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海口5月9日讯（记者邓海宁 通讯员
张余雪）记者从海口复兴城互联网创新创业园获
悉，2017中美青年创客大赛将首次登陆海口，海
口赛区从即日起至6月16日均可报名，比赛最高
奖金2万元，总决赛最高奖金10万元。

据介绍，中美青年创客大赛以“共创未来”为
主题，倡导参赛者关注社区、教育、环保、健康、能
源、交通等可持续发展领域，结合创新设计理念和
前沿科技，打造具有社会和产业价值的全新作品，
至今已成功举办三届。

今年海口是唯一新增设的分赛区。此外，大
赛还有北京、天津、成都、温州、厦门、深圳、上海等
赛区。

报名者需登录中美青年创客大赛官方网站
（https：//www.chinaus-maker.org/）选择海
口分赛区进行团队报名。决赛将于6月26日—
27日在海口复兴城互联网创新创业园举行，前
六名将代表海口赛区参加8月在北京举办的总
决赛。此外，海口赛区在全国总决赛的获奖团
队还将享受创业孵化优惠政策，入驻省级互联
网创新创业示范基地——复兴城互联网创新创
业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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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三亚5月9日电（记者林诗
婷）“大三亚旅游经济圈”已有明确作
战路线图。今天下午，“大三亚旅游经
济圈”联席会议在三亚召开，三亚、陵
水、保亭、乐东等市县政府主要领导及
相关部门负责人齐聚鹿城，商议今年

“大三亚”发展规划。会上，“大三亚旅
游经济圈”区域经济合作示范区实施
方案获审议通过，方案明确了推动“圈
内”共赢十项举措及责任单位，通过规
范合作制度、共建标识、机构设置等方
式，积极协调各市县形成合力，树立大

三亚一体化意识，推动新经济增长极
形成，促进全域旅游顺利推进。

方案明确了“大三亚旅游经济圈”
的发展路线图。具体而言，三亚将牵头
联动陵水、保亭、乐东组成区域旅游业
合作发展机构，以“平等协商、区域联动、
资源共享、互利共赢”为原则，在保护生
态的前提下加快基础设施、旅游经济、
公共服务和产业发展的互联互通，进一
步提升旅游品质，打造国际国内重要的
旅游目的地、人才聚集地和创业最佳
地，形成全省重要经济增长极，到2020

年，实现经济总量占全省25%以上。
根据方案，“三陵乐保”市县将设

立统一办公室，明确会议制度和组织
架构，规范工作事项，形成常态化管理
机制，促进“大三亚”长效发展。同时，
还提出了推进发展的十大措施，明确
各市县、各相关部门责任事项和时间
节点，具体包括推进落实大三亚旅游
经济圈发展规划，联合开展营销推广、
开发产品、设计路线工作，推进旅游标
准化、旅游联合执法工作，完善交通一
体化基础设施建设，建设官方宣传平

台，加强文体事业发展、联合培养人
才，实现人才、旅游管理双向互动，推
动农业+旅游合作模式，加快网络信
息服务业发展及发展海洋产业等十项
措施。此外，“大三亚旅游经济圈”还
将启用统一旅游标识体系，开发全域
手绘地图，打造“大三亚”智慧导览系
统，实现线上线下联动效应。

据悉，随着基础设施、线路产品不
断完善，“大三亚”旅游热度持续攀升，
今年一季度，“大三亚旅游经济圈”过夜
游客数达 591.7 万人次，同比增长

11.6%，其中三亚、陵水、保亭、乐东过
夜游客数均实现同比增长，分别增长
9.8%、12.9%、35.3%和37.7%。三亚市
委相关负责人表示，三亚将充分进行资
源整合和优化，在推进“大三亚旅游经
济圈”建设中发挥该市的牵头示范作
用，推进各市县交通互联互通，加强基
础设施建设，同时还将注重生态保护，
将蓝色海洋、绿色森林、温泉疗养、山地
河谷等资源有效结合，打造一批精品项
目，通过抱团营销推广等形式，共促“大
三亚旅游经济圈”和谐共赢。

大三亚旅游经济圈发展路线图出炉
十大措施助推2020年实现经济总量占全省25%以上

省工商开展
非法集资专项排查

本报海口5月9日讯（记者宗兆宣 通讯员
陈术颖）记者今天从省工商局获悉，为遏制非法
集资案件发案苗头，维护金融秩序和社会稳定，
海南省工商局定于2017年5月1日至7月31日
在全省范围内开展涉嫌非法集资风险专项排查
活动。

据了解，此次专项排查活动以投资理财、非融
资性担保、网络信贷、私募股权投资、农民专业合
作社、民办院校、养老机构、房地产等名义、行业开
展的融资或变相融资行为为重点整治行业和领
域，以涉嫌推介、发售非法理财产品的网上、网下
广告宣传及户外场所、商场、超市、集贸市场、物业
小区等相关人群密集场所的摆摊、设点、集会、推
广宣传及电话、短信推销为重点清查对象。海南
省工商局将加强对本地主流媒体发布投资咨询类
广告的审查，加强排查投资咨询类机构，重点清查
机构名称，以投资咨询名义非法吸收存款、非法集
资、非法理财、高息揽存、放贷等违法违规行为，加
强排查非法集资广告资讯信息，重点清查户外广
告、电子显示屏、电视、报纸、网络广告等违法违规
行为。

对排查出的线索，省工商局将建立风险管理
台账，采取针对性措施加以防控处理，对不属于工
商部门职权范围的线索，及时向地方有关部门移
交和通报。

长江证券
抢滩海南市场

本报海口5月9日讯（记者郭萃）我省资本
市场日益活跃，各地证券公司纷纷来海南安营扎
寨，目前又有一家新的证券公司长江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海南分公司在海口市滨海国际金融中心开
张，这已是第二家证券公司进驻于此。

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海南分公司有关负责
人说，将发挥专业能力，为海南金融市场和地方企
业提供综合性、全方位的金融服务，为海南社会经
济发展与资本市场建设作出贡献。

不同的券商服务特点、优势各不相同，多家
券商的进入，为不同需求的投资者提供了多样
化的选择。据介绍，目前我省经济金融业运行
良好，证券市场空间很大，可以开拓的业务很
多，已吸引了数十家证券公司进驻海南，迎来了
群雄逐鹿的局面。

本报屯城 5月 9日电 （记者邓
钰 通讯员邓积钊）记者今日从屯昌
县政府获悉，以“循环、标准、农业+”
为主题的2017年第八届海南（屯昌）
农民博览会将于5月19日至21日在
屯昌农博城举行，共设置4大类17项
重点活动。

据悉，除农博城作为活动主会场
外，还将设屯昌农业公园猪哈哈农
场、屯昌梦幻香山芳香文化园和屯昌
中部家居建材城广场3个分会场。目
前，主会场已规划展示类和产品展销
类两类展馆，其中展示类展馆包括生
态循环农业示范展馆、农业产业脱贫
展馆等，聚焦屯昌生态循环农业建设
和脱贫攻坚工作。

活动期间将设置4大类17项重
点活动，如最美新农人评比类活动，
包括民间技能大赛、第三届海南省农
产品擂台赛评比活动、海南农产品
（伴手礼）创意包装设计大赛、美食评
比及体验。还将举行农产品产销对
接及采购项目签约仪式、海南生态循
环农业标准化建设论坛、海南“农产
品网上行”电子商务优质资源推介会
暨电商扶贫经验交流会等活动，为政
商搭建良好交流平台，推动现代农业
建设。

农博会由屯昌县政府，省农业
厅、省商务厅、省林业厅等主办。

本报海口5月9日讯（记者郭萃
通讯员陈慧玲）记者从海口国家高新区
获悉，中国建筑第六工程局有限公司拟
在高新区设立华南公司总部、区域结算
中心，并投资建设新型建筑工业化基地。

据了解，中建六局将整合其资
源、品牌、市场、资金、技术、管理等优
势，全力支持将华南区域总部植根海
南市场，实现区域化、专业化发展。

根据规划，中建六局华南区域总
部设立后有意依托PPP模式在海口
市开展投资建设，投资方向主要包含
基础设施及民生保障工程。具体包
括地下城市空间、基础设施、旅游资
源开发、建筑产业化等方面，将在海
口建设具备地铁、城市综合管廊、地
下停车场、地下商业综合体的“地下
城”；投资建设以海口市为辐射点的

省内高等级公路，加大海口市市政公
共道路工程建设，巩固提升海口市省
会城市中心地位；开展经济适用房、
棚户区（城中村）改造等民生工程建
设，改善海口人民居住状况；秉持绿
色发展理念，加大环保、水务、海绵城
市等投资建设力度，重点推进污水处
理、河湖水体治理、环保公厕、雨污分
流、环境生态修复等工程建设，打好

生态保护战，推动全国生态文明示范
城市及花园城市建设。

此外，中建六局还将倡导绿色低
碳理念，积极推行建筑装配化产业发
展，投资建设新型工业化基地，以建
筑新材料、新型建筑结构部件为研发
重点，摒弃传统水泥混凝土式施工，
推动低污染、低消耗、高效率、高节能
建筑施工标准化发展。

中建六局拟在海口设华南总部
将在海口建设具备地铁、城市综合管廊、地下停车场、地下商业综合体的“地下城”
将投资建设新型工业化基地，以建筑新材料、新型建筑结构部件为研发重点，摒弃传统水泥混凝土式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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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生态定安 美食天堂 主编：罗清锐 美编：陈海冰

夏的风，吹绿了葱茏枝桠，吹黄了
茂盛稻田。近日，在定安县翰林镇新乙
肚田洋，已是一片丰收盛景，田里的水
稻，籽粒饱满膨大，随丝丝微风低垂摇
曳。

走入田中，头戴草帽、手持镰刀的
农民正在忙碌地收割稻谷。“当季的富
硒糯米饱满香糯，得赶紧收割送去做
粽。”当地农民劳昌法说，五月对于定安
人而言，是收获的季节，也是劳作的季
节，收的是田野里生态富硒糯米，是一
个个美味饱满的定安粽子。

在古城定安，制粽的历史已延续
600余年，精湛的工艺让定安粽子有了
独特风味，而制作粽子的粽叶、粽米等
原材料受到火山土壤滋养，含有丰富的
硒等矿物元素，让定安粽子成为长盛不
衰的舌尖佳品。

除了坐享珍贵的富硒土壤，定安还
拥有充足日照和优质水源，当地人坚持
以自然农法种植富硒米，不打农药、不
施人工肥和不用杀虫剂，保存土地的天
然养料和肥力。

每年在收获富硒米时，当地村民都
会从中留下最为健康和饱满的稻子作
为下一年播种的种子。在这样的代代
传承下，富硒米的品质不断改善却仍延
续着土地的秉性。

生态田园粽飘香，富硒好米给了定
安人制作好粽的底气。每临端午节，当
地人有着不逊于过年的喜悦。这种喜
悦根植于对节日馈赠礼品的自豪感。
因为定安粽子已经不再是一种传统节
庆食物，更是定安富足生态、自然农法
的重要象征。

从富硒土壤孕育而出的食材，成就

了定安粽子的营养。而有了定安娘子
运用匠心巧思练就的精湛工艺，方才成
就了定安粽子难以超越的美妙滋味。

定安粽子的制作十分繁杂，包括备
料、制馅、包粽、蒸煮等10多道工序，道
道工序俨然，丝毫不得马虎。

单说备料，便有不少讲究。粽叶必
须选用半老柊叶，过嫩过老，都会使草
木清香无法渗入粽子。粽米选用颗粒
饱满、米香馥郁的富硒糯米，浸泡半日
至柔软，淘在簸筐里滤干水，用少许精
盐调匀。馅料常用猪肉和咸鸭蛋黄。

其中猪肉必须选用七分瘦三分肥的定
安黑猪肉，并用特制秘方腌制成黄褐
色，制作时，先铺上一层粽叶，薄薄倒上
一层糯米，放上几块肥瘦搭配的黑猪
肉，再与用红土泥腌制的富硒咸鸭蛋黄
糅合在一起，在定安娘子巧手一收一拢
之间，一个个紧实精致的五角粽子便成
型了，大火蒸煮十余个小时才能出炉。
这一系列繁杂的工序只为了最大限度
地保留住粽子的原汁原味。

近年来，定安更是精益求精，不断
推动粽子生产标准化、规模化、产业化、
品牌化的建设步伐，从原材料采集、产
品制作、销售等各环节层层监控，以保
证其品质。定安粽子更是获得国家地
理标志证明商标，备受消费者青睐。据
统计，2016年，定安全县共售出1200
万个粽子，销售额达1.8亿元。

味美料足，舌尖佳品

定安粽子亮出“硒字招牌”
定安粽子品牌释义：

广袤的富硒土壤是定安宝贵的生态财
富，也是动植物绝佳的生长温床。定安人
在这片富硒土地以生态农法，种植稻米，开
展养殖，让定安粽子有了绝佳的原料，而当
地人世代传承的娴熟技艺和匠心品质，成
就了粽子“软绵、浓香、味不腻”的独特风
味，让定安粽子别具营养与美味。

定安粽子抢购热线：
4001664565

定安粽子品牌：新明记、优禄禄、悠
乐乐、现龙、春阳、大福口、兴顺、伍荣昌、
和潮、鸿基、香满楼、新泰来、文宗、琼宝、
迎春、王记花姐、山翰、黄阿姨、印象春
阳、华达

（本版策划／段誉 洪宝光 撰文／段
誉 司玉）

定安贡粽软绵浓香走俏市场。 高林 摄

万洋高速有序推进

一条巨龙逶迤原野

近日，万宁至洋浦高速公路琼中段新进互通正在进行地表清理和路基工程建设。施工单位正加大施工力度，
推进项目建设进程，确保工程顺利进行。

万宁至洋浦高速公路起于万宁，由东向西经万宁、琼海、琼中、屯昌、儋州5个市县，在儋州境内接西线高速白
马井互通。该项目路线全长165公里，设计速度100公里/小时。 本报记者 陈元才 通讯员 朱德权 秦海灵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