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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丽乡村·海南样本

广告

铺面租售
琼海市银海东路“万泉源

居”一楼临街铺面，从东侧起第

一至七间，可连通，共计857m2

(最高层高6.9米)，毛坯，产权清

晰，租售均可。

有意者请致电咨询：0898-

66810560 赵女士

采购报名公告
一、采购人：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省分行
二、项目名称：海南省农行全省机关互联网WIFI建设。
三、供应商资质要求
（一）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二）依法纳税和缴纳社

保，无不良经营记录；（三）必须具备有效的营业执照、税务登记证、
组织机构代码证或三证合一的营业执照；（四）参加政府采购活动
前三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五）单位负责人为同
一人或者存在直接控股、管理关系的不同供应商，不得参加同一合
同项下的采购活动;（六）供应商法定代表人、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
人不能与农业银行各级行高管及使用需求部门、采购部门关键岗
位人员有夫妻、直系血亲、三代以内旁系血亲或者近姻亲关系。

四、报名资料：单位介绍信、法人授权委托书、营业执照副本、
税务登记证、组织机构代码证等相关资质证书（以上证书查原件，
收加盖公章复印件）。

五、报名时间：见报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
六、报名地点：海口市滨海大道26号农行海南省分行办公楼

11层集中采购办公室。
七、联系人：苏女士
八、联系电话：0898—66796191。

海南儋州海涛民族农业旅游开发有限公司
临时股东会决议及行使股权优先购买权的通知
王先雄：

2017年5月9日上午10时，公司临时股东会在海口市龙华区银
沙街12号定来商务酒店607房召开。本次会议由监事黄斌提议召
开，已提前15天通知全体股东出席。股东应到4人，实到3人，形成
决议如下：一、同意股东高迎春、黄斌、吴文波向股东以外的自然人
孙昕转让其各自持有的全部公司股权；二、转让各方承诺互相放弃
优先购买权；三、因股东王先雄未出席临时股东会，本决议内容将通
过公证和报纸公告的方式送达，并给予股东王先雄三十日的优先购
买权行使期限。

综上，请你在接到本通知之日起三十日内，按照同等条件优先
购买股东高迎春、黄斌、吴文波持有的公司股权。购买条件详见留
存于公司监事黄斌处备查的正式股东会决议。自接到通知之日起
满三十日未答复的，视为你已同意转让。如你拒绝签收或退回邮政
快递的，以报纸公告时间视为通知送达时间。

联系方式：黄斌 儋州市那大镇文化南路六巷32号
联系电话：13368965939

海南儋州海涛民族农业旅游开发有限公司 监事：黄斌
2017年5月9日

富源辉小区项目建筑设计方案及应用太阳能
热水系统补偿建筑面积规划公示启事
富源辉小区项目位于振发横路南侧，属《海口市府城片区控制性

详细规划》1203地块范围。项目拟建1栋地上2-25层、地下1层的住
宅及商业裙房，送审方案容积率、绿地率、停车位规划指标符合控规要
求，按照海南省政府[2017]15号文件要求，建筑限高需要由100米降
低为80米，塔楼密度相应增加至15%，突破控规不大于12%的规定，
建筑山墙退东侧、西侧用地红线仅满足最小退线和消防规范要求，未能
满足海口市城市规划技术规定。为征求相关利害关系人意见和建议，
现按程序予以规划批前公示。同时，该项目申请应用太阳能热水系统
补偿建筑面积，经海南省建筑设计院施工图审查服务中心核查，可补偿
建筑面积296.62平方米，根据《海南省太阳能热水系统建筑应用管理
办法》，现按程序予以规划批前公示。1、公示时间：10个工作日（2017
年5月10日至5月23日）。2、公示地点：海口城市规划网站（www.
hkup.gov.cn）；建设项目现场。3、公示意见反馈方式：（1）电子邮件请
发送到：hksghj@haikou.gov.cn。（2）书面意见请邮寄到海口市长滨
路市政府第二行政办公区15号楼2056房海口市规划局规划建筑技术
审查处，邮编570311。（3）意见或建议应在公示期限内提出，逾期未反
馈，将视为无意见。4、咨询电话：68724371，联系人：陈兴。

海口市规划局 2017年5月10日

脱贫致富电视夜校宣讲
省第七次党代会精神

本报海口5月9日讯（记者陈蔚林）“上个月
25 日至 28日召开的省第七次党代会，与我们
贫困群众息息相关。”在5月8日晚播出的第39
期脱贫致富电视夜校中，省委政策研究室主任
周军平来到现场给大家上了一堂生动的党代会精
神宣讲课。

周军平说，在省第七次党代会上，省委书
记刘赐贵作了一个好报告。当时，会场响起了
45次掌声，其中有 16次掌声跟报告提到老百
姓的生活有关联。

周军平介绍这次党代会报告内容时说，第一，
报告作出了一个重要判断：海南加快发展态势已
经形成，农村加快脱贫奔小康的时机也来了；第
二，报告提出了一个奋斗目标：加快建设经济繁
荣、社会文明、生态宜居、人民幸福的美好新海南，
并且通过不断努力实现全省人民的幸福家园、中
华民族的四季花园、中外游客的度假天堂“三大愿
景”。为了实现这个目标和愿景，报告提出了今后
五年的九大任务。

周军平说，报告还特别说到要做到精准识贫、
精准帮扶、精准退出，实施精准扶贫“十大措施”；
大力发展农村产业，想办法让群众出去打工、创
业，形成稳定长效脱贫的好机制；要把每一项扶贫
政策、每一笔扶贫资金都用好，花在老百姓身上，
确保贫困群众“两不愁三保障”；要引导大家自力
更生，靠自己勤劳的双手建设好美丽乡村，让生活
好起来。

“我相信，在省委的坚强领导下，按照党代会
报告作出的部署，通过我们各级党员干部和乡亲
们共同努力，撸起袖子加油干，就一定能够脱贫奔
小康，建成美好新海南！”周军平的动情宣讲，赢得
热烈掌声。

促精准扶贫 助农产品“触电”

三亚贫困人口大数据
平台6月底试用

本报三亚5月9日电（记者袁宇）记者今天
从三亚市相关部门获悉，该市贫困人口大数据平
台今年6月底将进入试用阶段，家庭现状、致贫原
因、种养发展、产业情况、脱贫巩固情况等系列贫
困户相关数据，可通过信息平台获悉，将为该市下
一步精准扶贫提供决策依据。

三亚市科工信局相关负责人透露，数据平台
首批数据录入该市吉阳区罗蓬村87户345人，数
据实时定时跟踪更新，协助贫困户农产品“触电”，
完善产品准入电商、微商平台销售的条件及标准，
多渠道帮助贫困户销售种植养殖农产品。该项目
将于6月底完成总体验收。

此外，三亚市科工信局还计划实施农村
电子商务扶贫，建立罗蓬村扶贫农产品电商
销售服务站和科技 110 扶贫服务站，帮助巩
固提升户在生产方面拓宽销售渠道，提高生
产积极性。

罗蓬村党支部书记吉明豪说，目前该村8个
贫困村小组已全部实现光纤宽带和手机2G、3G、
4G信号覆盖，网络信号通畅，文体、医疗设施设备
齐全。“罗蓬村现已具备发展农村电商的条件，下
一步将为农户开展‘入网’培训。”

开展60项科普活动惠民

儋州将送科普电影
到边远贫困地区

本报那大5月9日电（记者易宗平 通讯员
林晓云）儋州脱贫攻坚有了科技新动力。目前正
在向全市推进的“科技活动月”，包括科技精准扶
贫、农业科技园区、科技示范基地、边远贫困地区
送科普电影下乡等60项科普惠民行动。

儋州将从三方面展开“科技活动月”：一是展
示科技精准扶贫、农业科技园区、科技示范基地
等建设成效；二是针对公众关心的食品安全、应
急避险等科普需求，举办各种体验性强、参与度
大的科技活动。结合全国性科普赛事，组织举办
科普讲解、科学实验、青少年创新大赛等比赛；
对少数民族、边远贫困地区，开展科普电影下
乡、开设科普栏目等公益科普活动；三是发动科
普基地、专业科技馆、科普教育基地等科普场馆
以及大学、科技园区、重点实验室、工程技术中
心等科技资源向社会开放，组织流动式科普设施
到社区、农村开展科普服务。

青青塘中水，悠悠童子心。围
在高树下坐着，一笔一笔画青塘，孩
子们的七彩梦想，跃然纸上；树下，
一对秋千上的母子正促膝谈心，漫
看眼前脉脉青山、朵朵白云、片片稻
田，怡然自得；密林绿意间，孩子们
迈开欣喜的步伐，穿行丛林诠释勇
敢的心。

变化的不止是村内环境和人

气，还有一户户村民。“破旧的空房
子竟然还能租给公司建民宿，每年
有2万元收入。村里的名牌农产品
湾坡鸭也成了旅游形象标识，被制
作成孩子们喜爱的玩偶、工艺品。
听说还将引进乡村创客给我们培
训，让大伙学会如何在家门口就业、
创业。”村民蓝福标盘点着村里的新
变化。

走进青塘村，槟榔花香、黄皮树
香、菠萝蜜果香扑鼻而来，沁人心
脾。“村里种的水果现在可是宝贝，
摘下来放在乡村集市卖，特别受游
客欢迎。”湾坡村村支书周其川透
露，目前村民自发开展小本经营，下
一步村里将组建公司，大数据分析
精准开发户外游、亲子游、创意游产
品，让村民以入股分红、就业创业等

方式分享美丽乡村发展的红利。
“青塘之美，美在自然。我们不

大拆大建，不求新求洋，以‘留树’‘叠
山’为理念，一切尊重这里的自然生
态，因地制宜导入特色产业，既让乡村
发展可持续，也让村民致富增收不间
断。”置身于孩童间，提起画笔，陈东开
始描绘心目中青塘村未来“蝶变”的模
样…… （本报三亚5月9日电）

以“留树”“叠山”为理念，将休闲旅游与亲子主题相结合

三亚青塘村：孩子们嬉戏的天堂

扶贫快语

■ 侯小健

作为我省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
企业的海南传味文昌鸡产业有限公
司以“公司+农户”的管理模式，带领
农民科学化、规范化、标准化养殖文
昌鸡，带动农民养殖文昌鸡超过 600
户，解决一大批农民就业，带动一批
贫困户脱贫；陵水黎族自治县也积
极探索产业扶贫新模式，引导大企

业、龙头企业投身产业扶贫，把贫困
户纳入龙头企业，带动贫困户脱贫。

我们由此得到启示，政府部门要
善于引导企业参与扶贫，充分发挥龙
头企业的辐射带动作用，实施产业化
扶贫，让龙头企业真正成为精准扶贫
的主力军，带动广大贫困户摘贫帽，奔
富路，实现“富民又富企”的双赢发展。

产业扶贫是脱贫攻坚的有效载
体，是确保贫困地区持续发展的根本
路径，而实施这种扶贫方式的最佳主
体是龙头企业，因其兼具资金、资源、

经营等诸多优势。省第七次党代会强
调，要创新扶贫开发体制机制，形成政
府、市场、社会互为支撑，专项扶贫、行
业扶贫、社会扶贫“三位一体”的大扶
贫格局。省委书记刘赐贵近日在白
沙、琼中调研扶贫工作时强调，要充分
发挥龙头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专业
大户的带头作用。龙头企业采取“公
司＋基地＋农户”形式直接带动贫困
农户，或以贫困地区资源为原材料基
地，或以农产品生产、加工或流通（含
专业批发市场）为主。发挥龙头企业

的扶贫带动作用，有利于整合扶贫政
策资源，培育产业发展优势，放大扶贫
投资效益，推动贫困地区产业结构和
就业结构的调整，也有利于防范贫困
户“单打独斗”的经营风险，增强贫困
群众的“造血”功能。

为此，我们应本着政府引导，市
场运作，全社会共同参与的思路，重
点扶持省级扶贫龙头企业，积极鼓励
龙头企业参与扶贫开发，在贫困地区
建立生产基地，推行“公司＋基地＋
农户”“政府+龙头企业+产业基地+

贫困户”“企业+农户”等多种扶贫开
发模式，实现区域化布局、规模化生
产、集约化经营。建立龙头企业与贫
困户的利益联结机制，以强扶弱，引
导贫困地区农民有序进入市场，推动
贫困户以土地或扶贫资金入股，把资
源变资产、资金变股金、贫困户变股
民。龙头企业通过吸收当地贫困户
参与企业实施的开发项目，既能解决
就业，带来务工工资等收入，入股还
能给他们带来分红收入，让贫困户有
永续收入，建立稳定脱贫长效机制。

精准扶贫要发挥龙头企业的带头作用

青塘村游玩小贴士三亚海棠区湾坡村青塘村民小组，是一个目前仅有12户人家驻守的小村。清幽青
塘，却自然天成。这里犹如热带花园，拥有林地、田地、村庄、池塘等多种景观，树林荫
翳，花果飘香，稻浪翻滚，民心和乐。■ 本报记者 黄媛艳

“我是为青塘村设计美丽乡村
建设规划而首次探访这里，太美
了！”上海友臻旅游发展有限公司董
事长陈东说，初见青塘，是个偶然。
爱上青塘，却是情理之中。

青塘村西邻湾坡路，东与林旺镇
相望，区位优势不错，陈东干脆下决心
自己来建设这个村庄，不曾想，却开启
了他“跨界”的尝试。从设计图纸落实
到建设运营，让美丽村庄“活”起来，是

陈东及其团队考虑最多的内容。
“海南生态好，不缺美丽乡村，

但井喷发展的亲子游市场，却缺乏
宜居宜游宜业的户外亲子乐园。”下
定决心，陈东牵手海棠区和湾坡村
委会，共同建设彩虹部落美丽青塘。

让美景“卖”出好价钱，关键是
做出特色。绿油油的稻田，清澈水
渠蜿蜒而过，水池内的湾坡鸭怡然
自得，一派田园风光惹人陶醉；原生

生长的小树林，稍加修饰加入适合
各个年龄段的亲子互动活动，定向
寻宝、丛林穿越、灵感陶艺、真人
CS、儿童卡丁车、平衡绳等活动寓
教于乐，深受孩子们的喜欢；荒地上
顺势而建的动物园，孔雀、小马、兔
子等呆萌可爱，孩子们纷纷给其喂
食，近距离接触大自然。

“青塘村将休闲旅游与儿童户
外教育相结合，与北山村组成的美

丽乡村路线，再加之以高端度假酒
店为代表的海滨度假带、以南田温
泉为代表的温泉养生、以水稻公园
田野狂欢为代表的文化旅游等多门
类的‘旅游+’体验，‘产业跨界’展现
了海棠区多样的区域旅游产业模
式，助力三亚旅游模式从‘蓝色旅
游’向‘蓝绿旅游’相结合，从滨海旅
游时代向全域旅游时代的转变。”海
棠区区委书记刘冲说。

亲子主题让美丽村庄“活”起来

村民将分享美丽乡村发展红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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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么去
青塘村地处三亚市海棠湾林旺

镇西南部，紧邻湾坡路路口。沿海南
环线高速（G98）海棠湾林旺出口，延
湾坡路直线于2.3公里到达目的地。

玩什么

村内各类活动皆围绕亲子主题
展开，各类特色户外拓展及活动类
型丰富。譬如户外露营、迷你动物
园、迷你马术俱乐部、儿童手工
DIY、儿童自然教育、一亩田农庄、
水果采摘乐园、陶艺坊、儿童真人
CS、童 趣 书 吧 、丛 林 穿 越 、亲 子
BBQ、小小建筑师等。

吃什么

结合地方自然生态喂养的湾坡
鸭，肉质紧实，口感清新。黎族传统
竹筒饭、野果酒、糯米酒，以及海棠
湾特色藤桥排骨和乳羊火锅，也是
本地特色佳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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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塘村富有童趣元素的正门。

5月9日，航拍三亚市海棠区青塘村，一派田园风光惹人陶醉。 本版图片均由 本报记者 武威 摄

孩子们在青塘村玩电动卡丁车。 孩子们在青塘村进行户外拓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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