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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海口5月15日讯（记者杨
艺华 通讯员刘伟）记者从省商务厅
获悉，2017年（首届）海南名特优产
品采购大会（“海购会”）目前正处在
紧张筹备中，不仅吸引了来自25个
省、区、市百余名国内知名采购商，还
吸引了省内218家企业报名，经过严
格审核优中选优，最终确定了111家
企业参展。

此次“海购会”参展商品包括食
品、饮品、旅游产品、海鲜干货、热带

水果五大类，均为海南特色产品。
海南罗牛山调味品有限公司相关负
责人陈海辉表示，此次筛选了具有
海南特色及自身竞争优势的产品，
所有产品都经过严格的工序，希望
此次“海购会”能达到2000万元签
约预期。

“作为海南本土企业，非常感谢
政府举办这样的特色活动，让我们的
产品能走出海南，让更多的商家接触
到我们的商品，也让更多的消费者喝

到我们的特色产品。”海南新大食品
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曾鹏说。

海南香岛休闲农业科技发展有
限公司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沉香是
海南特色产品，希望通过此次活动，
让更多人对海南沉香有深入了解和
认识，使海南沉香走向全国。

“从了解到‘海购会’举办的消息
开始，我们公司就铆足了劲认真筹
备，从原料到成品力争精益求精。”海
南鸿琛工贸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表

示，希望在此次采购会上与家乐福、
大润发、中石化等既有客户深入合
作，并签约更多意向客户。

海口海风堂食品有限公司相关
负责人表示，为了“走出去”，近年来
多次参加岛外展会，“海购会”让企
业在岛内就可以和家乐福、大润发
这样的大型平台进行深入交流、洽
谈合作。为了达成签约目标，将选
取有特色、竞争力强的新产品进行
集中展示。

去年海南破获各类经济犯罪案
325起，抓获嫌疑人257人

全省开展打击和防范
经济犯罪宣传日活动

本报海口5月15日讯（记者良子 特约记者
宋洪涛 通讯员王坤 冯烨）今年5月15日是第八
个全国公安机关打击和防范经济犯罪宣传日，今
年的活动主题为“与民同心 为您守护”。按照公
安部的统一部署，今天，省公安厅统筹组织全省各
级公安机关会同工商、税务、银监、食药监、烟草等
部门，在全省范围开展宣传日活动。

今天上午，省公安厅会同海口市公安局在海
口市明珠广场设立主宣传点，通过悬挂宣传标语、
展示宣传展板、滚动播放宣传预告片、发放宣传资
料、分类介绍防范经济犯罪知识、讲解剖析典型案
例、设立经济犯罪咨询举报台等多种形式联合开
展宣传。此次宣传日活动全省公安机关共发放各
类防范经济犯罪安全提示手册和宣传单7万余
份，悬挂宣传标语横幅200余条，布置典型案例展
板300余块，接待群众咨询4000多人次，发布网
络预警防范信息3000余条，营造打击和防范经济
犯罪的强大声势，受到社会各界的普遍好评。

据统计，2016年全省各级经侦部门共受理各
类经济犯罪案件796起，立案731起，破案325
起，抓获犯罪嫌疑人257人，涉案金额59.71亿余
元，连续破获陈某妹等人非法经营案、“11·19”
特大假冒注册商标案等一批重特大案件，国务院
反假币联席会议办公室、公安部多次发来贺电、贺
信以及嘉奖令予以通报。

超标排放大气污染物拒不整改

海口一建材公司
被罚260万元

本报海口5月15日讯（记者叶媛媛 通讯员
苏荣聪）记者从海口市琼山区环保局获悉，近日，
该局对海口鑫大兴建材有限公司送达《按日连续
处罚决定书》，对该企业拒不改正超标排放大气污
染物行为实施按日计罚，罚款260万元，这是该局
今年以来开出的单笔最高罚单。

海口鑫大兴建材有限公司位于琼山区甲
子镇，在今年琼山区环保局定期监测中，发现
该企业超标排放大气污染物，根据环保法相关
规定对其进行20万顶格处罚。在13天后的复
检中，琼山区环保局发现该企业并未进行整
改，决定对其启动按日计罚，单笔共计处罚
260万元。

据悉，为了坚决贯彻落实关于加强生态环境
保护、全面提升环境质量的决策部署，琼山区生态
环境保护局在加大宣传教育、主动服务企业的同
时，不断加大执法力度，对屡教不改、拒不改正、偷
排漏排、超标排放等严重环境违法行为，以“零容
忍”的态度，严厉处罚。今年以来，该局共立案处
罚30宗，罚款人民币422.6万元。

海大与北新房屋公司
签订战略合作协议
推动我省海岛装配式建筑建设

本报海口5月15日讯（记者陈蔚林）为贯彻
国家装配式住宅的发展战略，落实生态文明和低
碳环保的政策要求，推动我省城镇化发展和海岛
装配式建筑建设，今天下午，海南大学土木建筑工
程学院与北新房屋（海南）有限公司签订战略合作
协议。

据介绍，北新房屋公司是国内领先的绿色装
配式建筑企业，以引领绿色装配式建筑事业的蓬
勃发展为己任。海南大学土木建筑工程学院是集
教学、科研、行业培训为一体的国内轻钢结构领域
著名综合型学院，是华南地区土木建筑专业人才
的重要培养基地。双方将在科研课题、项目合作
和人才培养等方面开展战略合作。

未来，北新房屋公司将与海南大学共享实践
与科研，把公司旗下集技术研发、体验推广和生产
制造为一体的五大产业基地及海内外工程作为同
学们的实践平台和教学基地，通过与海南大学加
强产、学、研合作，着力解决海岛房屋建设过程中
遇到的高腐蚀、抗台风、海岛环境保护等核心技术
难题。

一带一路·海南企业
■ 本报记者 官蕾 通讯员 唐琼标

近年来，海航集团积极努力践行
“一带一路”倡议，充分发挥航空旅游、
现代物流和现代金融服务的产业资源
优势，高效协同国内、国际“两个市场、
两种资源”，努力推动与“一带一路”沿
线国家和地区的互联互通。

服务海南“一带一路”布局

飞行区土方工程、地基强夯工程
已完成过半，部分道面工程开始水稳
层施工，航站区土方工程已近尾声，
东北指廊开始混凝土结构施工……5
月13日上午，雨过天晴，记者来到美
兰机场二期扩建工程现场看到，塔
吊、强夯机林立，挖掘机、推土车来来
往往。“工作时间工地上有2000名工
人施工。”美兰机场二期扩建工程负
责人卓川说，工程 2015 年 11 月奠
基，现正按照省委、省政府关于2018
年底完工、2019年投入使用的指示，
全力推进。

美兰机场二期扩建工程总投资
153亿元，规划用地约8650亩，是海
南重点工程项目，是海南落实“一带一
路”倡议的重要布局，建成后将整合航
空、铁路、公路等多种交通方式，构建
高效便捷的交通换乘体系，打造成为

海南重要的陆海空立体交通节点，成
为南中国与东南亚黄金航道连接的区
域航空枢纽，进一步促进海南发挥海
上丝绸之路的支点作用。

据介绍，自“一带一路”倡议提出
以来，海航集团按照“面向东盟、发展
日韩、兼顾南亚”的发展思路积极开航
线、设航企，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提
供交通服务，致力成为21世纪海上丝
绸之路“空中支点”的服务者。

基础设施建设与投资是实施“一
带一路”互联互通工程的重要保障。
海航集团依托海南连南接北的区位优
势，致力于将海口美兰机场打造成为
通往非洲、南太平洋等地的国际枢纽
机场，进而全面贯彻落实“一带一路”
倡议中的“道路联通、贸易畅通”。同
时，以海口美兰机场、三亚凤凰机场、
博鳌机场为依托，积极建设海口临空
产业园、三亚临空产业园、博鳌临空产
业园，培育临空产业集群。

截至目前，海航旗下航空公司新
开辟了飞往“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及
相关地区国际航线65条。“随着基础
设施建设和航线开通，海航从航空、
旅游、酒店、离岛免税等方面加快建
设，全面提升海南国际旅游岛建设基
础条件，服务海南‘一带一路’布局。”
海航集团运营总裁兼人力资源总监
高建说。

构建国际互联互通
“空中大通道”

曼彻斯特时间4月19日凌晨，记
者乘坐海航HU7903航班从北京飞
抵曼彻斯特。“这条航线是2016年6
月开通的，是中英两大城市首次实现
直航。在开航之前，我们担心过客源
问题。”当天上午，在海航曼彻斯特办
事处，办事处负责人高乐奇接受记者
采访时说，曼彻斯特位于英国西北部，
只有65万人。

“但是一年来，北京—曼彻斯特
航线运行超出公司预期。”高乐奇
说，去年夏天航班上座率达到 95%
以上，今年 5月航班从一周四班改
成一周五班，计划6月—9月提升为
一天一班。“航线的开通，为当地经
济注入了活力，仅去年开通到年底，
就给当地机场免税店增加了100万
英镑的收入。”

截至2016年底，海南航空共运营
北京—布拉格、北京—柏林、北京—布
鲁塞尔等14条欧洲航线，海航在欧洲
的运力投放占国际运力投放比例超过
30%，运力投放力度同比提升41%。

目前，海航共运营国际航线200
条，其中连通“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及
相关地区的国际航线已达65条。

海航不仅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和地区密集布局航线，还在“一带一
路”沿线关键节点和重要城市，积极布

局区域航空公司，构建推动沿线互联
互通的“空中大通道”。今年3月，海
航收购德国哈恩机场（德国第五大机
场）股权，计划将其打造成“一带一路”
沿线的货运和旅游交通枢纽。

“通过开通和运营国际航线、布
局区域航空公司、建设国际航空枢
纽，海航搭建了‘一带一路’沿线国
家和地区的航空交通网络，促进了

‘一带一路’设施联通。”高建说，“海
航将进一步构建航线网络建设，推
动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全
面通航，实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和地区的互联互通。”

促民心相通
融东西方文化

不久前，海航集团副董事长兼首
席执行官谭向东应邀访问塞尔维亚，
海航集团与塞尔维亚政府签署了合作
意向书，为双方在航空、旅游、金融、酒
店等方面合作共赢奠定基础。

作为“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区
域节点，塞尔维亚是连接西欧、中欧、
东欧以及近东和中东之间的交叉路
口。通过在当地开发合作重大项目，
海航集团能将业务版图拓展到欧洲
内陆地区。

“加强与沿线国家政府合作，做好
政策交流对接，是共建‘一带一路’的
重要保障。”高建说，“海航注重与沿线
国家政府的政策沟通，加强政策对话

和协商，深化经济合作，增进政治互
信，达成合作共识。”

旅游是促进民心相通、文化融合
的重要途径。一方面，海航通过在海
南、陕西西安、广西桂林、福建福州等
丝路沿线关键节点，建立航旅平台公
司，创新旅游模式，开发精品旅游项
目，吸引国内外游客；另一方面，海航
在比利时布鲁塞尔建设唐拉雅秀酒
店，这是中国高端民族品牌酒店在欧
洲自建自管的第一家酒店，并通过收
购希尔顿酒店管理集团25%的股权，
引进国际先进的酒店管理经验，以及
持有美国红狮、西班牙NH hotel、卡
尔森酒店等多家知名酒店管理集团
股权，加快旅游全产业链国际化布
局。海航旗下的国内第四大出境游
运营商——“欧洲旅游专家”凯撒旅
游，每年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
区输送国际游客10多万人次。

海航还精心打造了“东西方经济
文化高峰论坛”交流平台，汇聚海内外
专家、学者，就东西方文化融合与互
鉴、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等，共话人类
共同命运，共创新文明、新未来。

“海航集团愿意积极承担更多责
任义务，进一步深化海航与地方政府，
以及‘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合
作，推动‘一带一路’互联互通，为实现
造福人类、共同繁荣、共同发展作出贡
献。”海航集团董事兼首席执行官（D）
张岭说。

（本报海口5月15日讯）

开通运营国际航线、布局区域航空公司、建设国际航空枢纽

海航：致力成为“空中支点”服务者

本报海口5月15日讯（记者杨
艺华 通讯员曲易伸）记者今天从省
国税局了解到，从15日起，省国税局
正式启动实名办税制度。办税人员
在办理涉税事项时，应提供有效个
人身份证明，税务机关在采集、核
实、确认办税人员身份信息后，办理
涉税事项。

实名办税是对办税人员身份确
认的制度，办税人员在办税服务厅办

理涉税事项时应提供居民身份证、临
时居民身份证、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
行证等有效个人身份证明。税务机
关在完成办税人员人像、身份证、电
话号码和税务事项授权委托书等信
息采集后，形成纳税人基本信息档
案。对于已采集身份信息的办税人
员再次办理涉税事项时，无需再次出
示身份证件，报出身份证号码即可办
理涉税业务。

据了解，5月15日至12月15日
为过渡期，过渡期内未携带身份信息
采集所需证件和资料的办税人员办
理相关涉税事项，国税机关在受理办
税事项时将告知办税人员及时完成
身份信息采集。自12月16日起，办
税人员必须按规定完成实名信息采
集后，才能办理相关涉税事项。对于
办税人员拒绝出示有效证件的，拒绝
提供其证件上所记载身份信息的，冒

用他人证件的，或者使用伪造、变造
证件的，国税机关暂停为其办理相关
涉税事项。

省国税局相关部门负责人表示，
实名办税制不仅可以进一步提高窗
口办税工作效率，还能避免他人盗
用、冒用纳税人名义从事违法犯罪活
动，进而有效遏制不法分子虚开发票
等违法违规行为，以此降低企业涉税
风险，保护纳税人合法权益。

陵水举办首届荔枝电商节
签下销售订单2725万元

111家供货商摩拳擦掌筹备“海购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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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口今年将建成
5个蔬菜种植基地
可日供应蔬菜110吨—120吨

本报海口5月15日讯（记者郭萃 通讯员林
晓婵）记者从海口市菜篮子集团获悉，该集团今年
将完成5个蔬菜种植基地建设，预计全面建成投
产后，日供应蔬菜可达110吨—120吨。

为了贯彻落实省“菜十条”和海口市“菜十六
条”关于“扩大蔬菜种植面积”和“建设一个菜篮
子产业园”的相关要求，按照海口市委、市政府
工作部署，海口市菜篮子集团将通过流转土地
6625亩建设“大荒洋”“七水洋”“林昌”3个种植
基地，同时通过合作的方式建设“三江”和“龙
马”两个基地。

目前，海口市菜篮子集团拥有5个种植基地，
规划种植总面积达 7125 亩，现完成蔬菜种植
2000余亩，日供应蔬菜达18吨—20吨。此外，该
集团今年将通过不断提高基地种植水平，确保本
地蔬菜生产稳定和供应充足。预计到2019年将
基地建设与本地旅游资源相结合，打造田园综合
体，实现企业发展和农民增收的双赢目标。

文昌西瓜行情看好
预计月底销售完毕

本报文城5月15日电（记者许春
媚 通讯员韩彩虹）眼下正是西瓜采摘
上市的高峰期。记者今天从文昌市当
地瓜农处了解到，得益于农业部门的正
确引导和跟踪服务，今年文昌的西瓜不
但产量高且价格好，十分畅销。据当地
农业部门监测数据显示，文昌全市3.1
万亩西瓜预计于本月月底可销售完毕。

铺前镇是文昌的西瓜种植大镇。
今天，记者在铺前镇林梧村的西瓜种
植基地里看到，满目尽绿的田洋里，瓜
农们正忙着采摘、打包、装运。“这批西
瓜在下种之前就有农业部门的人帮我
们打听市场行情，提出选种和种植时
间的建议，现在这批西瓜比往年提早
一个月上市，避免了跟岛外市场的西
瓜竞争，好多老板都争着来我们这收
瓜呢。”瓜农符墩发告诉记者，目前采
摘上市的西瓜是无籽西瓜，主要销往
广州、深圳、郑州、青岛等地。

据统计，今年文昌全市种植西瓜
面积约3.1万亩，主要种植品种为黑
美人、翠玲和无籽，每亩产量约3500
公斤。今年文昌的西瓜不仅产量高、
品质好，收购价格也较高，如无籽西瓜
目前的收购价达到3.8元每公斤，黑
美人达到4.6元每公斤，翠玲的收购
价也在4.6元每公斤。

海南国税启动实名办税
办税人员须于12月15日前完成实名信息采集

本报椰林5月15日电（记者林晓君 苏庆明）今天上午，首届陵水荔枝电商节在陵水黎族自治县文罗镇开幕。开幕式上，
4家来自全国各地的水果电商企业与当地荔枝种植户签下销售订单2725万元。举办此次电商节，旨在借助电商快车，进一步扩大
宣传陵水荔枝在国内外的知名度和美誉度，打造陵水的特色农产品，实现特色农产品品牌塑造、农产品电商上行和农民增收的三丰
收。目前，陵水全县荔枝种植面积达2.69万亩，产值1.05亿元，主要以白糖罂、妃子笑和三月红等品种为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