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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经观察

本报讯（记者周晓梦）近日，省
林业厅、省财政厅出台方案扶持花卉
产业项目，安排中央现代农业发展资
金3000万元，扶持海口、东方、乐东
等有关市县和省农垦投资控股集团
有限公司组织花卉产业项目实施，新
建或改造花卉大棚44.76万平方米
以上，旨在花田“掘金”，为我省热带
花卉产业发展添动力。

据了解，截至2015年底，全省花
卉种植面积达到12.6万亩，其中设
施栽培面积10万亩，花卉企业600

多家（其中大中型143家），花农专业
户9510户，从业人员达4.6万人，实
现花卉产业年总产值达到30多亿
元，年销售收入16.5亿元，近年来出
口创汇最高的年份为 2013 年的
4181万美元。

出台的方案以针对性强、多方面
的举措扶持花卉市场发展，提升产业
效益，将在海口市桂林洋国家热带农
业公园、东方市、乐东黎族自治县等
地新建或改造花卉大棚44.76万平
方米以上。

海南矿业非公开发行股票
获中国证监会核准

本报石碌12月7日电（记者梁振君 实习
生何金龙）海南矿业股份有限公司将非公开发
行不超过8805.0314万股新股。上述发行计划
已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

海南矿业今天发布的公告称，公司近日收
到中国证监会《关于核准海南矿业股份有限公
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16］
2980号），具体批复如下：核准公司非公开发行
不超过8805.0314万股新股。本次发行股票应
严格按照报送证监会的申请文件实施。本批复
自核准发行之日起6个月内有效。海南矿业今
天报收12.68元/股，涨幅2.76%，成交金额达
6467万元。

2014年12月，海南矿业在上海证券交易所
上市，实际募集资金净额约17.6亿元。公司
年销售成品矿为400万吨左右，主要作为钢铁用
户的配料使用。公司控股股东为上海复星集团。

■ 本报记者 梁振君 实习生 何金龙

在北京生活了20年的海南蓝天
蓝实业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刘恩艺，
最近决定做一件“简单而有意义的
事”：让不能来昌江黎族自治县的朋友
也能感受到霸王岭原始森林高浓度负
氧离子空气的特别之处。

“计划投资1亿元的霸王岭高浓
度负氧离子空气旅游观光园项目已经
开建，今年年底前将正式投产，首批将
推出按压式便携清洁空气、鼻吸式便
携清洁空气等4款产品，平均日产量
将达5万瓶，价格从39元到1000多
元不等。”刘恩艺透露。

兜售空气，是噱头还是商机？坊
间对此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买卖空气：
是好奇体验还是真实需求

在淘宝电商平台销售的新西兰罐
装纯净新鲜空气 7.2 升创意纪念礼
品，宣称每一瓶都采自新西兰南阿尔
卑斯山脉的纯净空气，标价178元。

不仅是国外空气在叫卖，来自
山东威海、东北伊春茅兰沟的新鲜
空气也在网上明码标价，叫价约20
元/瓶。

“初衷只是为了给好奇想体验的
朋友们提供一个渠道。”谈及为何海外
代购空气，售卖新西兰罐装纯净新鲜
空气的店主直言。

刘恩艺则表示：“这不是噱头炒
作。我们之所以开建该项目，目的是
让需要好空气的人们能够随时呼吸到
最纯净的空气。”

商业逻辑：
“生意经”与政府的战略考量

售卖空气，这只是企业启动霸王岭
空气旅游观光园项目的出发点之一。
在项目的背后，资本有着综合考量。

海南蓝天蓝公司霸王岭项目产
品研发负责人韩青江博士介绍，该公
司不仅将当地的新鲜空气售卖到雾
霾严重地区和高原地区，同时还能吸
引游客前来观光旅游，将霸王岭景区
打造成健康养老为主题的创意旅游
综合体。

企业有着自己的“生意经”，而政
府引进项目也有自身的战略考量。

2016年7月，海南蓝天蓝公司与
昌江县政府在北京签订霸王岭空气项
目框架协议。

昌江县委书记林东坦言，近年来，

昌江以旅游产业作为推动经济转型的
重要抓手，致力于打造全国知名休闲
旅游度假区，建设“山海黎乡、纯美昌
江”山海互动旅游目的地。

在中改院院长助理夏锋看来，叫
卖霸王岭高浓度负氧离子空气产品，
可视为昌江开展城市差异化营销的一
种新手段，它是传统工业县谋求县域
经济突围的有益尝试。

刘进，北京理工大学教师，去年12
月起赴昌江挂职任副县长，系霸王岭空
气项目落地的主要推手之一。他认为，
未来新鲜空气将像矿泉水一样，极有可
能成为生活快消品，市场潜力庞大。

专家看法：
打好生态“王牌”

事实上，兜售空气的行为，既是对
生态环境保护的警示，也是人们对绿

色发展的呼吁和期许。
在海南工作近30个年头的中改

院院长迟福林说，良好的生态环境是
海南发展以健康、旅游为重点的现代
服务业的主要条件和最大优势，以健
康服务业为例，“健康”开始成为拉动
海南经济增长的一张“王牌”。

霸王岭空气品牌打出来后，对昌
江旅游的推动效果非常明显。”刘进
说，昌江已注册“霸王岭”牌空气商标，
力争将“中国空气看海南，海南醉氧霸
王岭”这一口号打响，让“绿水青山”和

“金山银山”画上等号。
“如何才能打好良好的生态环境

这张最大‘王牌’，让新鲜空气回归‘免
费财富’，使海南真正成为创新创业热
土，考验着各级政府和社会各界的智
慧。”夏锋说，在这方面，海南仍有许多
文章可做。

（本报石碌12月7日电）

我省星月菩提
有了检验标准
解决等级不一、产品出厂无标准等问题

本报讯（记者刘梦晓）白色星月菩提、陈籽
星月菩提、阴皮星月菩提……菩提虽小，却有诸
多差别。为了一改市场鱼龙混杂的局面，经省
质量技术监督局批准，从11月29日起，由省产
品质量监督检验所编制的全国首个星月菩提地
方标准B46/T380-2016《星月菩提分级》正式
发布实施。

该标准对星月菩提的术语、定义、分级、
检验、判定原则等内容作出了规定；统一了星
月菩提质量分级标准，解决星月菩提质量标
准缺失、等级不一、产品出厂无标准等问题；
规范产品质量要求，促进产业做大做强，并提
高产品价值。

根据星月菩提的外形，星月菩提被分为
白色星月菩提、陈籽星月菩提、阴皮星月菩提
三种，根据其颜色分布是否均匀、表面瑕疵的
多少、尺寸偏差等方面，其中白色菩提可分为
AAA级、AA级、A级、B级、C级，陈籽星月
菩提、阴皮星月菩提则分为AA级、A级、B
级、C级。

星月菩提的检验由省产品质量监督检验所
会文星月菩提检验站完成。据介绍，文昌市会
文星月菩提产业年营业额高达10多亿元。

花田里“掘金”
我省出台措施扶持花卉产业项目

买卖空气，噱头还是商机？
电商平台明码标价、企业和政府联手开发产品……

➡近年来，海口云龙镇大力发展花卉产业，花卉苗木基地初具
规模，预计，2016年花卉产值将达2300万元左右。图为在云龙镇
云美路成片的花卉苗木。 本报记者 张茂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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儋州获“全国国际象
棋之乡”称号

国际象棋是全球普及范围较广的智力
运动，也是高雅、文明、智慧的体育活动，由
于成功举办7届国际象棋特级大师超霸战，
不仅提升儋州作为海南西部中心城市的知
名度和美誉度，还使国际象棋在儋州日益普
及，儋州被中国国际象棋协会授予2016年-
2019年“全国国际象棋之乡”称号。

据介绍，7年来，儋州国际象棋爱好者
从几十人增加到几万人。目前，儋州市有
30多所中小学校和幼儿园把国际象棋引进
课堂，共5万多人学习了国际象棋，其中有
400多人获得中国国际象棋协会颁发的棋
士证书，2人获得国际象棋二级运动员称
号，5人获得候补棋协大师称号，50多人次
在全省国际象棋比赛中获得前8名。今年，
儋州棋手陈丽妃获得全国少年棋王棋后赛
12岁组冠军。此外，今年10月在儋州光村
雪茄小镇举行的全省国际象棋棋王棋后赛
中，8块金牌中儋州队获得4块，同时获得3
块银牌、5块铜牌。

儋州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是全国
唯一同时获得“全国诗词之乡”“中国楹联之
乡”“中国民间艺术之乡”和“中国书法之乡”
称号的地级市。今年7月，中国国际象棋协
会正式授予儋州2016-2019年“全国国际
象棋之乡”称号，成为全省首个、全国第五个
荣获“全国国际象棋之乡”称号的城市。同
时中国国际象棋协会海南儋州训练基地也
在儋州光村雪茄风情小镇落成揭牌。

儋州市文体局有关负责人说，海南国际
象棋国际公开赛落户儋州，将进一步加深儋
州与国际象棋的缘分，而国际象棋这一国际
化程度最高的棋种，将使美丽而古老的儋州
迎来新的发展机遇。儋州今年举办两大国
际象棋赛事，充分体现了儋州市政府对智力
体育的高度重视，旨在通过一系列高水平的
国际象棋赛事，努力把该市打造成为名副其
实的“智慧之城”、“体育之城”、“文化之城”，
使各国运动员和全国朋友们亲身体验这座
海南西部中心城市的独特魅力，从而进一步
推进海南国际旅游岛建设。

本版文字 周月光 张琳

首届海南（儋州）国际象棋国际公开赛揭幕
继连续七年举办国际象棋超霸

战，西部中心城市儋州又迎来国际象
棋一大盛事。12月7日，2016年“星艺
装饰杯”海南（儋州）国际象棋国际公
开赛揭幕，15个国家和地区的国际象
棋高手齐聚海南儋州光村雪茄风情小
镇，争夺55万元奖金。

儋州与国际象棋结缘于7年前。
2010年，儋州成功举办首届国际象棋
特级大师超霸战，至今已连续成功举
办7届，赛事影响力越来越大，社会关
注度持续提高，成为中国有影响的体

育品牌赛事，对推广和普及国际象棋
运动起了非常积极的作用，喜爱和参
与国际象棋运动的人越来越多。同
时，赛事的举办也极大地提升了儋州
的城市知名度和美誉度，有力地促进
了儋州文化、体育和经济等事业的发
展，为儋州建设文化强市和智慧城市
提升城市综合实力注入了强大动力。

由于国际象棋超霸战的名片效应，
首届海南（儋州）国际象棋国际公开赛
受到国际广泛关注。据介绍，本次国际
公开赛共有来自中国、美国、俄罗斯、匈

牙利、印度、澳大利亚、哈萨克斯坦、塞
尔维亚、越南、乌克兰、蒙古、马来西亚、
荷兰、摩尔多瓦等15个国家和地区的
100多名优秀棋手参赛。公开组的平均
等级分高达2300分，是目前国内同类
比赛中参与国家和地区最多、人数最
多、奖金最高、水平最高的国际公开赛。

参赛选手中包含了很多知名的优
秀棋手，例如奥赛团体冠军成员：中国
棋手余泱漪、谭中怡，乌克兰前世界女
子冠军乌什尼娜以及匈牙利的特级大
师、世界青年第一的拉波特等。此次

高规格的赛事将让棋迷们大饱眼福，
同时通过网络全球直播，将进一步提
升儋州的知名度和美誉度及国际影响
力。活动期间，棋手们将参观东坡书
院和古盐田，并开展校园互动。

国家体育总局棋牌运动管理中
心副主任、中国国际象棋协会副主
席、中国棋院副院长叶江川说，与国
际象棋特级大师超霸战相比，国际象
棋国际公开赛更具有广泛性，除全球
顶级棋手外，还吸引了更多的优秀棋
手参加，如本次比赛共有15个国家和

地区的优秀棋手；此外，公开赛还设
置业余组，因此吸引了全国众多国际
象棋爱好者，这对进一步推广国际象
棋文化、提升业余棋手水平将发挥更
大的作用。

2016年“星艺装饰杯”海南（儋州）
国际象棋国际公开赛由国家体育总局
棋牌运动管理中心、中国国际象棋协
会和儋州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儋州
市文化广电出版体育局和海南省国际
象棋协会共同承办，广东星艺装饰集
团赞助冠名。

从选手12月6日报到至12月16日结束，历时 10天。

来自 15个国家和地区的 100多名优秀棋手参赛。

比赛分为公开组和业余组。比赛计算国际等级分，
采用最新国际棋联规则和九轮瑞士制赛制。

赛事总奖金 55万元人民币。公开组第一名奖金 1.5
万美元；业余组奖金总额 1.51万美元。

公开组的平均等级分高达 2300分，是目前国内同类
比赛中参与国家和地区最多、人数最多、奖金最高、水平
最高的国际公开赛。

本次
比赛

⬆国家体育总局棋牌
运动管理中心副主任叶江
川(居中者)与当地领导共
同宣布首届海南（儋州）国
际象棋国际公开赛开幕。

⬅中外棋手对弈，老
少棋迷切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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