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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兰博会关注兰博会““海南旅游地产精品馆海南旅游地产精品馆””

本报海口7月7日讯（记者单憬岗）
海口市近日出台《海口市扶持和服务金
融业发展的若干意见》，落实省政府“把
现代金融业打造成为重要支柱产业，优
化海南产业结构”的要求，着力解决企
业融资难、政府职能部门办理抵押登记
手续等方面存在的问题。

金融机构落户和增设网点奖励方
面，《意见》规定对符合条件的机构落户
一次奖励100万元，增设营业网点给予
10万元奖励。据分析，此条款在于吸引

金融机构、金融机构区域性总部和区域
性结算中心落户，并鼓励金融机构业务
做大。

企业通过资本市场直接融资奖励
方面，对于通过上市融资、实现再融资
（配股、增发新股）的上市公司，发行公
司债、企业债进行融资的企业，符合相
关条件后给予奖励和补贴；对于在股转
系统和区域性股权交易市场挂牌的企
业给予奖励。此条款在于鼓励企业进
行直接融资。给予中小企业融资增信

方面，支持企业通过政府引导基金进行
融资增信。此条款主要是解决中小企
业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

抵押登记手续方面，在法律允许
的范围内，优化和简化抵押登记手
续。其亮点在于在多种不动产抵押物
担保同一债权时，有效防范金融机构
在资产处置时因抵押物价值变化带来
的潜在损失风险；在抵押物进行第二
顺位抵押时，最高限度地保证第二顺
位抵押权人的受偿金额；根据银行内

部操作实际，登记部门受理收件回执
可代替他权证作为贷款发放的前置条
件，起到压缩贷款发放办理时限的作
用；有利于防范一般担保向最高额担
保转换时金融机构抵押物悬空的风
险；提高住建部门房产抵押登记办理
效率；优化土地他项权证的领取流程；
优化在建工程抵押的相关规定，包括
防范金融机构的抵押悬空风险、确保
第一顺位抵押权人的优先受偿权、完
善在建工程抵押的办理范围、限定在

建工程抵押办理条件等；简化金融机构
在股权质押时的登记手续。其中，国
家、省、市重点项目的房产抵押登记办
理时间压缩为6个工作日。

建立政金常态化交流机制方面，
《意见》提出市政府分管领导主动上门，
听取金融机构对政府行政效率、服务能
力的意见。此条款主要是加强市政府
与驻市金融机构的沟通交流，及时了解
金融机构的诉求，更好地为金融机构提
供服务。

海口：金融机构落户奖励百万元
相关政策近日出台，对金融机构增设营业网点奖励10万元

本报海口7月7日讯 （记者张中
宝）“只要当天来兰博会‘海南旅游地产
精品馆’观展的，都能品尝到来自海南
的热带特色水果。”今天，由海南日报报
业集团主办的兰博会“海南旅游地产精
品展”活动组委会有关负责人说，目前
已经初步确定由儋州市政府组织提供

儋州当地的特色热带水果进入展馆进
行展销和品尝，回馈当地观展者。

经过甘肃和海南两地媒体的大力
宣传，“海南旅游地产精品馆”引起了广
泛关注，目前该活动主办方每天都能接
到数十个电话前来咨询展出项目的情
况以及优惠政策，尤其是多数甘肃当地

居民对海南旅游地产项目表示了积极
的购买意向。

经过前期的各项紧锣密鼓的准备，
“海南旅游地产精品馆”已进入设计、布展
和人气准备等阶段，即将组织集结旅游地
产军团前往兰州，组团北上，全方位展示
海南旅游地产文化，推介海南地产项目。

此次活动得到了甘肃当地政府、甘肃
日报报业集团及其当地其他媒体的支持，
同时也得到了我省琼海、儋州、昌江、乐东
及临高等市县的大力支持和响应，纷纷组
织当地房企参与，以“走出去”的形式展
示旅游地产形象和推销房地产项目。

据介绍，此次进入“海南旅游地产

精品馆”进行展示的热带水果都是经过
精挑细选的具有当地特色的水果，而且
将从海南儋州专门运送到展馆进行展
示，并邀请参观者、购房者及当地市民
进行品尝。

据悉，儋州市政府此次十分支持
“海南旅游地产精品馆”在兰博会设展，
除了将本地优势旅游房产资源带出去
参展外，加强对旅游地产项目的营销，
助力当地房企卖房，并且还立足本地资
源优势，加快发展现代特色农业，发展
农业品牌，对优质农产品进行培育品
牌、推广品牌和产品包装，以品牌促规
模、拓市场，提升农产品市场竞争力。

展示现代特色农业 助力旅游地产营销

海南热带水果将亮相兰博会

本报椰林7月7日电（记者刘贡）6栋共计
2.2万平方米的高标准荷兰纹络式玻璃温室，矗立
在陵水黎族自治县英州镇。继今年6月26日海
南陵水现代农业示范基地正式挂牌之后，陵水英
州镇7月7日又迎来了互联网种业小镇启动的喜
讯，这意味着——海南种业的育、繁、推一体化将
插上互联网的翅膀。

作为我国种业“硅谷”、中国南繁育种的重要
基地之一，陵水英州镇数十年来凭借优越的光温
条件，为全国农业科研、生产单位提供了从事农作
物育种、繁殖、鉴定、交流等活动场地。如今规模
较大的就有上海市农业科学院海南试验站和海南
陵水现代农业示范基地等。

除了科技含量的提升，海南陵水现代农业示
范基地业主海南润达现代农业股份有限公司进驻
英州3年来，已经对当地农户种植结构调整，促进
传统农业与观光农业的融合发展，产生了深远影
响。其未来目标是创建中国热带地区集“种苗繁
育、蔬菜栽培、热带水果种植、南药资源开发、精细
加工、物流仓储、科研培训、旅游接待”等农业综合
产业基地。

自今年5月19日我省启动海口石山互联网
农业小镇以来，先后有文昌会文、澄迈福山、琼海
大路、儋州木棠启动了互联网农业小镇建设。为
突出陵水英州镇种业的产业优势，第六个小镇则
命名为英州互联网种业小镇。

海南省金融办主任王年生表示，将通过海南
的银行，全力支持互联网种业小镇建设。

种业“硅谷”联姻互联网

陵水英州互联网
种业小镇启动

本报海口7月 7日讯 （记者张中
宝）在昨天由海南省民营企业家协会主
办的互联网+企信（海南）发布会上，我
省正式推出了一款为企业量身订制的新
型移动端工作平台软件——企信，将解
决中小型企业工作管理在互联网进程中
出现的一系列问题。

此次我省推出企信这个移动端工作
平台，可以随时咨询公司客服，必要时将
进行上门服务，并利用碎片化时间提高
企业办公效率，使员工由被动管理转变
为自我驱动管理。

我省推出企信移动端
工作平台软件

本报三亚7月7日电（记者程范淦）昨天，三
亚市麒麟酒店气氛热烈，三亚市崖州中心渔港铺
面招租正在这里紧张举行。经过竞拍，57个铺位
先后寻获“主人”。三亚市有关负责人表示，渔港
铺面招租，意味着该渔港已具备生产、经营条件，
渔港搬迁也进入操作阶段，三亚市“三港分离”跨
出重要步伐。

据了解，这次的招租范围是交易中心一层的
57个冰鲜铺位，共分A、B、C三个区，建筑面积
11122.7 平方米，单位铺面使用面积约64平方
米。在三亚市老渔港码头范围内有固定经营场所
或在三亚市辖区内有固定经营场所，具备工商营
业执照和税务登记证，长期从事海产品鲜货经营
的企业和个人等均可报名参与招租。

“如果配套设施全部齐全，我是挺愿意搬迁。”
获得C06号铺位的钟青寿说，他在三亚老渔港码
头从事海产品生意10多年，一家人就靠这个吃
饭，现在要挪地方了还挺舍不得，但新渔港建成后
规模更大、配套更全，心里还是很期待，希望政府
尽快完成相关配套。

三亚崖州港湾投资有限公司的相关负责人
表示，合同签约之日起，至2015年12月31日期
间招租方免收铺面租金。2016年至2020年期
间租金减半收取，其他费用如物业管理费、水电
费、卫生费、停车费等费用由承租人自理。此
外，承租人自有渔船，且将自有渔船搬迁至崖州
中心渔港，三亚崖州港湾投资有限公司将根据
渔船数量和吨位情况，签订合同时提供适度的
优惠。

三亚市崖州中心渔港已于今年5月实现功能
性开港，目前码头主体工程、东防波堤已完工，交
易大厅、冷库、双联制冰厂、保障房项目主体结构
也接近尾声，交易中心的冰鲜铺面初步预计在8
月1日之后可陆续搬迁。

三亚崖州中心渔港
铺面开始招租
渔港搬迁跨出实质步伐

本报海口7月7日讯（记者罗霞）
海南菜的岛外扩张之路近年来悄然变得
顺畅了。记者今天从我省一些餐饮企业
了解到，海南龙泉人椰子鸡等海南特色
餐饮品牌正陆续在岛外开店，并受到市
场热捧，突显出海南特色餐饮的魅力。

海南龙泉人椰子鸡品牌今年计划在
岛外再新开3家门店。海南龙泉人椰子
鸡品牌一向在岛内颇受欢迎，去年以来，
这个品牌开始向岛外扩张，先后在广东深
圳、江门开店。“龙泉人椰子鸡在深圳、江
门很受消费者欢迎。”海南龙泉集团相关
负责人林健介绍，深圳店自去年开业以
来，生意比岛内门店还胜一筹，基本上每
天都出现客人排成长队等候就餐的景象。

而在早前几年，龙泉集团曾赴广东开
设分店，但是发展不顺利，最终关闭分
店。为何以往经营难以为继如今备受追
捧？林健分析，海南饮食与广东饮食相
似，前些年龙泉集团在广东分店推出的菜
品特色不够鲜明，现在推出的龙泉椰子鸡
特色明显，同时实行标准化生产，有利于
菜品质量的把控。

“海南菜迎来了走出去发展的好时
机。”省酒店与餐饮行业协会秘书长陈刚
表示，当前，消费者对大众餐饮的需求、
对特色餐饮及健康餐饮的期待，以及物
流条件的逐步改善，给海南菜走出岛外
发展提供了契机，龙泉人椰子鸡、拾味馆
等我省一些餐饮品牌已在岛外实现了良
好发展。

实行标准化生产 突显地域特色

“琼菜”名店岛外受热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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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家时，一定捎点正宗儋州黄皮！”就是毫不犹
豫的这句话，最近两天，让从山东到儋州旅游的聂先
生着实忙了一阵。

他早就听说过“海南黄皮看儋州，儋州黄皮看大
成”的顺口溜，以为在市场上可以随时买到黄皮。但
中午去市场选购时，黄皮却已被抢购一空。

好在大成镇百年黄皮园是有名景点，他亲自去
了一趟，才如愿以偿地采摘到心仪的黄皮，喜滋滋地
直奔美兰机场办理托运手续。

聂先生的经历，对许多来海南的游客而言并非
孤例。这是因为，品牌越来越响亮的儋州黄皮，成了
国内市场的“香饽饽”，所以显得十分抢手，时常出现
供不应求的现象。

游购兴味浓，百年黄皮园火了

近段时间，长龙似的轿车队伍随着乡村公路蜿蜒
前行，一直排列到儋州市大成镇南吉村口的空地上。

拥有400年历史的“黄皮王”，就在这个村里的
百年黄皮园里。

南吉村黄皮协会理事长符在明乐呵呵地说：“我
们村里的黄皮园很热闹，从黄皮成熟以来的一个月
里，单日自驾游的轿车排队长度不低于400米。”

符在明说，一个月里，南吉村共接待游客6000多人
次。游客们不仅衷情于南吉村的原生态景点，而且自己
动手采摘黄皮，体验农村劳动的乐趣。尽管这里的黄皮
比市场价格要高出两三元，但游客们的兴致仍然很浓。

据了解，用黄皮树叶与儋州土鸡烹制的黄皮鸡，
以不肥不腻、香甜美味赢得众“吃货”的青睐。符在
明说，游客越来越多，不但带动黄皮的畅销，而且带
动周边地区土鸡产业的发展。

预订者太多，电话快打爆

每天电话一接通，大多是预订黄皮的。儋州品
牌农产品直销店店长严文静感慨道：“预订儋州黄皮
的客户太多，电话都快打爆了！”

儋州黄皮为何赢得如此之大的市场反响？至少

有以下原因：
其一是产地独特，品质很高。儋州农村自古以来

就有种植黄皮的传统，村民们的房前屋后，黄皮树比比
皆是。尤其是该市大成镇地处丘陵地带，以砂壤土为
主，平均海拔138米，属热带季风气候，年均降水量
2250毫米，气温在22度以上。得天独厚的气温、降水、
土质，成就了大成黄皮果大、肉厚、汁多、籽少的特质。

其二是延年益寿，早有盛名。大成黄皮为各路
客商和广大消费者所青睐，在于其突出的食用、药用
和保健价值，该镇常吃黄皮者健康长寿即为明证。
南吉村有关负责人介绍，该村80岁以上老人共有12
人，占村里总人口的8%。其中，王小红平素喜欢吃
黄皮，活了116岁。事实上，黄皮是具有食疗合一功
效的热带水果，含氨基酸、有机酸、膳食纤维、维生素

和钾、镁、锰、硒等多种微量元素，还含有多酚类、黄
酮苷等具有保健功能的成分，具有开胃、消食、解油
腻、松弛肌肉紧张、缓解咳嗽、化痰平喘、预防感冒之
功能。因此，食用黄皮健康长寿，即在情理之中了。

其三注重推介，美誉度高。近年来，儋州市委、市政
府将黄皮的宣传推介，列为重要议事日程。2014年，组
织开展“品香粽、摘黄皮、游儋州”活动，使儋州黄皮、粽
子、旅游业有机结合，发挥产业协同效应。值得一提的
是，儋州黄皮还初步迈出了资本运营的步伐：南吉村20
棵百年黄皮树的10年经营权，被海南绿元素生态环境
工程有限公司以19万元拍得。今年，儋州充分利用多
种传统媒体和新媒体，广泛宣传推广黄皮产业，进一步
提升了知名度和美誉度，其身价更加水涨船高。

线上线下忙，岛内岛外俏

“预订黄皮10斤”、“预订黄皮15斤”、“预订黄皮
30斤”……连日来，严文静、符在明等人的QQ、微
信、手机等通讯设备上，不时发来订购信息。

符在明说，目前儋州黄皮除了实体店经营，还通
过快递在省内多个市县销售，并通过空运直投广东、
四川、北京、上海、山东等多个省份。

“随着省外订单的增多，我们今后要在真空包装
上下功夫，适时延长黄皮保鲜期。”符在明说。

儋州市副市长张广英介绍，儋州正从多方面努力，
助推黄皮营销提档升级：一是对黄皮实行统一产品包
装设计，在包装设计上注入文化内涵，提升产品包装整
体形象。二是建立电子商务，引进电商销售新模式。
三是通过建立品牌直销网络和电商、微商、海南电视
台、海南日报客户端等进行直销，多渠道销售包括黄皮
在内的儋州特色品牌农产品。 （平宗 振安 张琳）

直销电话：
15103613961（店长严女士）

地址：
儋州品牌农产品直销店（那

大城区文化广场附近）

销售热线：
13086038371（符理事长）
15808959063（符经理）

采摘销售地址：
儋州市大成镇南吉村百年黄

皮园

儋州黄皮畅销琼岛内外

“回家时，一定捎点正宗儋州黄皮！”
儋州

黄皮、黄皮鸡
有售

游客在儋州采摘品尝黄皮。 平宗 摄

■■■■■ ■■■■■ ■■■■■

千年古盐田
沧海话今昔

洋浦千年古盐田，自古以来是当地盐民依靠传统的制盐工艺，制作食盐来养家糊口的基地。
如今，这片古老的火山岩、黑土地，成了四面八方的游客和摄影爱好者前来观光游览、摄影创作的好地方。

本报特约记者 吴文生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