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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证海南速度

三亚、陵水120多户果农按标准规程管理5200亩芒果园，平均每亩年增产逾500斤

农民讲“标准”收入超“常态”
■ 本报记者 刘袭

陵水黎族自治县英州镇大石村
城坡村小组52岁的苏成孝，1995年
开始种芒果，但曾经年年芒果产量都
较低赚钱少。最近两年他加入陵水
雷丰芒果农民专业合作社，按海南省
芒果生产标准化示范区的规程管理
果园，施有机肥，少打农药。“我家10
亩果园今年1月3日开始摘果，亩产
台农一号芒果2500多斤，收入12万
元。”他今天告诉记者，他是合作社的
社员，一切标准化技术服务都免费。

海南省芒果生产标准化示范区项
目由海南良好农业科技公司、三亚科
奥果蔬农民合作社、陵水雷丰芒果农

民合作社承担，在三亚天涯区梅村和
陵水英州镇设立芒果种植基地，核心
区芒果园5200亩，三亚、陵水120多
户果农，按照海南芒果标准化种植示
范体系管理果园，近两年芒果平均每
亩每年增产500斤以上。

省质量技术监督局今天组织专
家，对已建两年的示范区项目进行
考核验收，专家实地考察后，给出总
分为91.19分的高分，考核优秀。

让农民掌握统一简化的技术

陵水雷丰芒果农民合作社为农民
提供标准化技术服务。育苗、剪枝等
芒果种植技术复杂，农民不易掌握。

省质监局标准化处处长戴恩桦说：“农
业标准化生产，就是把先进的技术固
定下来，以统一的技术，简化的规程，
引领农民按先进的技术生产。”

雷丰芒果农民合作社把厚达300
页的欧盟GAP标准（全球良好农业操
作规范）、复杂芒果种植技术，简化成
薄薄几张纸的农事月历。果农苏成孝
拿着今年的农事月历说：“何时施肥，
何时剪枝，我一看就懂。”

副理事长雷孔畴告诉记者，合作
社成立农业技术服务队伍，由13位国
内外专家和22位专业人员组成，与德
国、西班牙的大学，以及中科院、中农
大、中国热科院等合作，在全省芒果产
区建立15个驻点服务站、120个芒果

监测点，为芒果全过程标准化种植管
理提供技术服务。

产品优质 增产增收

雷丰芒果农民合作社以公司+合
作社+农户+标准化生产模式，推行
海南芒果标准化种植技术，理事长雷
孔佃说：“目的是生产质量安全食品，
减轻农业面源污染，保护生态环境。”

在三亚天涯区梅村的520亩芒果
园里，芒果树郁郁葱葱，考核组专家、
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黄俊生研究员告
诉记者：“芒果树很健康，生态环境很
好。”记者看到树林里安放了环保灭虫
灯，示范区严禁禁用药品流入，与3年

前相比，农药用量平均下降30%左右。
标准化生产全面提高芒果种植技

术水平，提高产品质量和产量，增加农
民收入。英州镇五岭村芒果种植大户
肖根葵的40亩果园，今年摘台农一号
芒果10多万斤、金煌芒果5万多斤。

“金煌芒果一斤最高卖13元，今年芒
果纯收入60多万元。”他告诉记者，按
照标准化生产管理的果园，芒果品质
好，收购商到果园抢着要。

肖根葵等示范户最近两年收入大
增，芒果树种植成本每亩2000元左右，
平均商品果亩产量3500多斤，产量增
加20%以上，金煌芒果地头收购价一
般每斤8元至10元，每亩收入3万元至
3.5万元。 （本报三亚5月5日电）

■ 本报记者 罗霞 通讯员 陈金梅

5月4日，位于海南老城经济开
发区内的海南生态智慧新城项目建
设工地，红土地上没有了周边的绿意
融融，却散发出开发的勃勃生机，挖
掘机、推土机正“埋头苦干”。

作为省重点项目，于去年下半年
开始启动的海南生态智慧新城项目，

总投资117亿元，重点发展互联网产
业，已落地和正在积极推进的核心项
目包括腾讯生态村、中国游戏数码
港、红黄蓝生态村（互联网+教育示范
基地）、军民融合产业基地以及医疗
等综合配套。今年该项目计划投资
15亿元，重点建设起步区道路、管网、
水电等基础设施以及国际学校、中国
游戏数码港、腾讯互联网+生态村等。

目前，项目基础设施建设正加紧
进行。今年一季度，海南生态智慧新
城已完成固定资产投资5.66亿元，完

成全年固定资产投资计划的37.8%。
“按以往做法，路网工程等一批

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从立项到开工建
设大约需要8个月时间，而海南生态
智慧新城的路网工程等项目仅花了
约50天时间。”海南生态智慧新城发
展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刘健感慨道。

根据省政府去年11月印发的相
关实施方案，我省三个试点园区启动
行政审批改革，其中海南生态软件园
（含海南生态智慧新城）开展最大限
度简化和取消行政审批改革试点。

对于入驻型项目，海南生态软件
园快速抓住最大限度简化和取消行
政审批试点启动契机，去年10月运
行了全省首个产业园区企业服务超
市，至今已完成企业设立登记超200
家，企业设立服务最快仅需3个小
时，全面实现零审批。

“通过加紧建设基础设施，我们
力求确保今年下半年国际学校、中国
游戏数码港、腾讯生态村等配套项目
和产业载体顺利如期启动建设。”刘
健说。 （本报老城5月5日电）

一批项目从立项到开工，以往要用8个月，现在仅需50天

生态智慧新城“快节奏”拥抱互联网

近日，昌江污水处理厂开始实施回用中水系统项目施工，用于灌溉、绿化等用水，将于6月末投入使用。作为海南省重点环保项
目，目前该厂采用生物技术日处理县城生活污水两万吨以上。污水经过十多种工艺处理流程，进入紫外线消毒池，通过紫外线灯光
的杀菌消毒后，变成清水排进石碌河。 本报记者 苏晓杰 通讯员 王宗志 摄

昌江污水处理厂再升级

本报保城5月5日电（记者易建阳 特约
记者黄青文 通讯员黄亮 黄秋娜）近日，新国线
保亭公交公司新开通了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县
城至什玲镇的公交线路，4辆全新纯电动公交
车正式投入运营。

据悉，保亭县城至什玲镇的公交线路起点
为县第二小学，终点至什玲镇影视基地，平均每
15分钟发一班车，票价每人3元，极大方便了
群众出行。

据统计，目前新国线公交公司在保亭投入
运营的公交车辆已由5年前的5辆，发展到现
在的43辆，其中纯电动公交车就占一半以上。
按照该公司的发展计划，3年内纯电动公交车
将全部取代原有的传统公交车。

据了解，纯电动公交相对于传统公交车
具有噪音小、节能环保、安全舒适和票价亲民
等优势，将成为未来城市公交发展的主流方
向。近年来，保亭在不断完善公交服务体系
的同时，积极发展和推广新能源公交，目前已
投放8辆大型纯电动公交车和20辆纯电动微
型公交车。

保亭县城至什玲镇
公交线路开通

本报海口5月5日讯 （见习记者杨艺华
通讯员梁泽）记者今天从省会展局获悉，为加快
发展我省会展业，根据《海南省会展业发展专项
资金管理暂行办法》有关规定，2016年度省会展
业发展专项资金项目申报工作日前正式展开。

据了解，省会展业发展专项资金将支持以
下内容：社会资本在我省投资建设的展馆项目；
在我省举办的符合产业规划、对经济社会发展
有促进作用的商业性会展项目；省级以上部门
引进在我省举办的国内外大型会展项目的申办
费；开展我省会展业宣传推广、规划研究、标准
制订、统计分析、项目评估、资质评审以及取得
国际会展业认证等基础性、保障性工作。

省会展业发展专项资金支持方式包括：股
权投资、贷款贴息、奖励以及基础性、保障性公
共经费，分上半年、下半年两次进行受理：2015
年11月1日至2016年4月30日期间发生的项
目，申报截止时间为2016年5月15日；2016年
5月 1日至2016年 10月 31日期间发生的项
目，申报截止时间为2016年11月15日。

我省会展业年度发展
专项资金项目申报展开

采用股权投资、贷款贴息、奖励等
方式给予支持

本报海口5月5日讯（记者宗兆宣 通讯
员符发）为了净化海南生态环境，支持全域旅游

“美丽海南百千工程”建设，省工商局决定从
2016年5月份开始，开展为期两个月的一次性
塑料制品专项整治工作。

省工商局要求，全省禁止销售和使用厚度
在0.030毫米以下（含0.030毫米）的塑料购物
袋和一次性塑料餐盒、碗等一次性塑料制品。
禁止商品零售场所、服务场所在经营和服务过
程中使用一次性塑料制品（食品保鲜袋除外）。
禁止销售无合格产品标志的塑料购物袋。

塑料购物袋销售企业、商品零售场所、服务
场所进货时，必须向塑料购物袋生产厂家、批发
商索取相关证照，建立塑料购物袋购销台账。
批发市场、农贸市场开办者和摊位经营者必须
加强对市场内销售和使用塑料购物袋的管理，
并按照《规定》销售、使用合格塑料购物袋。商
品零售场所、服务场所必须实行合格塑料购物
袋有偿使用制度，不得低于经营成本销售合格
塑料购物袋，不得向消费者无偿或变相无偿提
供塑料购物袋。

全省工商部门将针对近期新闻媒体反映曝
光较多、群众投诉举报较多、监督检查发现问题
较多的批发市场、农贸市场，通过随机抽查和专
项整治相结合的方式方法，对多次违规销售（批
发、零售）一次性塑料制品的企业和个人，依法
立案调查处理。

工商启动一次性塑料
制品专项整治行动

本报那大5月5日电（记者易宗
平 通讯员符金海）今年儋州城乡居民
基本养老保险缴费工作现已全面启
动，共设置了13个档次，参保者可自
主选择不同类型。

据了解，本次参保对象为儋州户
籍，年满16周岁以上（不含在校生）、
未参加城镇人员基本养老保险等现有
社会养老保险，也未享受任何形式的
社会养老保险待遇的城乡居民。年缴
费标准设为：100元、200元、300元、
400元、500元、600元、700元、800
元、900 元、1000 元、1500 元、2000
元、3000元共13个档次，缴费年限最
低为15年，自60岁起可以领取养老
金至岁终。

据统计，2016年该市符合参加城
乡居民养老保险缴费条件的共有
19.27万余人。该市年内缴费时间，到
9月30日截止。

儋州基本养老保险
缴费推出13个档次
可自主选择类型，年内缴费截
止时间为9月30日

我省侦破首例跨省网络贩卖野生动物案
■ 本报记者 周晓梦 通讯员 吴海青 翁菖海

历时8个多月，横跨多省，近日海口市森林公安局成功侦破了一宗非法贩卖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系列案，摧毁了一
个跨越海南、广东和广西等地的野生动物销售网络，共打掉网上非法窝点1个，侦破非法收购、出售珍贵、濒危野生动
物案件11起，抓获嫌疑人2名，收缴珍贵濒危野生动物32只。

记者从省森林公安局获悉，这是我省破获的首例以互联网为平台，跨省非法贩卖珍贵濒危野生动物新型案件。

群众举报
濒危野生动物网上卖

“去年9月初，我们接到群众举
报，称有人利用互联网非法收购、出
售珍贵、濒危野生动物。”据海口市森
林公安局办案民警介绍，他们发现在
网上查询宠物店的一些卖家，会发表
一些留言，并留下其网络联系方式。

通过这一线索，我省森警与深
圳、杭州等地警方合作，初步将嫌疑
目标锁定为在海口市注册的一家网
店，该网店由黄某运开设运营，并确
定位于海口市国贸玉沙路某大厦的
两间出租屋为黄某运寄放野生动物
的窝点。去年9月30日，民警将黄某
运抓获，并缴获16只苏卡达陆龟、豹
纹陆龟和印度星龟，均属《濒危野生
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保护物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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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藤摸瓜
寻案件背后犯罪链条

“我们深入调查发现该网络贩卖
野生动物案背后还存在着上、下游的
犯罪链条，涉及海南、广东、广西等多
个省区市，交易对象遍布全国。”海口
市森林公安局局长张华雄说。

经过8个多月的侦查，警方查清
黄某运在2015年7月31日至8月7
日期间，先后从深圳、杭州等地购买
各类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并通过网
店出售6只苏卡达陆龟的犯罪事实。

儋州市的吴某是黄某运的买家
之一。今年3月21日，警方依法将吴
某抓捕归案。至此，该起通过网络非
法贩卖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系列案中
的2名主要犯罪嫌疑人归案。目前，
涉案的黄某运、吴某已被移送起诉。

加大打击
剑指新型涉林犯罪

神秘的包裹、互不相识的交易人
……在这类新型涉林违法犯罪中，苏
卡达陆龟等濒危野生动物通过网络
被收购，销往各地。

“伴随着新型网络社交媒体的兴
起，非法收购、运输、出售珍贵濒危野
生动物及其制品的违法犯罪行为已
经从线下发展到线上、从实体转战到
网络，作案手段更加隐蔽，涉案区域
广跨度大，因此，对此类犯罪加大打
击力度势在必行。”省森林公安局局
长王雄进介绍，省各级森林公安机关
将紧密结合当前各类破坏森林及野
生动物资源违法犯罪活动的规律与
特点，主动出击，把珍稀野生动植物
资源护住。 （本报海口5月5日讯）

犯罪嫌疑人黄某运贩卖的陆龟。
（海口市森林公安局供图）

本报三亚5月5日电（记者孙婧）日前，三
亚市政府第65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三亚市农
贸市场管理细则》，为从根本上改变三亚农贸市
场长期存在“脏乱差”、经营不规范等各种问题
提出了解决方案，对市场中的违规行为最高罚
款500万元。

《细则》对农贸市场新建和改造、环境卫生
等方面作出了详细的管理规定。处罚方面，《细
则》明确以农贸市场开办者为重点处罚对象，如
在市场新建与改造、环境卫生管理、食品安全管
理、价格管理、消防安全管理、服务管理等6个
方面涉及31条规定，有违反者，将从重从严进
行处罚。其中，对于经营者互相串通、操纵市场
价格，造成商品价格较大幅度上涨，情节较重
的，将处100万元以上500万元以下的罚款。

三亚出台农贸市场管理细则

市场违规行为
最高罚500万元

本报万城 5月 5日电 （记者赵
优 特约记者陈循静）今年一季度，万
宁商品房销售面积19.55万平方米，
销售额 21.05 亿元，同比分别增长
94.0%和108.4%。商品房销售火爆，
成为一季度万宁经济凸显的一大亮
点。这得益于万宁多举措积极加快消
化房地产库存。

记者了解到，为加强房地产市场
调控，积极加快消化房地产库存，万宁
对所有楼盘进行全面清理，摸清各楼
盘的批准预售总量等情况，加强动态
监控，注意防范捂盘惜售、哄抬房价等
行为。春节黄金周期间，万宁政企联
手，瞄准潜在购房意向客户，在积极开
展城市营销的同时，在三亚设立了万
宁房地产三亚展销中心，并组织房企
携精品楼盘参加第八届中国（三亚）国
际旅游地产博览会。

万宁一季度商品房
销售额同比翻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