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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5日，以林钊沐（右二）研究
员挂帅的“橡胶树割面营养增产素”课
题组部分成员，在橡胶林里涂施试验
科研新产品。

据介绍，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橡
胶研究所研发的橡胶树新型增产素研
发及产业化生产课题，获得2014－
2015年度中华农业科技奖科学研究
成果二等奖。

据介绍，此技术近三年产品累计
应用面积达18.2万公顷，共增产干胶
1.22万吨，新增利润2.25亿元，割胶
用工减少30%以上，降低死皮率，减
少耗皮量20%-40%，延长橡胶树的
经济寿命8-10年，经济和社会效益
显著。
本报记者 苏晓杰 通讯员 林红生 摄

■ 本报记者 王培琳 特约记者 黎大辉

从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县城出发，
沿着海榆中线向什寒方向约3公里处，便
来到琼中红毛镇的精准扶贫村牙寒村。

环村水渠环绕着3排整齐的黄墙黛
瓦民居，其间种植着椰树、菠萝蜜树等海
南特色植物，临路一侧的铁艺花廊，爬满
野花藤蔓，尽显生态美。在政府和村民的
共同努力下，牙寒村出落得愈发秀丽别致。

环境美起来

2013年，牙寒村被琼中县委确定
为乡村生态公园，同年又被确定为富美
乡村的示范村。在县委、县政府的扶持
下，当年牙寒村开始全面改造，包括农
房立面改造和村里的排水管道、环村道
路、休闲设备建设等。

走进村民王福昌的家，一排整齐的
竹篱笆院墙首先映入眼帘，院子里花团
锦簇，刚刚剥开的菠萝蜜散发着幽香。

“我们村里每家每户都是很漂亮的，多亏
了政府对我们的帮助啊，之前都不敢想
这样的生活。”王福昌说，“之前的房子隔
热不好，政府在改造的过程中，还给所有
的房子都添置了隔热层，现在再热的天
气房间里也凉快多了。”

截至目前，牙寒村通过富美乡村建
设，修建起了环村道路和宣传走廊，篮球
场、文化广场也建设完成，绿化建设已完
成90%，引水渠和3条约1000米长上下
两层的排水沟已完成建设。

生活富起来

牙寒村民的幸福生活不仅体现在
居住环境优美，更体现在生活水平提高

方面。在政府的扶持下，在保持原有传
统产业收入的情况下，牙寒村现在发展
起泥鳅、山鸡养殖和种桑养蚕等特色产
业用于村民增收，2014年，牙寒村人均
纯收入已经达到7585元。

在老桑户的带动和政府的扶持下，
牙寒村今年新种桑苗面积237.06亩，镇
政府为村民新建公共蚕房30间，每间
40平方米的蚕房可以养1.2张蚕。截至
目前，牙寒村有35户村民参与养殖蚕
苗，全村蚕茧产量已突破万斤。

王福昌是其中之一，他最近刚从红
毛镇上领回一张新蚕苗，这是他今年开
始养的第3批蚕了，每批蚕可以收益1500
元，这对于之前一年家庭收入不足万元的
王福昌来说，是致富的一个好门路。

据王福昌介绍，如果种植桑树规模
大于6亩，桑叶能够供得上，每年可以
养蚕18—20批。“这样养蚕一年下来可

以赚几万块钱，我打算以后再多种点桑
树，每年可以多养几批蚕。”王福昌黝黑
的脸庞露出了憨厚的笑容。

与王福昌一样，牙寒村的村民在政
府的扶持下，开始种桑养蚕，或者养殖
泥鳅、鱼、山鸡、鹅、鸭等。“政府的扶持
让我们找到了日子怎么向前走的路子，
以后的致富路，我们还是要靠自己的勤
劳努力，争取可以让日子越过越好。”牙
寒村第一村民小组组长王祥任说。

据琼中扶贫办主任卓令乾介绍，自
2014年精准扶贫工作以来，目前琼中
的贫困人口由已经原有的 8665 户
35980人减至7398户30567人，贫困人
口减少1267户5413人，农村贫困发生
率由原来的34.6%降至29.4%，完成贫
困村整村推进任务 22 个，贫困村由
2011年初的44个，减少至22个。

（本报营根10月15日电）

三亚凤凰岛国际邮轮港获“最佳通关效率邮轮港口”奖

单个游客验放时间不超过12秒

琼中大力推进精准扶贫，牙寒村村美民富大变样

过上之前不敢想的好日子

最佳综合服务：皇家加勒比邮轮荣获
最佳航线设计：歌诗达邮轮有限公司
最佳美食：丽星邮轮公司
最高市场占有率：同程旅游
最佳创新力：凯撒旅游
最佳本土邮轮：天海邮轮公司
最具创新力邮轮港口：上海吴淞口国际
邮轮发展有限公司

最佳候船环境邮轮港口：
天津国际邮轮母港有限公司
最精细管理邮轮码头：
香港环美邮轮码头
最具成长力邮轮码头：
台湾港务股份有限公司
最佳通关效率邮轮码头：
三亚凤凰岛国际邮轮港

本报三亚10月15日电（记者黄媛
艳）正在上海举办的第十届中国邮轮产
业发展大会传来好消息，“2015年中国
邮轮年度大奖”榜单揭晓，三亚凤凰岛
国际邮轮港从全国7个国际邮轮码头
中脱颖而出，荣膺“最佳通关效率邮轮
港口”奖。

三亚凤凰岛国际邮轮港于 2006
年投入使用，为我国首个8万吨级国
际邮轮专用码头。随着邮轮产业的发
展提速，目前三亚凤凰岛国际邮轮港
正在加快二期工程建设。先行先试的
三亚凤凰岛国际邮轮港积极探索邮轮

通关的“三亚模式”，三亚边检部门简
化通关手续，单个游客验放时间不超
过12秒。

同时，针对当前三亚凤凰岛二期邮
轮码头联检大厅尚未建成、相关配套设
施有待完善的特殊情况，三亚边检部门
积极创新服务大型靠港邮轮模式，派出
干警提前赴上一港口香港进行“随船办
检”，即在邮轮离开上一港口时就开始
对入境旅客实施入境审查，在邮轮抵达
三亚锚地就提前登船办理入境手续，在
旅客下地期间设置登陆和返船隔离区，
保证旅客船员安全快速通关。

目前，我国已有上海、天津、三亚、
厦门、舟山、青岛6个城市建成7个国际

邮轮码头，深圳、海口、广州、大连等城
市邮轮码头正在建设或规划。

本报海口10月15日讯（记者周晓梦 通讯员
陈建友 陈瑛琦）记者今日从海南出入境检验检
疫局获悉，今年1—9月，海南出入境检验检疫局
为辖区外贸企业出口产品签发原产地证书5757
份、签证金额5.23亿美元，签证覆盖菲律宾、马来
西亚、缅甸、泰国、巴基斯坦、新加坡及东欧等多
个国家和地区。

据介绍，原产地签证优惠政策是进口方海关
根据企业商品的优惠原产地证书确定税率待遇，
给予的关税优惠政策，优惠原产地证常常被称为
各国商品进入国际市场的“经济护照”“金钥匙”

“通行证”和“优惠券”，在国际贸易中发挥着重要
作用。

随着我国自由贸易区战略和“一带一路”战
略的推进，作为关税减让的重要凭证，原产地签证
发挥的作用越来越重要。为此，海南出入境检验
检疫局通过帮助外贸企业加深对政策的理解，用
足用好原产地优惠政策；加强对检验检疫签证业
务人员培训，提高签证质量；改革和加强原产地
签证工作，对原产地企业实施诚信管理，给予诚
信守法企业更大便利等多项举措来积极促进原产
地签证优惠政策的实施，力促企业享受优惠政策，
提升海南出口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

本报定城10月15日电（记者赵优 通讯员司
玉 黄荣海）近日，记者从县商务局获悉，花汀古
庄生态游居创新区项目等4个项目落户定安，意
向投资金额约22亿元，将为定安经济社会发展注
入强劲动力。

据悉，经定安县投委会讨论同意，花汀古庄
生态游居创新区项目等4个项目落户定安。其
中，北京花汀创赢资产管理中心、海南花汀旅游
投资有限公司项目选址岭口镇，拟建设花汀古庄
生态游居创新区项目。海口芦荟缘食品有限公
司选址塔岭工业园区，拟投资建设食品饮料加工
项目。海口欣佳达机电有限公司选址塔岭工业
园区，拟投资欣佳达智能机器人、自动化机械设
备项目暨智能机械自动化应用示范线项目。

据介绍，今年定安县把招商引资作为扩总
量、增活力的重要途径，重点围绕农业及农产品
加工业、信息产业、医药产业、健康医疗产业、文
化创意产业、体育产业、商贸流通业、棚户区改造
及城镇化建设、旅游业、“三新”产业、基础设施等
11个专题开展招商引资工作，全县招商引资工作
取得显著成效，引进了一批实力企业落户定安，
实现了走出去、多渠道开展招商引资工作。

本报保城10月15日电（记者易建
阳 通讯员付承明）在昨日举行的2015
年国际旅游度假目的地创新发展论坛
上，海南槟榔谷黎苗文化旅游区被宣布
荣获“最具文化创意旅游演艺”奖。

据悉，这是全国唯一获此殊荣的国
家5A级旅游景区。

槟榔谷景区深入挖掘海南黎苗文化
精粹，其中创作的大型原生态歌舞实景
演出《槟榔·古韵》，艺术地还原了海南黎
族、苗族的传统生活，是海南旅游经典文
化演艺。2011年，《槟榔·古韵》被国家
文化部、中共中央宣传部等部门确定为

“国家文化出口重点项目”，并在俄罗斯、
瑞典多国进行跨国巡演。2015 年 10
月，这一演艺全新改版，场面恢宏、趣味
独特，一位民俗专家赞其为“是一台诠释
海南之魂的精品演出，打开了通向千年
海南的全景窗口”。

演艺之盛，不止于此。槟榔谷景区
糅合提炼黎族苗族民俗元素，以《钻木取
火》开园仪式、海南八音器乐表演、刀山
火海特技表演以及“闹隆闺”民俗互动项
目等演艺剧目，向国内外游客提供多彩
多姿的民俗体验，感受文化艺术的精致
旅行。

据了解，本次在浙江舟山普陀举办
的2015年国际旅游度假目的地创新发
展论坛，是世界旅游组织、国家旅游局、
浙江省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2015国际
海岛旅游大会”系列主题活动之一，旨在
融入“一带一路”国家战略，搭建国际旅
游合作平台，推动海岛旅游发展。

槟榔谷获誉
最具文化创意旅游演艺

检验检疫部门力促企业享受
“原产地签证”优惠政策

发放通行证5757份
签证额5.23亿美元

4个优质项目落户定安
意向投资金额约22亿元

本报海口10月15日讯（记者陈怡）
“去年一场海水倒灌让我的虾塘损失
260万元，最终通过举债才得以再生产，
才有了翻身的机会。今年，我花了近3.4
万元投保了3份南美白对虾的保单，养
虾如果出现风险由保险公司负责，至少
再生产的资金不愁了。”10月11日，临
高国龙水产养殖有限公司王国义为他
刚刚投苗的今年第二造虾投了南美白
对虾保险。

这是我省开出的首批水产养殖保
险保单，保单承保亩数为67.1亩，如果

出险，王国义最高可以获得保险赔付
33.55万元。

记者今天从海南保监局获悉，水产
养殖保险正式在临高和澄迈启动试点，
随后将不断完善保险方案，在争取省财
政和省海洋与渔业厅的政策支持后再
向全省推广。

2008年以来，水产品出口值每年
居我省产品出口第一，海洋经济已经
成为我省经济的重要支柱之一。然
而，由于我省经常遭受台风、热带风
暴、暴雨、风暴潮等极端气候的影响，

渔业养殖每年都会遭受不同程度的损
失。以 2014年超强台风“威马逊”为
例，“威马逊”造成我省海洋经济损失
共计28亿元，极端气候造成的损失亟
待尽快建立保险等市场机制进行风险
分散。

海南保监局相关负责人介绍，我省
水产养殖保险项目的研发始于2012年，
由省海洋与渔业厅和省财政厅申请世
界银行技援项目“中国经济改革实施项
目”贷款支持，河北经贸大学组建团队
制定方案，太平洋产险在海南保监局的

指导下组织实施验证，历时3年，目前已
形成《海南省水产养殖保险试点实施方
案》，推出了南美白对虾保险、池塘养殖
罗非鱼保险和网箱养殖风灾指数保险3
个保险品种。

首批水产养殖保险保单的开出是
我省推进渔业养殖保险探索工作的重
要成果。其中，开出首批保单的南美
白对虾养殖保险承保的保险责任含有
因暴风、台风、龙卷风、暴雨等自然灾
害导致的溃塘、漫塘和疾病导致的虾
疾病全损等；费率方面，考虑到地域和

台风历年数据实行差异化费率，海口、
三亚、琼海、文昌、万宁、澄迈等台风高
发区费率为13%，其他地区费率10%，
随后每年的保费率将根据情况实施动
态调整。

太平洋产险海南省分公司相关负
责人介绍，目前试点工作已经开展，由
于目前水产养殖保险还未列入政策性
农险范围，如果想在全省推广，亟需在
未来争取将其列入中央补贴险种，这样
养殖户投保的保费将可以获得财政补
贴，投保费用更低。

我省在临高澄迈试点推出南美白对虾保险等三险种

保险为水产养殖“遮风挡雨” 本报海口10月15日讯（记者周晓梦 通讯员
李拉）近日，省生态环境保护厅通报各市县黄标
车淘汰进展情况，今年1—9月，全省共淘汰黄标
车25500辆，超额完成《海南省2015年度大气污
染防治实施计划》中的淘汰2.5万辆黄标车年度
工作目标。

在各市县黄标车淘汰进展情况中，洋浦开发
区和三亚市、海口市、澄迈县完成任务100%以
上，屯昌、万宁、儋州、琼海、文昌、定安、临高7个
市县完成任务80%以上，琼中、白沙、东方、乐东、
昌江、五指山、保亭7个市县完成任务在20%至
50%之间，陵水完成任务不到20%。

此外，全省淘汰黄标车工作存在淘汰2005
年前注册营运的黄标车进度缓慢的问题，据了
解，今年1—9月，全省共淘汰2005年前注册营运
的黄标车4750辆，仅完成年度任务的58.16%。

省生态环境保护厅有关负责人提出，各市县
要认真执行《海南省提前淘汰黄标车财政补贴实
施细则》的要求，加快落实黄标车提前淘汰财政
补贴政策，确保完成本市县的黄标车淘汰任务。
据这位负责人介绍，黄标车提前淘汰财政补贴政
策来之不易，如执行不力，将严重影响今后省级
财政补贴资金的申请及落实，进而影响全省黄标
车淘汰工作。

橡胶“割面营养增产素”

增收又获誉

全省完成年度
淘汰黄标车工作目标
部分市县“淘黄”工作进展缓慢

本报海口10月15日讯（记者李佳飞 通讯员王
媛）记者今天从海口国家高新区获悉，日前，省工信
厅相关负责人深入海口国家高新区检查指导，并召
开座谈会，双方计划在完善产业规划、强势招商引
资等方面深度合作，探讨省市共建新模式。

会上，高新区党工委副书记、管委会主任朱东
海汇报了高新区今年前三季度园区经济发展、美
安建设进展等情况。据介绍，高新区目前以发展
物流、低碳制造、互联网产业、医药4大产业为核
心，正在全力推动美安新城建设，特别是美安招商
引资工作。

就双方“共建什么”“怎么共建”两个问题，省
工信厅厅长韩勇表示，一要进一步明确工作思路，
完善产业规划，精准定位并严格执行，推进强势招
商，例如坚持生态高新产业领域，努力成为全省高
新技术产业的增长极，建设成为全省“多规合一”
示范区等；二是要从人才、政策、融资、产业、招商
等方面进行扶持，注重创新发展。

海口国家高新区党工委书记顾刚表示，下一
步，高新区将在招商、规划等工作中，增强主动服
务意识，希望工信厅可以帮助高新区提高规划水
平，提高招商水平，创新人才政策、招商手段举措，
切实促进项目落地投产。

本报五指山10月15日电（记者易
建阳 通讯员王国军）昨天上午，五指山
市公布了本市第三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传
承人名单，并向传承人颁发证书。

为加强“非遗”传承人队伍建设，有
效保护和传承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
性项目，今年5月，五指山市文化馆启动
第三批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
人认定工作，经申报、审核、评审、社会公
示、复审、审批等程序，有41位“非遗”传
承人入选。加上以前已公布的传承人，
目前五指山市已有非遗代表性传承人
108人，其中国家级1人，省级8人。

五指山第三批市级“非遗”代表性传
承人涵盖了黎族传统纺染织绣技艺、民间
故事、民间音乐、黎族传统骨伤疗法、黎族
竹木器乐、苗族蜡染刺绣技艺、舂米舞7
个类别，与前两批相比，第三批传承人呈
现年轻化趋势，文化程度也相对较高。

近年来，五指山市加大对非物质文
化遗产代表性项目的传承和保护力度。
市文化馆每年举办竹木器乐培训班、黎
族织锦培训班、传统民歌教唱班、民间故
事讲述班等各类培训班，在五指山中学、
市一小、市三小、番茅中心校开设黎锦校
园实践课程，目前，五指山市不少学生初
步掌握黎族织锦技艺。

省工信厅与海口高新区
探讨多方面深度合作

五指山公布第三批
市级“非遗”传承人名单

本报金江10月15日电（记者孙慧
通讯员罗燕）公款报销不得超过哪些标
准？领导干部婚丧嫁娶有什么纪律要
求？近日，澄迈县纪委精心编印廉政纪律
读本，对各类级别干部应当遵守的廉政纪
律做了归纳总结。这本廉政纪律读本将
发放给全县领导干部，可随身携带阅读。

据了解，《纪律在身边——领导干部
纪律学习宣传读本》分3个章节：一是列
举庸政懒政怠政行为行政问责工作要
点；二是解读澄迈县党风廉政建设“两个
责任”责任清单及追究办法；三是就领导
干部常见的纪律问题进行答疑释惑，具
体内容涉及公务接待、公款报销、公车私
用、公款旅游、大操大办婚丧嫁娶、收受
节礼红包等方面。

目前，这本读本已陆续发放到全县
副科级以上领导干部、177个村居委会
和867个村民小组党员干部手中。

澄迈印发廉政读本
发放领导干部

本报海口10月 15日讯 （记者侯
小健 通讯员邢代洪）不动产统一登记
是我省确定的一项重大改革内容。我
省正加快推进不动产统一登记职责整
合，琼海市近日批准设立了不动产登
记中心，成为首个完成职责整合的市
县。其他市县职责整合工作也正加紧
推进。省政府明确要求，今年底前完
成省、市、县不动产统一登记职责整合
和基础制度建设。2016年完成登记资
料移交工作。

目前，我省不动产登记取得初步进
展，基本完成了省级机构设立和职责整
合。9月25日，省政府召开全省不动产
登记工作推进会，确定了我省不动产登
记工作的路线图和时间节点。

琼海市机构设立和职责整合走在
全省前列。8月17日，琼海市编办印
发琼海市国土资源局“三定”方案，明
确增加不动产统一登记管理职责，在
琼海市国土局地籍股加挂市不动产登
记局。9月28日印发不动产登记职责

整合文件，10月 9日批准设立不动产
登记中心，明确财政全额拨款事业编
制15名。

9月24日，临高县政府印发县国土
资源局“三定方案”，明确成立临高县不
动产登记局，为隶属临高县国土资源局
的副科级事业单位。9月29日，县政府
成立不动产登记工作领导小组。职责
整合和设立不动产登记中心正在征求
相关部门意见。

三亚市不动产登记局和登记中心

设立方案已经市政府常务会议讨论
通过，不动产登记局拟加挂在市国土
局，不动产登记中心批准编制 8 名。
职责整合方案也已报市编办，目前正
征求相关部门意见；白沙黎族自治县
不动产登记方案和职责整合方案已
上报县编委，拟在县国土局加挂不动
产登记局，计划10月底前完成机构设
立和职责整合。

另悉，其他市县机构设立和职责整
合工作也正加紧推进。

我省加紧推进不动产统一登记职责整合

琼海率先设立不动产登记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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