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海口12月15日讯（记者
周晓梦 刘笑非）记者从冬交会新闻
发布会上获悉，来自海南省国营南
田农场等21家企业的29个产品符
合海南名牌农产品评选认定条件，
被认定为 2015 年海南名牌农产
品。省农业厅举行“海南名牌农产
品评选认定授牌仪式”为企业颁发证
书，准予使用海南名牌农产品标志。

本届冬交会参展品牌多，来自
省内罗牛山、春光、海源、润达、永基
等230多家龙头企业和900多个品
牌产品进行了展示展销和推介。

21企业29产品获评
海南名牌农产品

本报海口12月15日讯（记者
刘贡 通讯员陈创淼）海南将建设“一
带一路”农展馆，落户海口市秀英区
石山镇互联网农业小镇，打造“永不
落幕”的国际化农产品展销平台。

海南“一带一路”农展馆占地
122亩，位于火山口地质公园旁，一
期规划建设8万平方米。主馆区设
立64个国家的封闭展区和18个省
份的独立展区。该农展馆在线下实
体展区亮相的同时，将同步推出海
南“一带一路”网上农展馆。目前秀
英区已完成展馆前期工作。

海南“一带一路”
农展馆落户石山

本报讯（见习记者丁平 记者
刘笑非）12日至15日，上海、武汉、
长沙、郑州、石家庄、济南等10个海
南农产品重点销地的主流媒体对冬
交会进行了报道，使本届冬交会关
注度和影响力度大增。

问起对海南的印象，河南电视
台记者李胜男说：“海南冬交会规模
很大，办得很成功。”

山东莱芜市民李先生电话告诉
记者：“你看我们当地的电视台都详
细报道了海南的冬交会，海南农产
品很安全，吃起来很放心。”

重点销地主流媒体
高度关注冬交会

二维码受欢迎。本报记者 陈元才 摄 外商来参与。本报记者 陈元才 摄 线上线下同步。本报记者 陈元才 摄

■ 本报记者 周晓梦 刘笑非
见习记者 丁平

今天下午，为期四天的2015年中
国（海南）国际热带农产品冬季交易会
闭幕，本届展会订单签约创历史新高、
互联网交易增长145%、四天客流量超
30万人次，可谓亮点频出。

“走出去、引进来”成绩斐然

冬交会最后一天，记者在现场看
到，虽然不少商家已在着手收拾展柜，
但不少现场观众也趁着闭幕前进行

“疯狂”的采购。
本届冬交会期间现场交易活跃，

四 天 时 间 里 现 场 总 销 售 金 额 约
8100.67万元，而传统热点“农业特产

馆”和本届亮点的“一带一路馆”则当
仁不让地成为销量冠亚军。作为本届
冬交会总协调人的省农业厅总农艺师
黄正恩表示，不仅现场销售火爆，当场
签下的农产品订单金额达43.69亿元，
比去年增长了20倍，远超预期。

除现场签约外，本届冬交会项目
招商引资也成果显著。“不仅要让海南
的农产品走出去，还要把省外、国外优
秀的农业企业引进来。”黄正恩告诉记
者，在冬交会开幕首日，现场签约农业招
商项目22个，投资额46.54亿元，已签订
合作协议63个，总投资额84.51亿元。

电商发力助成交额翻番

本届展会上，“互联网+农业”也是
一大亮点，不仅设置互联网农业小镇馆

推介，还联合淘宝、海航“供销大集”、微
商城等多个电商平台，以线上带线下、
线下促线上的方式同步推广。文昌市
会文镇、澄迈县福山镇等知名互联网农
业小镇也借助展会、互联网平台宣传农
业产品、推介小镇特色。

记者也注意到，相比往届冬交会
“二维码”很受欢迎，本届展会已经将
二维码推广至各个角落。

据省农业厅统计数据显示，供销大
集冬交会平台交易额29亿元、淘宝海
南馆成交16亿元、澄迈网店协会成交4
亿元。本届冬交会互联网成交额比上年
增长145%，现金交易额达11.86亿元。

“品牌”催生国际化专业化

新兴“互联网+农业”品牌名声渐

盛，传统的农业品牌则仍旧是展会主
力。本届冬交会邀请境内外1680家
企业参展，产品更是多达4000多个，
同时，省内230多家龙头企业和900
多个品牌也在现场进行展示展销和推
介，可谓阵容齐整。

“不仅是农业品牌丰富多彩，冬交
会本身也成为了一个品牌。”黄正恩表
示，借助“冬交会”品牌影响力，本届展
会推出了12项重点活动，邀请国内外
专家谏言海南农业发展。

而本届冬交会除满足展示现代农
业建设成果、促进农产品市场流通和
落实贸易订单及项目招商合作等功能
外，在迎宾大厅特别增设了“互联网+
农业小镇”、“农业金融服务”、“生态循
环农业”等专业性展馆，专业化水平明
显增强。 （本报海口12月15日讯）

2015冬交会亮点扫描

成交量大 国际范足 品牌味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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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屯城12月15日电（记者宗兆宣）小微
企业的发展离不开政府的正确引导，更离不开资
金的支持。为激发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热情和
活力，屯昌工商局主动作为，搭建政府、银行、小微
企业的面对面沟通平台，助力小微企业发展迈上

“互联网+”的快车道。
今天上午，屯昌县举办“服务入微，真诚至心，

助推小微企业发展推介会”。会议邀请了80余家
企业代表参加，围绕小微企业发展、打造“互联
网+”及融资等问题展开沟通互动。屯昌县工商
局还与屯昌县邮政储蓄银行签订了支持小微企业
的合作协议。

据了解，屯昌县工商局下一步将从地域、行
业、规模、经营情况等方面多维度分析企业发展和
经营情况，为小微企业发展提供政策指导；依托企
业信息公示系统建立小微企业名录，与相关部门
建立联动机制，着力解决小微企业融资难等问题。

屯昌召开助推小微企业发展推介会

工商+银行扶持“小微”

环岛高铁建成开通 前前前前前前前前前前前前前前前前前前前前前前前前前前前前前前前奏奏奏奏奏奏奏奏奏奏奏奏奏奏奏奏奏奏奏奏奏奏奏奏奏奏奏奏奏奏奏
本报那大12月15日电（记者易宗

平 通讯员张琳）西环高铁开通在即，儋
州市未雨绸缪，为高铁安全运行系上“安
全带”。记者在西环铁路儋州段看到，该
市已按要求绘制安全保护区图，并设置
了安全保护区标桩。

根据《铁路安全管理条例》相关规
定，儋州市发布了西环铁路儋州段安全

保护区有关事项的公告，从9个方面作
出严格的禁止性规定。

据了解，在这些规定中，对高铁沿线
环境卫生提出了明确要求：禁止在铁
路线路安全保护区内烧荒、放养牲畜、
种植影响铁路线路安全和行车瞭望的
树木等植物；禁止向铁路线路安全保
护区排污、倾倒垃圾以及其他危害铁

路安全的物质。
儋州还对高铁附近的危险生产坚决

“说不”：在铁路线路两侧从事采矿、采石
或者爆破作业，应当符合国家标准、行业
标准和铁路安全保护要求；在铁路线路
路堤坡脚、路堑坡顶、铁路桥梁外侧起向
外各1000米范围内，以及在铁路隧道上
方中心线两侧各1000米范围内，确需从
事露天采矿、采石或者爆破作业的，应当
与铁路运输企业协商一致并报有关部门
批准，采取安全防护措施后方可进行；铁
路线路路堤坡脚、路堑坡顶或者铁路桥

梁外侧起向外各200米范围内，禁止抽
取地下水。

此外还制定了有关禁止实施危害电
气化铁路设施的详细规定：禁止向电气
化铁路接触网抛掷物品；禁止在铁路电
力线路导线两侧各500米范围内升放风
筝、气球等低空飘浮物体；禁止攀登铁路
电力线路杆塔或者在杆塔上架设、安装
其他设施设备；禁止在铁路电力线路杆
塔、拉线周围20米范围内取土、打桩、钻
探或者倾倒有害化学物品；禁止触碰电
气化铁路接触网。

儋州为高铁保护区系上“安全带”
禁止向铁路沿线排污、抛掷物品和放风筝 本报讯 日前，浙江科技开发商刘智仁携带由

他发明的两项国际专利前来海口，投资创办心脑
血管、糖尿病和肠胃病治疗与疗养基地。

经过多年不竭的努力探索，刘智仁发现人体
形成心脑血管病、糖尿病等的主要因素，是我们的
食物中含有碳酸氢钙形成结垢所致，据此独创了
关于“人体结垢学”理论，找到用适当比例的盐酸
水预防、治疗人体结垢所引起的血管器官类疾病。

2007年刘智仁“盐酸在制备治疗高血压药物
中的应用”获得欧亚发明专利。2011年刘智仁“盐
酸在制备由输出管道结垢引起的疾病药物中的用
途”获得欧洲发明专利。2008年经中国军事医学
科学研究院大鼠实验，证明能降低总胆固醇、低密
度脂蛋白和减少脂肪在血管壁上的沉积。（符文）

“人体结垢学”发明人
携国际专利来琼创业

本报三亚12月15日电（记者黄
媛艳 通讯员于周水）为大力开拓东
南亚航空旅游市场，完善三亚国际航
线网络，记者今天从三亚凤凰国际机
场获悉，首都航空将于本月分别开通
三亚至芽庄、普吉、岘港的3条东南
亚直飞航线，全部采用空客A319型
客机执飞。

三亚⇌芽庄航线执飞日期为
2015年12月19日，每周二、六各执
行1班，航班号为JD331/2。三亚起
飞时间为6时，当地时间6时15分落
地芽庄；芽庄当地时间7时5分返回，
9时10分抵达三亚，单程空中飞行时
间约为1小时。

三亚⇌普吉航线执飞日期为
2015年12月21日，每周一、二、五、
六各执行1班，航班号为JD357/8。
三亚起飞时间为22时20分，当地时
间24时30分落地普吉；普吉当地时
间次日1时30分返回，5时30分抵达
三亚，单程空中飞行时约3小时。

三亚⇌岘港航线执飞日期为
2015年12月27日，每周一、三、四、
七各执行1班，航班号为JD381/2。
三亚起飞时间为23时，当地时间23
时15分落地岘港；岘港当地时间24
时15分返回，次日2时25分抵达三
亚，单程空中飞行时间约为1小时。

三亚机场新开
条东南亚航线

本报三亚12月15日电（记者苏庆明 通讯
员沈曼）刚刚结束的首届三亚文博会取得丰硕成
果。记者从文博会主办方了解到，本届文博会成
功为文化产业搭建了交流合作平台，会展期间现
场签约金额达38亿元。

本届文博会于12月10日至13日举办，共设
9个主题展馆390个展位，此外还在天涯海角景
区等地设有13个分会场，吸引了98家国内外知
名企业单位及我省部分市县参与。会展内容涉及
大三亚圈、“一带一路”、创意动漫、智慧影视、非遗
及本土文化、旅游文化、海洋文化、体育休闲文化
和景德镇陶瓷文化等。

本届文博会成功为参会企业单位搭建了合作
平台。据统计，4天的时间里，文博会产生的现场
签约项目共有35个，总签约金额达38亿元。此
外，意向签约项目30个，意向签约金额约12亿
元。记者还了解到，本届文博会正式开始前的预
热推介活动中，三亚市罗蓬外交庄园、动漫基地、
三月三民族文化广场等3个重点项目总签约金额
超过50亿元。

三亚市文化产业协会有关负责人透露，目前
已有52家企业签约参加下一届三亚文博会，拟参
加的有36家。

首届三亚文博会
现场签约38亿元

本报三亚12月15日电（记者黄
媛艳）今天，三亚举办旅游行业诚信
经营宣誓大会，8条诚信一日游专线
统一发车，“旅行运营商旅游资源管
理平台”也正式启动，将对该市从事

“一日游”的涉旅企业进行行业自律
和资源整合，推动同质同价、诚信经
营和优质服务。

散客时代，“一日游”产品深受游
客喜爱。然而，火热的“一日游”旅游
市场也存在隐忧，恶性价格竞争、服
务品质不稳定等问题制约行业发
展。为此，康泰、携程、港中旅、人之
和等7家知名旅行社携手呀诺达、南
湾猴岛、南山等三亚、陵水和保亭的
景区，共同打造8条诚信一日游专线。

今后，游客到访三亚后，可自主
放心选购“三亚—南山”“三亚—呀诺
达”“三亚—大小洞天”“三亚—西岛”

“三亚—亚龙湾天堂森林公园”“三亚
—南湾猴岛”“三亚—槟榔谷”和“三亚
—蜈支洲岛”的诚信“一日游”产品。

为进一步推动全市旅游行业诚信
建设，积极整合分散的旅游资源，三亚
今天成立“旅行运营商旅游资源管理
平台”。借助该平台，三亚将对专项
旅游的各个环节进行统一协调指导。

三亚开通 条
诚信一日游专线

■ 本报记者 单憬岗 李佳飞
通讯员 王媛 实习生 庞岩

我省被列为全国省域“多规合一”试
点以来，企业家最关心这一试点实用性
究竟如何？正在海口国家高新区获得初
步成功的极简审批试点，是“多规合一”
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也是对上述问题
的最好回答。

仅用1个工作日，上周五刚签约落户
海口高新区的浙江康迪车业有限公司，
就于昨天正式通过“极简审批”。这虽是
我省第二例极简审批，却是首例企业投
资项目落户的案例，其意义不言而喻。

信心：动作快让企业满意

11日，海口高新区与康迪公司签约

后，海口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要求高新

区做好服务，加速项目落地。12日是星

期六，高新区党工委书记顾刚就深入美

安科技新城召开现场协调会。

协调会给出的时间节点非常别

致，对于政府方面都是倒排，对于康

迪公司全是顺排：对于高新区，要求

确保明年3月 20日全面动工，所有事
项必须以此为最后节点倒排工期；2
月 6日前确保一横路路基全部通行；
今年12月26日前土地全部丈量完毕，
确保进场地质勘探；15日前提供红线
图；14 日完成极简审批。对康迪公
司，要求12月26日进场地质勘探，明
年 1月底提交规划文字，3月 20日全
面动工。

于是，仅隔1个周末，康迪公司就通
过了极简审批，今天又拿到了用地红线

图。康迪公司董事长胡晓明赞誉有加：
“海口高新区动作很快，让我们看到了在
海南干事业的希望。”

快批：实施“规划代立项”

12月2日，高新区1天时间内核发
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开发区公安分局
项目得以迅速动工，成为我省首个实行
极简审批的项目。

极简审批为什么能那么快？顾刚
说，《实施方案》以三招加速审批：一是
通过做好美安新城的“多规合一”工
作，划定统一的建设用地规模控制线、
生态控制线、产业区块控制线，从而可
取消项目选址、土地使用、林地占用、
水资源利用、文物保护等审批事项，实
现以规划代立项。二是管委会统一组

织编制美安的全区环境影响、水土保
持等评价评估，以区域性评估取代单
个项目评估，企业入园后不需再进行
上述评估；三是通过签订投资合同，节
水、抗震等事项不再审批，而是在合同
中明确相应的技术规范和行业标准。
如此一来，项目入园评估和审批时限
得到大幅压缩。

服务：24小时全天候服务

高新区有个微信群，企业急事都可
经此最快直达管委会领导。立昇公司董
事长陈良刚因办理证照的事，在微信群
里提了一下，从此每3天就能收到一次
办理进程信息。

为实施极简审批，高新区打造了一
站式服务平台和网上信息平台，推行全

程网上经办、督办，透明公开，24小时全

天候服务；还成立专家服务小组为企业

提供技术指导。

极简审批下，传统上一些审批直接

省略，变成合同，如何确保企业认真履

行？为此，高新区制定监管清单，由注重

“事前审批”向加强“事中事后监管”转

变。事中监管就是项目建设工程中多层

次检查，事后监管是在项目联合验收后

确保项目入园合同约定执行到位。若过

不了监管关、又不即时整改，项目业主将

被及时清退。

“极简审批能不能成功，一个关键在

于公务人员思想能否转变。”顾刚说，这
对公务人员素质要求大幅提高：除要做
好监管，还要熟悉企业经营、掌握企业动
态、做好服务工作。

（本报海口12月15日讯）

省域“多规合一”试点实用性如何？海口国家高新区用改革作答

极简审批的海口探索

关注 2015中国（海南）国际热带农产品冬季交易会

本报海口12月15日讯（记者许
春媚）今天下午，琼中黎族苗族自治
县民宿协会、海口市秀英区民宿协会
与台湾南投县民宿协会三方在海口
市签订协议，缔结三姊妹协会关系，
约定通过相互学习、培训、交流，推动
各自的民宿产业发展。

据了解，今天的签约活动是全国
返乡论坛2015年年会活动之一，接
下来还将有300余名来自全国的返
乡创业者、学者、资深媒体人、台湾返
乡青年，参加以“返乡元年，民宿崛
起”为主题的各项年会活动，共议如
何通过返乡创业带动海南乃至全国
民宿产业的兴起和发展。

琼台两地民宿协会
缔结姊妹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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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冬交会
全省共完成4019 份农产品订单

金额高达394亿元

现场总销售金额

约8100.67万元创历史新高

网上交易额

突破76亿元 比上年增长145%

本报海口12月15日讯（记者
易宗平 通讯员夏佟 李绍远）作为
农业大市的儋州，在冬交会上表现
不俗，签约金额逾4亿元。

今年冬交会期间，儋州农业品
牌抢人眼球，包括儋州粽子、蜜柚、
跑海鸭蛋等9种。近200名客商共
签订 5 宗瓜菜供货协议，总金额
4.04亿元。

儋州市长张耕表示，要坚持“两
个继续”推动儋州经济结构调整、产
业升级和热带特色现代农业发展，
促进农民增收。

儋州农产品
签约逾4亿元

制
图/

张
昕

本报海口12月15日讯（记者张中宝 通讯
员陈建丽）作为2015中国（海南）海上丝绸之路文
化产业博览交易会的重要活动，亚洲大学生摄影
大赛十年回顾展将于12月25日至27日在海南
国际会议展览中心举行，400幅优秀作品将亮相
海口，讲述“行走中国，精彩故事”。

本次影展主题为“行走中国，精彩故事”，由亚
洲教育北京论坛、中国青年报社、海口市会展局、
中国高校传媒联盟共同主办，亚洲教育论坛培训
中心、全联民办教育出资者商会承办，将集中展示
摄影大赛十年来累积的获奖作品及精选的优秀作
品共400幅，为海口市民呈现一场彰显当代青年
独特视角与精神维度的视觉盛宴。

据悉，亚洲大学生摄影大赛旨在弘扬源远流
长的亚洲文化，传播亚洲各国丰富多彩的风土人
情、壮丽的地理面貌和新世纪亚洲青年的风采，增
强亚洲各国大学生艺术与审美交流，展示亚洲文
化的独特价值。

亚洲大学生摄影展
月底海口举行
400幅优秀作品将亮相影展

本报海口12月15日讯（记者刘贡 通讯员
陈创淼）由国内知名的老牌房地产上市公司广州
珠江实业开发股份有限公司和海南陆侨集团合作
开发的大型综合旅游度假项目——海口五源河休
闲度假区项目于今天上午举行开工仪式，为琼北
旅游度假目的地又添新军。

项目位于海口市新城区与中心城区之间的五
源河片区，地块西至长彤路，南临南海大道，用地
面积约为739.15亩，规划总建筑面积约40万平
方米，项目总投资约30亿元。

该项目以我省关于海南房地产转型发展的系
列政策为指导思想，以国际化的视野和超前的开
发理念，聘请国内外一流的专业团队进行规划设
计，将为海口打造一个集精品主题酒店、时尚艺术
中心、绿色办公园区、国际医学美容、健康养生住
宅等多业态物业为一体的“漫·质生活圣地”。

海口五源河度假区开工
总投资约30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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