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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三角梅角梅幸福美丽海口·聚焦首届 花展

海南 行美丽乡村

■ 本报记者 刘贡 通讯员 秦海灵

桑是什么？桑是春天
是童年，是故乡，是好日子……

沿途的胶林尚不肯露出绿意，村道
向深处探去，有些许孤寂。依旧是随着
地势上行转折，突然眼前一个下行陡坡，
一座漫水桥兀自独立。小心翼翼走到桥
上，嘘一口气，身边流水潺潺，抬头却被
满眼的桑田震撼。牙模村到了。

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红毛镇番响村
牙模村民小组，就坐落在这层层叠叠的
山峦中。

心一下子雀跃起来。这就是桑，翠
翠的新叶，肥厚的老叶，茎部吊着桑葚。
忙不迭摘了果儿往嘴里送，紫黑的汁液
触碰到味蕾，真甜！

绿野里突然立起一个苗条的红色身
影：“桑葚不要直接吃，一会儿去我家用山
泉水洗洗。”这位名叫阿凤的红衫女子，娘
家在牙模村。前两天，她母亲挨个打电话
给女儿们，说桑葚熟了，县城和镇上的人
纷纷来采摘，再不回来就没得吃了。

跟着好客的阿凤一路走。原来村子

三面绕水，四面环山。山上多为橡胶树，
山脚竹影婆娑，眼前桑田滴翠。万绿丛
中，村民在田间忙碌。看到我们拍照，村
妇们有点害羞地建议“换上黎族服装会
好看些”。

清晨，牙模村要比外面迟些看到太
阳；傍晚，日头翻过西侧山峦又比外面早

些。但牙模人勤劳，天不亮上山下田干
活，中午日头最毒时，榕树下乘凉、聊天，
下午劳作完，一头扎进清澈的河水里洗
个澡，凉爽快意。

绕村的河水有两条，大的是昌化江
上游支流；小的俗称村角河，一年四季也
不干涸。河水伴着村民们从小到老。娃

娃们放了学跳进水里嬉闹，个个好水
性。妇女们在河边浆洗，白鸭子成群结
队昂首踱过。男子们喝茶、下棋，宁静的
生活仿佛本该如此，一直天荒地老。

“牙模村只有王姓，都是亲戚。长辈
留下规矩，青年男女不得婚配本村人。”
阿凤捧着一篮子桑葚，边走边介绍。以

前只要涨水，牙模老村就会被淹，无法外
出。村里杂草丛生，道路难行，鲜有外人
来访，人称“黑岛”。近年来，政府帮忙修
了环村路，房子外墙刷成统一的米黄色，
挖排水沟、安装路灯、立挡土墙、摆石桌
椅，连村门都有景观造型。政府还帮牙
模村新盖了12间蚕房，“今年的牙模最
美！”阿凤说。

循着音乐声来到播放粤语老歌的房
子，便是阿凤的娘家。阿凤的小弟王国
存和堂侄儿在农耕的景致里享受着音乐
的旋律，手却不闲着，铁丝扭成环勾套上
捕鼠器，准备去捕捉田鼠。阿爸王家严
钻进厨房蒸米酒，用米酒泡桑葚治疗风
湿。他嘴里念叨着，切不可错过了桑葚
成熟季。王国存说，现在出去打工不如
在家帮忙，阿爸在山上种了花梨木苗，阿
哥的桑田再过一周就要开始伺候蚕宝宝
了。从4月到12月，每半月一批蚕宝宝
成蛹，一年可收获16批蚕茧。

村民王有流种了5年桑，现在扩大
到7亩，一年能挣三五万元。据说牙模
最多的一户人家种了30亩。

“我们的桑葚随便摘，不要钱，因为
桑叶才是宝。”阿凤说，山鸟喜欢吃桑葚，
但吃多了是要醉的；桑叶用处可不少，嫩
尖煲排骨汤特别鲜美，也可以切碎了摊
蛋饼，连鸡吃了桑叶生出来的蛋都格外
不同。“村里新房子一栋栋盖起来了，日
子也就一天比一天好起来。”

（本报营根3月21日电）

琼中红毛镇养蚕村栋栋新房娓娓诉说致富梦圆

富美牙模：桑葚醉人桑叶肥

3月17日，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红毛镇牙模村，桑田一片翠绿。 本报记者 陈元才 通讯员 朱德权 实习生 陈若龙 摄

本报海口3月21日讯（记者况昌
勋 通讯员田婉莹）由中国热带农业科
学院生物所研发的沉香整树结香技术

“香飘”东南亚，柬埔寨两家企业以60
万元的价格购买了该项技术服务，今天
首笔付款32.5万元已到位。这意味着
海南乃至中国热带农业技术出口由和
政府合作，无偿对外援助为主，逐步转
向和企业合作，多种方式输出。

根据双方签订的协议，中国热带农

业科学院生物所将为柬埔寨2万株沉
香树进行结香，提供结香技术咨询、指
导、培训等与结香生产技术相关的事
项；并与柬方共同组织专家，围绕柬埔
寨地区沉香示范园发展战略、基地建设
等方面开展战略研究和咨询活动，共同
研发沉香系列产品。

热科院生物所成果转化处副处长王
永壮说，热科院2015年3月派员前往柬
埔寨贡不省和西哈努克省进行了结香技

术试验示范，经过1年的试验，取得了良
好的效果，得到了柬方企业的认可。

不仅是沉香整树结香技术，热科院
油棕种植技术也成功输出瓦努哈图，服
务订单每年20万元，红棕象甲综合防
控技术输出迪拜，服务订单200万元。

热科院国际合作处处长、研究员蒋
昌顺说，海南热带农业技术出口以往主
要是与政府合作，无偿对外援助，现在
逐渐转向政府合作与企业合作相结合

的多种方式。
蒋昌顺说，“一带一路”沿线的东南

亚、南亚、西亚、南太平洋岛国、北非、东非
和拉美等大部分地区处于热带，随着这
些地区的农业发展，急需先进热带农业
技术，并且逐渐有实力购买技术服务。
中国不少热带农业技术在全球领先，可
以抓住“一带一路”国家战略机遇，以海
南为窗口、平台和示范区，与全球热区合
作，把热带农业科技发展成为新兴产业。

我省热带农业科研成果有偿出口国外

柬埔寨两企业60万元购买海南沉香技术

本报海口3月21日讯（记者郭景水）记者今
天从清华大学海南招生组获悉，清华大学已经公
布2016年领军人才选拔简章，正式面向普通高中
毕业生开放申请，报名时间从3月22日至4月10
日，海南学生可以在此期间通过清华大学官网进
行报名。初试、复试和最终认定结果公布时间均
安排在高考后进行。

清华大学2016年领军人才选拔全部实行
个人自荐，学生不受自身文理分科限制进行专
业类申请，每人最多允许填报5个专业，最终认
定结果将根据学生申请表所填志愿及测试成绩
具体至专业类，并在高考后根据学生认定专业
类进行录取。

4月10日报名结束后，清华大学将组织学
科专家组对学生提交的申请材料进行初评。根
据高中学习发展特点及全过程表现，包括平时
学业成绩、学科获奖情况、参与课外研究或学习
的情况、科技发明/文学创作/创意创新成果的
情况、文体特长情况、参与社会工作/社团活动/
社会实践/志愿公益活动的情况、综合获奖及突
出事迹的情况、个人陈述及推荐情况等多方面
进行综合评审。

5月初将公布初评结果。初评结果将在报名
系统内公布，并在清华大学本科招生网、教育部阳
光高考平台公示。

初试、复试均安排在高考后举行，其中初试时
间预计为6月10日左右，复试预计6月16日左右
在清华校内举行。

2015年，针对自主招生首次放在高考后进行
的新形势，清华大学克服种种困难，在全国开设
30个笔试考点供考生自由选择，并与其他高校测
试时间错开，充分保障了学生的选择权，2016年
将再次实行这一政策。

针对考生关心的初试科目安排问题，清华大
学也给出了明确方向，报考理科类专业的学生需
测试数学与逻辑、物理探究，报考文科类专业的学
生需测试数学与逻辑、阅读与表达。

2016年，清华大学将继续在复试阶段针对经
济管理、建筑学、医学、药学、英语等学科/专业开
展特色选拔测试，此外还新增了新雅书院及汽车
造型与车身设计方向两个新的项目。

清华大学2016年
领军人才选拔启动
报名时间：3月22日至4月10日

本报三亚3月21日电（记者陈雪
怡 通讯员郑芳）近年来海岛游持续升
温，为方便广大旅客出行，3月27日起，
广西柳州白莲机场将新增“重庆⇌柳州
⇌三亚”航线，并恢复“武汉⇌柳州⇌三
亚”航线。

今后该机场每周将有11个航班直
飞三亚，广西柳州市民前往海南旅游度
假将有更多选择，海南人民出岛游也将
更加便利快捷。

柳州机场本月开通
两条直达三亚航线

本报海口3月21日讯（记者郭萃
通讯员林晓婵）今天下午，海口市菜篮
子集团首家社区平价菜直营上丹花苑
店揭牌试营业，预计3月底前该集团将
有46家社区平价菜店开业，随后逐月
增加，半年内在全市建成320家社区平
价菜店。

根据省政府“菜十条”措施中关
于“鼓励支持在主要社区建立直销渠
道，在社区内设立定时定点的直接销
售点”及海口市政府“菜十六条”措施
中关于“在全市300户以上的住宅小
区中建设 320 个菜篮子社区平价菜
店”的要求，海口市菜篮子集团自今

年3月份起，采取直营、加盟、合作等
三种模式在全市陆续推出社区平价
菜店。

目前，海口市 9家社区平价菜店
已试营业，其中，海口市菜篮子集团自
营店1家，位于海口市琼山区兴丹路
的上丹花苑；合作店8家，分别位于祥
和家园、大天花园、城市海岸、紫园、八
一小区、水岸听涛、顺发新村、海景花
园等社区。

据市菜篮子集团相关负责人介绍，
目前社区平价菜店供应16个品种以上
的蔬菜，每天供应量保持500斤，蔬菜
售价将低于市场均价的10%以上，并经

过严格的农残安全检测。下一步蔬菜
品种将增至35种以上，并逐步上架销
售肉蛋、米、油、水果以及各类农副产品
和日用品。

据了解，该集团下步将加快推进
以下几项重点工作：全力推进社区平
价菜店建设工作，力争半年内在全市
建成320家社区平价菜店；稳步推进
农贸市场菜篮子蔬菜直销摊位设立步
伐，目前海口市城区已有17家农贸市
场 56个摊位销售平价菜，预计 10月
底主城区将有一批菜篮子平价菜直销
摊位进驻 42 家农贸市场，总数达到
126个。

海口46家社区平价菜店月内开张
昨试营业第一家直营店，低价供应16个蔬菜品种

本报海口3月21日讯（记者许春
媚 通讯员钟礼元）艺术化的造型、稳
重大方的色调、柔滑的真丝材质……
记者今天从2016首届海南国际旅游
岛三角梅花展组委会获悉，一系列印
有三角梅图案的丝巾领带在开幕式上
推出后颇受游客青睐，已成为海口炙
手可热的旅游商品。

据了解，这是海口市为本届三角
梅花展量身设计定制的第一批文创旅
游商品，是海口在推进旅游供给侧改
革的道路上所做的一次尝试。

首届海南国际旅游岛三角梅花
展是海口新年伊始的一件盛事。春
节前后，作为花展主会场的“三园合
一”区域游人如织，花展为海口旅游
增添了又一吸引物。而在花展筹备
之初，为了深入开发三角梅的文化品
牌价值，花展组委会决定打造一系
列以三角梅为主题，结合海南本地
特色设计的文创旅游商品。为体
现全民办展的宗旨，真正激活旅游
供给主体，海口市政府改变了以往
政府采购的方式，与花展策划方之
一的海南岛丁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达成一种创新式的合作机制，即由
政府授权企业进行研发、生产、销
售、市场推广，政府进行品质监管，
三角梅文创旅游商品知识产权归
政府所有。

这种合作机制有效激发了设计团
队的创新活力，在国内外多位设计师
的尽心努力下，一系列具备国际水准
的以三角梅为主题的服装配饰在花展
开幕式上首次亮相。在随后一个多月
的销售过程中，这些独具特色的文创
旅游商品深受游客青睐，创下了不俗
的业绩。

海口市旅游委相关负责人认
为，由丝巾领带而带动起来的三角
梅文化创意产业正在成为海口旅游
供给侧改革的一个突破口。“旅游业
供给侧改革的核心是增加有效供
给，提高供给水平，而打造高品质的
旅游文创产品正是一个有效激活供
给的途径。政府授权企业进行三角
梅文创旅游商品开发，解决了当下
旅游需求旺盛与旅游产业主体创新
能力不强的矛盾，以资本、机制、智
力和创新能力整合产业资源，重组

市场主体，优化要素配置，激发了创
新活力，这是海口旅游供给侧改革
的一次成功的尝试。”

作为三角梅文创旅游商品的开
发方，岛丁文化公司的团队还将继续

设计开发笔记本、茶杯、首饰等多种
以三角梅为主题的文创旅游商品，并
将开设三角梅文创旅游商品实体店，
专门开展三角梅文化衍生产品的展
示销售。

助推旅游供给侧改革

三角梅文创旅游商品“花”开椰城

本报海口3月21日讯（记者陈怡
通讯员曲易伸）今天，省国税召开全省营
改增改革试点工作动员会，为确保营改
增顺利推进，80%的涉税业务办理通过
信息化手段从后台批量处理，纳税人只
须上网核对；对于网上申报的试点纳税
人，省国税局将启用免费的网上申报系
统，为纳税人提供便捷高效的服务。

在前期充分准备的基础上，省国
税局已于近日顺利完成了四个行业的
共计20.27 万户营改增试点纳税人的
交接。

6月将是营改增后的第一个纳税申
报期，为确保纳税人顺利申报，省国税局
将根据不同类型的纳税人提供有针对性
的服务：对于个体双定户，省国税局将在
4月28日前完成定期定额核定工作，初
始定额暂参照地税原核定额，原则上一
个年度内暂不进行定额调整，保证这部
分纳税人能平稳过渡；同时为纳税人单
设营改增的办税场所，增设绿色通道，所
有的营改增涉税业务一站式办结，纳税
人不跑或少跑办税服务厅。

此外，为了确保纳税人顺利开具发
票，省国税局协同省地税局，根据相关政策
抓紧制定营业税发票和增值税发票的衔接
使用方案，制定了发票票种票量核定方法。

海南国税八成业务
实现信息化处理

本报讯（记者郭萃）17日下午，海口市“双
创”检查组在该市金贸街道辖区进行巡查时发现，
江苏一建公司、龙元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
及满福隆酒店存在严重脏乱差现象，为此，检查组
对江苏一建公司罚款4.99万元，对另外两家单位
责令限期整改。

据了解，承建玉沙广场项目的施工单位江苏
一建公司，其项目工地和施工工人生活棚区环境
卫生存在严重脏乱差现象，街道和社区曾多次到
该工地巡查并督促整改，但该施工单位相关负责
人不予理睬。为此，龙华区城市执法部门依法对
江苏一建公司罚款4.99万元。

承建海口盛华郎庭酒店的施工单位龙元建设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其施工工地和工人的生活
棚区内的脏乱差现象经街道和社区人员多次督
促，但整改仍不彻底。该公司被责令于19日前整
改其工地环境卫生。逾期不改正，将依法重罚并
拆除其工棚。

环境卫生严重脏乱差

海口玉沙广场施工单位
被罚4.99万元

本报讯（记者程范淦 通讯员黄艳
艳）即日起至4月8日，陵水黎族自治县

“农村淘宝”开展第二批52个站点合伙
人招募，帮助青年实现创业。

今年1月18日，陵水首批48个农村
淘宝服务站点同步开业以来，广受群众
青睐，营业额逐日攀升，至今成交3万多
单，成交金额将近400万元。

据介绍，第二批合伙人招募将采取
定点招募的方式，在全县11个乡镇和吊
罗山新设52个村级服务站点。该县将
在今年底前，完成村级服务站覆盖全县
80%行政村，2017年底前实现行政村全
覆盖。成为“农村淘宝”合伙人后，由乡
镇政府提供村级服务站点，免租期3年；
阿里巴巴集团将为其提供电脑、电视、店
铺招牌，以及人才成长培训；农村合伙人
负责做市场宣传推广，为村民做代购服
务，可获取按订单金额一定比例计算的
佣金报酬。根据实际运营情况，政府还
将给予合伙人一定的奖励激励。

陵水“农村淘宝”
招募合伙人

本报海口3月21日讯 （记者叶媛媛 通讯
员谢春霞）记者今日从省气象部门获悉，本周前
期我省天气晴热，中期受中等强度冷空气影响，
将出现明显降温、降雨和海上大风天气，后期天
气转好。

气象部门预计，21日～23日白天，受西南
气流影响，全岛多云间晴。其中23日，西北部
局部地区午后有雷阵雨，西部、北部和中部地区
最高气温34℃～37℃，其余地区29℃～33℃，
全岛最低气温20℃～23℃；23日夜间～25日，
受中等强度冷空气影响，我省将出现明显降温、
降雨和海上大风天气，五指山以北地区阴天有
小到中雨、局地大雨，个别地区可能伴有短时雷
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最高气温15℃～18℃，
最低气温13℃～15℃。五指山以南地区阴天有
小雨，最高气温22℃～25℃，最低气温16℃～
19℃；26日，全岛转为晴好天气，最高气温略有
回升，夜间辐射降温明显，最低气温继续下降，
西部、北部和中部地区最低气温10℃～13℃，
东部和南部地区最低气温14℃～18℃；27日，
全岛多云，气温回升。全岛最高气温将升至
23℃～27℃，最低气温14℃以上。

本周我省气温“过山车”
最高温37℃ 最低温10℃

印有三角梅图案的领带。本报记者 许春媚 摄

◀上接A01版
值得一提的是，通过“博鳌·问道”专栏，记者

可在聚焦当日重点话题的同时，通过“海南实践”
和“海南期盼”等子栏目，对目前海南在这一方面
的现状与措施作出介绍，并邀请参会嘉宾畅谈对
海南在这一方面的期盼、展望与建议，为海南国际
旅游岛建设发展献策聚力。

年会期间，海南日报新媒体平台还将推出“博
鳌动新闻”“博鳌直播间”“博鳌融特刊”“博鳌海南
计”等一系列个性化栏目，集成文字、图片、视觉化
图表、视频等多种新闻资源，全面、即时传递来自
年会现场的“博鳌好声音”。

全方位多角度
聚焦年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