“通过微信圈
转发儋州粽子信息后，我这两天收到了
6000个粽子的订单。”

农行海南省分行开展

“普及金融知识万里行”
消费者教育服务活动

本报讯（通讯员张荣鑫）为加强消
费者金融安全意识，维护消费者权益。
5月31日起，农行海南省分行组织全省
24家分支行全面启动“普及金融知识万
里行”消费者教育服务活动。

农行海南省分行结合当地消费者
群体的实际需求，提高教育服务的针对
性、有效性，以“利率市场化与存款保险
制度”、“互联网金融服务”、“警惕非法
融资”为主题，开展为期3个月的消费
者教育服务活动。该行以网点为宣传
平台，设立室内、外宣传专区，充分利用
LED显示屏、自助设备、液晶电视等网
点宣传资源进行宣传，并利用微信等新
型媒体渠道扩大宣传覆盖面，构建形式
多样的宣传途径，确保全方位、高质量、
多角度地将活动主题内容传递给广大
金融消费者。为广大金融消费者讲解
金融政策动向、防范电信诈骗、非法融
资的危害和风险、安全用卡等金融知
识，切实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五指山毛道乡山竹采摘上市

“水果皇后”枝头俏
本报五指山6月3日电（记者易建阳 通讯

员余军军）“山竹刚上市，量还不大，我们3天摘
一次，一些酒店、企业在果园内就买走了。”近
日，五指山四通山竹果产销专业合作社相关负
责人陈龙飞告诉记者，要到8月份果园的山竹
才大批量上市。

在毛道乡四通山竹基地，山竹果树遍布几个
山坡，有的山竹果已经成熟，颜色变红或变黑，有
的还在开花。“山竹在没有成熟前是青色的，当果
实变成粉红色就可以采摘了，再放几天，外壳变
软，就可食用了。”陈龙飞告诉记者。

“这里 350 亩果园共有 4000 多株山竹果
树，按照目前的挂果情况来看，平均每棵树产量
至少在30斤以上，总产量应该超过12万斤。”陈
龙飞说，他们的山竹价格卖得很好，每斤在25
元到30元。

“五指山市目前有山竹种植面积一千亩左右，
五指山市昼夜温差大，加上农户施有机肥，山竹果
口感好，滑润清甜。”五指山市毛道乡科技副乡长
陈华锋说。

由于五指山的山竹挂果期比进口山竹稍晚，
错开泰国、越南等东南亚国家的山竹果上市高峰，
因此市场前景十分看好。五指山市科工信局把四
通山竹基地作为示范基地向全市推广，引导更多
的农民种植，山竹种植也将成为五指山市农民增
收的一个新亮点。

■ 本报记者 缪影影 杜颖

从事农业科学研究33年，他有一多
半时间都奔波在田间地头；浑身散发着泥
土味儿，他却被亲切地称为农民增收致富
的领路人。十年前，他已是数万农民眼中
的“甜瓜大王”，如今还是海口旧州镇农民
口口相传的“渡淡蔬菜”专家。

他叫梁振深，4年前，凭着那股使
不完的劲头和对土地深深的挚爱，从省
农科院“弃官从研”成为一名普通研究
员。而每每谈到农业，梁振深的话朴实
中又带着一种光：“我一辈子就喜欢农
村，喜欢跟土地、跟农作物打交道。我的
人，连同梦，早都一起种在这片红土上了
……”

扎根乡土
带领农民走上高产甜瓜路

“梁振深？我们佛罗镇没有农民不
认得他！”提起这老友，乐东黎族自治县
佛罗镇佛北村党支书陈国文啧啧称赞。

15年前佛罗镇已有农民开始探索
种植甜瓜，但因没有技术支撑，甜瓜的收
成一直不好。“那时候，种的是露天爬地
的甜瓜，容易受露水、雨水影响，产生果

腐病、霜霉病，村民卖甜瓜一年也赚不到
几个钱。”陈国文回忆。

直到2004年，情况才发生了变化。
这一年，梁振深从三亚荔枝沟蔬菜

基地“转战”到乐东佛罗，租下100亩被
别人废弃的荒沙地搞起了甜瓜示范种
植。当地农民都瞪大了眼：种啥都不活
的贫瘠地，看他怎么变出戏法？

梁振深不管这些质疑，他每天笑呵呵
地带着几个技术员一起劳作，测土质，寻
良种……一边着力示范种植，一边还针对
周边村民田里的问题主动技术帮扶。

以往农民都在两垄地间挖条沟，垄
台上种甜瓜，沟里灌水肥，梁振深却在地
上搭起了薄膜大棚，在里边安装了喷水
带；针对田地的连作障碍，他用高效低毒
的氰氨化钙对土壤进行消毒；对甜瓜的
果斑病，他提高温度对种子进行高温浸
种消毒，再对种子进行药剂处理……

“他对农民没有一点保留，所有技术
都倾囊相授教会农民。”陈国文说。梁振
深基地每年都举办多期培训班，邀请周
边的瓜农前来观摩学习，让这些技术在
乐东地区瓜农中得到普遍推广。

如今，佛罗镇许多已经富裕起来的
村庄，都是当年按照梁振深的方法种植
甜瓜尝到的甜头。“甜瓜现在的亩产可达

7000—8000斤，一亩地利润有7000多
元。”陈国文骄傲地说，现在许多人住上
小洋楼，最感激的便是梁振深。

迎难而上
一心破解“渡淡蔬菜”

海南是供应全国的“菜篮子”，可夏秋
季因为高温多雨，加上台风汛期，瓜菜生
产困难，质低量少。如何跨过这一种植难
关，是梁振深近4年来一心想办成的大
事。在梁振深苦心经营了4年多的海口
市旧州镇光明村蔬菜基地，人们看到了渡
淡蔬菜大片种植、大片上市的新希望。

菜心、芥菜、小白菜在薄膜大棚的庇
护下长势很旺。光明村老支书吴应献
说，2011年，梁振深与家乡干部带领群
众，租种了百亩土地，希望能解决渡淡蔬
菜难题，同时帮助带动村民改善经济条
件。梁振深带着当地农民试种了30个
叶菜品种，最后筛选了五六个优良、耐
热，又符合海南人口味的叶菜品种来大
面积推广。

“梁振深总说要种好渡淡蔬菜除了
品种选择外，更重要的是栽培设施要到
位。”吴应献指着一排排薄膜大棚说：“一
般大棚造价贵的每亩要11万元，他研究

建起了经济大棚实惠、耐用，造价每亩只
有3万多元。”

外层有薄膜，内顶有遮阳网，大棚里
还设置了纱网通风道，薄膜下还应用起
了“膜下滴灌”、“水肥一体化”等农业综
合技术。

“在梁振深的指导下，我们的菜基本
上每4—5天就播种一次，保证在夏秋季
每天都有菜卖。”吴应献说，如今基地每
天都有4000斤蔬菜供往海口市区。

“他带来的不仅是技术，还有新的经
营管理模式。”吴应献说。2011年，在梁
振深的建议和帮助下，渡淡蔬菜基地就
采取“公司+合作社+农民+省农科院”
的模式，成立了海口光明之路种养专业
合作社，109户农民成为合作社社员。

“还有20多个村民在基地打工，既做着
股东，又能领工资。”吴应献笑呵呵地说，
这两年，基地运营良好，每年可以给村民
带来60万元左右的分红。

弃官从研
专心“务农”获取真知灼见

2011年，梁振深辞去省农科院蔬菜
所副所长的职务，专心从事科研工作。
问到这事，他总是笑答，“多给年轻人机

会，我这样的人，不适合办公室，就适合
田间地头。”

不断取得的科研成果正是对他30
余年在田间播洒汗水的回报。

在乐东种植甜瓜时，由于蜜蜂难以
进入棚内授粉，农民多用坐果灵授粉，口
感、甜度与自然授粉的甜瓜比都要差，且
需要人工在花上涂抹，不仅费时而且成
本高。梁振深经过细致琢磨，向蜂场厂
租蜜蜂，放入大棚内进行蜜蜂授粉试
验。试验成功后，梁振深多次组织示范推
广会，在佛罗推广新技术。2014年下半
年，村民逐渐应用了该技术，瓜的口感、甜
度都得到了提升，且卖瓜时蜜蜂授粉的瓜
比普通甜瓜每斤收购价要高出1元钱。

如今，梁振深又在研究如何在台风
来临时保住渡淡蔬菜的问题。过去基地
使用薄膜大棚，台风来时会把薄膜拆下
来，保留钢架结构，大棚不会被吹垮但菜
却保不住；现在，梁振深尝试在每垄菜上
再建低矮小拱棚，以争取解决汛期抗台
风问题。

“农民离富裕的日子还有多远，这条
科研的路就要有多长。”当被问到已57
岁的他还会否一直坚持在农村的话题
时，梁振深坚定地如是说。

（本报海口6月3日讯）

他曾被称为“甜瓜大王”，如今都叫他“渡淡蔬菜”专家——

梁振深：将梦想深植红土中

本报文城6月3日讯（记者缪影影
通讯员杨花）“海水倒灌的土地上，如今

也种出了水稻、玉米、以及番杏等耐盐作
物。”6月2日上午，在文昌市铺前镇潭榄
村举办的“海水倒灌农田灾后土壤修复
关键技术研究与示范推广”现场观摩会
上，我省农业专家向前来学习的农民讲
解如何在海水倒灌土地上“争”收成。

在潭榄村，几百亩经历了海水倒灌
的田地上，水稻已经开始抽穗，玉米也
已经成熟，一旁的番杏、海蓬子等耐盐
作物一片绿油油，长势良好。

“能在海水倒灌的土地上‘争’来这
些收成可不容易。”省农科院土肥所所
长谢良商介绍，去年，台风‘威马逊’引
起海水倒灌，造成受灾的沿海乡镇土壤
大面积盐渍化，短时间内不适合当地常

规农作物生长，给当地农业带来严重影
响。此后，农业专家迅速对土地进行会
诊，经过土壤检测、土地“洗盐”、引种耐
盐作物等工作，方才取得初步成效。

“要针对这些土地制定修复方案，首
先要对土壤进行化验检测。这里的200
多块土地都经过取样、检测，然后编号、
标注盐度，制成这份‘体检报告’。”谢良
商指着他们绘制的农田盐分分级图说，
检测结果表明该村的80%的土地盐分
含量在0.3—0.5，属于中度盐渍化。

根据检测结果，专家们开始引导农
民对中度盐渍化的农田进行淡水冲灌，
稀释土壤中的盐分，在通过排水沟，排
向海中。在此基础上，配合土壤调理
剂、有机质肥料的使用，调节土壤酸碱
度，减轻钠离子的危害。

“正是有了这些改良基础，我们又选
择了耐盐的水稻品种，才能在海水倒灌土
地上‘争’来收成。”省农科院粮作所所长
孟卫东说，依据土壤检测结果，他们在轻
度、中度盐渍化土地上种植了盐稻12号、
盐稻18号、特优458号等耐盐的水稻品
种。“即使这一季的产量可能受到影响，但
是盐分会被水稻慢慢吸收，进而降低，以
后的每一造应该会越来越好。”孟卫东说。

“我们的20亩玉米种植的是普通品
种。”海南大学农学院江行玉教授介绍，这
些玉米在播种前，先利用耐盐生长调节剂
对种子进行处理，使得玉米在长苗的关键
期，能够保证自身水分不流失，同时能够从
土壤中吸收水分。现在玉米即将收获。

针对盐分含量在超过1.0%，极度
盐渍化的土地，专家们则引种了番杏

（又称新西兰菠菜）、盐地碱蓬（黄须
菜）、海蓬子等耐盐作物。

“这些耐盐作物，既能帮助土壤脱盐
又有经济价值。”江行玉说，耐盐作物可以
迅速提高海水倒灌农田植被覆盖度，减少
土壤水分蒸发，防止土壤返盐，降低土壤
表层含盐量。同时，由于它们本身可以从
土壤中吸收大量的盐分，所以通过种植耐
盐植物可逐渐地帮助土壤脱盐。

另外，这些耐盐作物，具有抗逆能
力强，极少病虫害等特点，是不需用农
药的无公害绿色蔬菜。以番杏为例，它
产量高，采收期长，亩产可达2000斤以
上，目前已作为蔬菜进入市场。“引种耐
盐作物可迅速恢复这些盐渍化土壤的
农业生产，同时，可以增加农民的收入，
形成一定的经济效益。”江行玉说。

我省农业专家探索耕地改良关键技术

从海水倒灌地上“争”来收成

海口秀英举办永兴荔枝大比拼活
动，互联网+发展模式效果凸显

优质电商
为种植户“站台助攻”

本报海口6月3日讯（记者许春媚 特约记者
吴彭保 通讯员陈创淼）今天上午，由海口市秀英
区政府主办的2015年永兴荔枝大比拼活动在永
兴镇博昌村举行。秀英区近年来大力推动的“互
联网+农产品销售”发展模式效果凸显，淘宝、京
东、易买商城等国内优质电商的海南区负责人纷
纷到场为参赛种植户“站台助攻”，最后经过角逐，
来自永兴镇博昌村的种植户王照才获得“2015年
永兴荔枝大王”称号。

“我的荔枝不是最大的也不是最甜的，但想拼
的是销售冠军。”1号竞选者黄时京是永兴镇罗京
村委会黄里村村民、永茂路种养专业合作社负责
人，他在陈述竞选理由时说。今年3月份，为了扩
大荔枝销路，黄时京开始“触网”，在淘宝网上预售
火山荔枝。

“效果好得很。”从台上走下来后，黄时京自豪
地告诉记者，通过互联网他不仅将合作社所生产
的3万多斤荔枝销售一空，还收购了其他合作社
的荔枝帮助销售，至今已经售出荔枝4万多斤，

“刚上市时我的荔枝在淘宝网上最贵售价包邮达
到每斤68元，最便宜的时候每斤也有18元。互
联网销售相比传统渠道的市场销售，受后期市场
价格下跌影响比较小。”

淘宝海南馆副总经理欧文说，仅去年5月淘
宝开展的“挑食物”活动中，5斤装的永兴荔枝就
销售了5万多份。如今通过顺风生鲜速运，深受
消费者喜爱的永兴优质荔枝可以便捷快速地销售
到全国各地。

秀英区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为了助推“互联
网＋农业”产业的发展，近年来秀英区共举办了8期
基层干部电子商务实用技术系列培训班，培养了一
批掌握现代电子商务知识的干部队伍。同时，秀英
区对农业科技信息员、农产品检测员、社区网格员、
村邮员、村（居）干部和有意愿从事电商发展的村
（居）民等1000多人进行免费业务培训，通过电子
商务理念、实操技能的培训，打造出了一支电子商
务人才梯队。此外，秀英区还积极商洽，通过淘宝
网、京东网、微信、电子农务网、农博网等互联网平
台推介农产品，拓宽了特色果蔬销售渠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