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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5月30日电（记者郭
萃 通讯员陈建丽）由商务部和北京市
政府共同主办的第四届中国（北京）国
际服务贸易交易会（简称京交会），28
日在北京开幕。海口巧借京交会，推
介蓬勃发展的会展产业，寻求合作机
会，并表示将每年投入5000万元作为
会展业扶持资金。

在今天上午举行的会展业推介

会上，海口向众多会展商介绍了独特
的资源及区位优势、功能完善的配套
设施、便利的交通和签证政策，以及
会展行业优厚的补贴福利。近年来，
海口市不断加大对会展业的扶持力
度，市政府先后出台了《关于加快海
口会展业发展的若干意见》《海口市
展览业管理办法》《海口市鼓励会展
业发展专项资金使用管理办法》等一

系列政策文件，在优化会展环境、培
育品牌展会、完善保障措施等方面做
出了明确规定。

据海口市会展局相关负责人介
绍，为了使海口市扶持政策在国内
会展城市中具有较强竞争力，海口
正在制订扶持力度更大、覆盖面更
广、支持手段更丰富、奖励门槛更低
的会展业新政策。此外，从今年开

始，海口市每年将拿出5000万元作
为会展业扶持资金，并将逐年提高
专项资金额度。

在会展业扶持政策的刺激带动
下，海口策划引进一批国际知名会展
机构，打造知名会展品牌，培育会展骨
干企业，不断提升会展市场化、专业化
和国际化水平，切实增强会展业竞争
力。如今，会展业已成为海口经济发

展的“绿色引擎”，正逐步成为带动经
济发展的新增长点。2015年，在经济
下行压力下，海口会展业仍实现增长，
上规模会议和展览达到223个，会展
业综合收入近100亿元。今年海口将
积极筹办包括第23届中国国际广告
节、2016首届全球旅游目的地盛典等
在内的“二会三展三节”八大品牌会展
活动。

海口亮相京交会推介会展产业优惠政策

每年将投5000万元扶持会展业

5月29日，在海口市海口湾万绿园附近海域出现大面积的绿藻，一些渔民在水里收集这种绿藻，用于制作饲料。5月
30日下午，记者跟随海口市环境保护检测站的工作人员来到该海域，对该海域的水质做了抽样检测，并收集了绿藻样本，
送往相关的专业机构做进一步的鉴定，以找出绿藻出现的原因和对环境的影响等相关问题。 本报记者 陈元才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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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保城5月30日电（记者易
建阳 通讯员潘达强）为迎接“六一”儿
童节、端午节、父亲节和暑假的到来，
让更多的大、中、小学生和本省游客前
来体验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特色，海
南槟榔谷黎苗文化旅游区将从6月1
日起，推出“六月庆‘三节’·迎暑假”节
日系列优惠活动。

走进槟榔谷“大课堂”，学习丰富
有趣的民族传统文化。 6月1日至6
月8日，槟榔谷景区面向全国亲子家
庭推出优惠政策：身高1.5米（含1.5
米）以下的儿童可享受入园门票免费
特惠待遇，同时还能享受大型实景演
出《槟榔·古韵》门票50元/人的优惠。

6月9日至6月30日，海南本岛
居民凭本人有效身份证可享受（入园
门票+大型实景演出《槟榔·古韵》）68
元/人优惠，让全省人民度过一个欢乐
喜庆的端午佳节。

毕业季去哪儿玩？如何度过一个
美好难忘的暑期时光？6月10日至8
月31日，全国中、高考生凭2016年准
考证只需购买50元/人的大型实景演
出《槟榔·古韵》演出票，即可享受0元
入园门票的优惠待遇。特别提醒：参
团人员不享受以上优惠活动。

槟榔谷6月
优惠多多

本报海口5月30日讯（记者陈怡）今天，
为弘扬先进、树立典型，“2016年海南金融五一
劳动奖表彰大会”在海口举行，这批先进集体和
先进个人为服务海南金融战略，提高金融服务
实体经济的能力和水平，促进金融业改革发展
做出了贡献。

会议表彰中国银行海口海甸支行等11个全
国和海南金融五一劳动奖状获得单位，表彰中
国光大银行海口分行行长张轶昌等26名全国和
海南金融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表彰中国工商
银行海南省分行营业部营业室等10个全国和海
南金融先锋号获得集体。

近年来，海南金融业蓬勃发展，以银行业为
例，“十二五”期间海南银行业金融机构总资产
突破万亿，增长了87%，银行业各类新业务、新
技术日新月异。相应的，金融业对从业人员的
综合素质要求也越来越高，海南银监局局长陈
刚明要求各单位要以劳模表彰为契机，引导广
大金融职工在干中学、学中练、练中比、比中创，
努力造就一支知识型、技能型、复合型的高素质
金融职工队伍。

陈刚明表示，这是海南金融工会成立以来
第一次表彰大会，受到表彰的先进集体和个人
都是海南金融业的标杆，体现了海南金融业的
优良风貌，相信大家能时刻想着带好头、发好
光、脚踏实地，带动身边的金融职工，在日常工
作中当好主角、各尽其才，为海南金融业发展不
断贡献力量。

海南金融工会表彰一批
先进集体和个人

本报海口5月30日讯（记者计思佳）5月
29日，全球乳业十强伊利集团携手海南本土连
锁零售巨头旺佳旺超市，在旺佳旺海垦店召开
伊利QQ星儿童风味酸奶新品发布会。

纯洁蓝色营造出梦幻般的儿童城堡，精彩
的小丑魔术、儿童舞蹈秀等，吸引现场市民关
注。据了解，自当日起，伊利QQ星推出的这款
新品将全面入驻海南，在旺佳旺20家门店抢先
售卖，新品以主题形象陈列，还推出试吃、买赠
等促销活动。

近年来，国内常温酸奶市场竞争激烈，但儿
童常温酸奶市场尚处于起步阶段，因此，伊利
QQ星推出儿童风味酸奶，旨在通过该款新品
拓展常温酸奶市场。

伊利新产品登陆椰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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儋州在行动

创业儋耳

■ 本报记者 易宗平

“实事求是发展农业现代化，因地
制宜打造生态养殖场。”今天，当记者
慕名来到儋州醉田园蛋鸡养殖农民专
业合作社基地时，一副大红对联跃入
眼帘。

这个合作社，位于儋州市大成镇
推赛村委会推雅村小组，由村民符毅
隆牵头组建。

该合作社理事长符毅隆说，合作社
的亮点不仅是带领村民们依靠产业致
富，而主要在于引进了一批先进设备改
变传统养鸡场臭气熏天的状况。

做生态产业，关键是有生态理
念。如今，在这一理念引领下，这个合
作社的生态蛋正畅销省内外市场。

鸡舍可乘凉，清爽无臭味

一般的养鸡场，还不等接近，很远
就会有令人掩鼻的臭味。

然而，置身于儋州醉田园蛋鸡养
殖农民专业合作社基地，却闻不到异
味。只见一排排架子上，精神抖擞的
母鸡或竞相啄食，或引吭高歌。

5月26日，由省委组织部、省扶
贫办联合举办了全省贫困农村“创业
致富带头人”培训班，学员们专程到该
合作社基地参观。130名学员次第进
入基地养鸡场，惊奇之余，纷纷掏出手
机拍摄。不少学员赞叹不已：“这个养
鸡场真好，居然闻不到一点臭味，还这
么凉爽！”

符毅隆告诉记者，该合作社投资
225万元，以每套75万元的价格，购
进鼓风机和水帘窗等设备，并有探头

等监控设备自动控制，室温一旦超过
28℃，鼓风机就会鼓风调节温度，并
加快室内外空气交换速度。此外，鸡
粪排出后有专用通道清理，并及时装
袋销给周边村的种植基地。

弃城市高薪，回乡村创业

作为土生土长的符毅隆，是怎样
成为现代农民的？

符毅隆介绍，他1999年大专毕
业，在江苏、上海等省份打拼期间，大
多是从事营销行业。这也让他在多年
的跨省营销中，增长了阅历和见识。

2005年回家过年时，符毅隆看到
不少村民仍然过得很拮据，于是冒出
一个念头：我要回家创业，带领大家一
起致富。

2006年初，符毅隆决定辞去安徽
一家公司的工作。该公司负责人为了

挽留他，开出了年薪25万元的待遇。
然而，下定决心的符毅隆，还是选择了
回到家乡。

“其实我以前是想着如何跳出‘农
门’，现在想的是如何入‘农门’。”符毅
隆风趣地说。

经过一段时间的市场考察后，符
毅隆多方筹资350万元，于2015年5
月正式组建儋州醉田园蛋鸡养殖农民
专业合作社，首期建设规模3万只蛋
鸡的养殖基地，养殖品种为国内十大
品牌之一的“金凤一号”蛋鸡，主打“生
态牌”。

帮扶贫困户，家门口挣钱

符毅隆介绍，通过推行“公司+合
作社+农户”模式，采取“盈利分红、劳
动用工、合作共赢”的方式，既使合作
社有公司提供技术支持和市场销售服

务，又带动农户依托养鸡产业脱贫致
富。

据了解，该合作社蛋鸡日均产蛋
2.8万枚，年产值超过500万元。符毅
隆表示，目前还属于初创时期，随着规
模化、品牌化的不断提高，相信合作社
会进一步做大做强。

如今，该合作社有社员13人，其
中吸纳贫困户7人。

在合作社上班的村民林壮亮感慨
道，以前靠种田自己收入很低，现在依
靠养鸡产业，除了工资，年底还有分
红，生活有了奔头。

在家门口打工挣钱的还有村民符
为赞。他坦率地说：“我以前在外面打
工，虽然也有收入，但不稳定。现在加
入了合作社，就近上班，每个月能拿到
3000多元工资，下班可以照顾家，日
子过得还不错。”

（本报那大5月30日电）

儋州大成镇村民符毅隆回乡创业建成生态养鸡场

弃高薪入“农门”领村民共致富

近日，为配合打击电信
网络诈骗工作，儋州市在全
市范围内开展打击电信网络
诈骗宣传工作。图为在儋州
高速路口，沿途路灯杆上悬
挂的“电信网络诈骗害人害
己”等标语，为创建儋州“一
创五建”保平安造势。

本报记者 苏晓杰 摄

宣传助力
打击电信犯罪

本报那大5月30日电（记者易宗平 通讯
员李国妹 杜伟）近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司法部
在第八次全国法治宣传教育工作会议上，表彰
了2011年至2015年全国法治宣传教育先进集
体和先进个人，儋州市普法依法治理领导小组
办公室（以下简称市普治办）获评全国先进普法
依法治理办公室荣誉称号，市司法局副局长金
韬被评为全国法治宣传教育先进个人。

据了解，这是儋州市继获评“四五”全国法
制宣传先进市、“五五”全国法制宣传先进市等
称号后，第三次获评国家级殊荣。

自“六五”普法规划实施以来，儋州市普治
办以建设法治儋州为目标，实现了机制建设、重
点对象、载体创新、法治文化、法治化进程“五个
突破”，为全市实现经济社会持续发展、绿色崛
起，构建和谐、平安、法治儋州营造了良好的法
治环境。

儋州市普治办获评
全国先进称号
第三次获评国家级殊荣

本报那大5月30日电（记者易宗平 通讯
员邢增富 符瀚亓）“儋州地税工作人员服务态
度很好，我们每次办税时都觉得很舒心。”今天，
儋州夏日广场财务负责人说。如今，上班时间
走进儋州市地税局办税大厅，“文明单位”“青年
文明号”“党员先锋岗”等窗口的运行，让纳税单
位和个人感受到了文明新风。

据了解，为做好“双拥”工作，该系统除了在
办公大楼张贴相关宣传标语，还在办税大厅设
立拥军优属窗口。对退役军人、烈军属及优抚
对象，及时兑现税收相关优惠政策。

今年以来，儋州市地税系统举办“道德讲
堂”活动，并开展“道德模范”“最美地税人”评选
活动，开展党员干部学雷锋志愿服务活动。该
系统多次组织员工，到儋州市福利院、市特殊教
育学校等送温暖、打扫卫生等。

儋州市地税局党组书记、局长罗章旭表示，
在“一创五建”中，要进一步以丰富多彩的活动
为载体，深入推进地税系统文明创建工作。

儋州地税系统开展
多项活动推进文明建设

本报那大5月30日电（记者易
宗平 通讯员李秋欢 叶光辉）记者今
天从儋州市政管理部门获悉，该市将
投入2123.4万元，对那大城区部分破
损的城区街道进行维修改造。

为了创造亮丽的城市环境，助力
“一创五建”工作，市政管理处组织力
量加快完成部分城区街路损毁道板、
路面维修及部分路口改造等工作。连
日来，该单位投入约28.7万元，对人
民大道各路口、科技北路、文化路各路
口损坏路面进行维修、改造。

儋州市政管理处有关负责人表
示，在既有工程基础上，该市还将投入
2123.4万元，对那大城区人民东路、
先锋东路等11条道路人行道损坏路
面进行维修改造。

儋州斥资逾2000万元
维修改造城区街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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