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严 格
控制各类
社会生活
噪音

严禁使用
喇叭进行促销
和巡游宣传活
动

严 禁
燃放烟花
爆竹

建筑施工
工地停止一切
产生噪音的施
工

噪音控制时间为
6月6日18：00
至6月10日18：00

经过考
场周边路段
的车辆严禁
鸣喇叭

■■■■■ ■■■■■ ■■■■■

海南新闻 2017年6月4日 星期日
值班主任：蔡潇 主编：张苏民 美编：王凤龙A02 综合

关注高考

一版延伸

本报西安6月3日电（记者杨艺
华）2017丝绸之路国际博览会暨第二
十一届中国东西部合作与投资贸易洽
谈会今天在古城西安开幕。今天下
午，60家西北地区企业参加海南招商
项目发布会。

发布会上，“海口桂林洋国家热带
农业公园”、“三亚创意产业园”、“万宁
老爷海国家海洋公园”、“博鳌乐城国
际医疗先行区”等来自11个市县300
多个招商项目进行了集中推介展示，
受到了与会者的关注。

秦商联合会会长刘阿津表示，陕
西与海南同为“一带一路”重要节点
省份，经贸合作密切、人员往来频
繁，海南区位优势和自然禀赋得天
独厚，在“一带一路”倡议背景下发

展潜力无限。
“海南生态优势突出，近年来发展

迅速，是全国人民向往的‘国际旅游
岛’。海南出台的12大产业政策很有
吸引力，对于谋求转型发展的陕西企
业而言有巨大的‘商机’。”陕西华彬集
团董事长何万盈认为。

据省商务厅相关负责人介绍，本次
招商项目发布会旨在借助丝博会平台，
通过全方位、多角度、多渠道宣传推介
海南的12大重点产业和精心策划的多
个具体项目，促成西北地区企业到海南
投资兴业，并为海南企业谋求全国性乃
至国际化发展空间。

据悉，我省三亚、澄迈、万宁、陵水
等市县目前正在与意向性投资企业进
行深入对接，并将邀请一批有实力的
企业参加我省6月27日-28日在海
南举办的2017海南综合招商活动，以
促成项目落地。

60家西北地区企业参加2017丝博会海南招商项目发布会

我省300多个项目西北“找朋友”
码上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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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码看 2017 丝博会
开幕 我省11市县14
家企业参展视频

本报海口6月3日讯（记者陈
蔚林 通讯员高春燕）今年高考将于
6月7日拉开帷幕，各科考试均在标
准化考点进行，全过程接受多级视
频监控。考生在入场时应注意什
么？省考试局新闻发言人今天特别
提醒考生：别忘带身份证，别带违禁
品，别戴金属品。

据介绍，考生接受身份验证

时，要事先准备好身份证，验证时
将身份证放置在身份证阅读器上，
当电脑显示出考生相片并经考务
工作人员确认后，迅速有序地进入
考点或大楼；如若电脑未能读取或
显示考生身份证信息时，请考生到
备用人工验证通道接受身份验证
后，再进入考点或大楼。

《考场规则》规定，考生进入考

场，只准携带2B铅笔、黑色字迹的
钢笔或签字笔、直尺、圆规、三角
板、无封套橡皮、透明笔袋等文具；
严禁携带手机、无线电发射和接收
设备、电子存储记忆录放设备、计
算器、钟表（含手表）、涂改液、修正
带和其他非考试用品进入考场。
考生安检前，请自觉将禁止携带的
物品放到考场外的“非考试物品暂

放处”，但物品暂放处仅提供放置，
不负责保管，寄放的电子设备都应
关闭。

考生入场时，要积极配合监考
员的违禁物品检查工作，确保自己
准时进入考场。省考试局新闻发言
人特别提醒，考生尽量不要穿戴有
金属装饰物品的服装，以免延缓检
查速度。

省考试局提醒高考考生入考场时：

别忘身份证 别带违禁品 别戴金属品

本报海口 6 月 3 日讯 （记
者 叶 媛 媛）记者今日从海口市
高招办获悉，为给考生营造安静
的考试和休息环境，海口市政
府 6 月 2 日发布《关于 2017 年
高考及会考期间控制考点及周

边区域噪音的通告》，要求对今
年高考及会考考点及周边进行噪
音管制。

今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
一考试将于6月7-9日进行，2017
年海南省普通高中基础会考将于6

月10日进行。海口共设有9个考
点，分别是：海南中学高中部、海南
中学初中部、海南师范大学附属
中学高中部、海南侨中高中部、海
口市第一中学高中部、海口实验中
学高中部、琼山中学高中部、海口

市第四中学高中部、海口旅游职业
学校。

《通告》中明确，对违反规定的
行为，海口相关部门将依法查处。
同时欢迎广大市民通过拨打12345
热线进行监督举报。

海口将对高考和会考考点周边进行噪音管制

经过考场周边路段车辆禁鸣喇叭

本报海口6月3日讯（记者计思
佳 通讯员陈创淼 张丽珍）评审席
上，一个个荔枝色泽红润、个大饱满，
十分诱人。今天上午，秀英区永兴镇
电商扶贫中心人声鼎沸，第十届海口
火山荔枝王大比拼在此举行。经过
激烈角逐，永兴镇永兴墟社区村民王
红銮的荔枝从16名选手中脱颖而
出，荣获“荔枝王”桂冠，单颗荔枝现
场拍出5000元高价。

此次荔枝大比拼活动是按照五个
单果总重量、外观评比、病虫害发生测

定、口感、甜度等因素综合评选出本届
荔枝王。最终，来自永兴镇墟的村民
王红銮以单颗重量2两2、色泽鲜艳、
饱满而荣获“荔枝王”桂冠。

“永兴镇连续10年举行火山荔
枝王大比拼活动。今天我到现场，很
多大姐都跟我说，不要付现金。本来
以为是让我‘刷脸’免费吃荔枝，结果
大姐们纷纷拿出二维码让我扫，到她
们开的微店用微信支付。”活动现场，
主持人的一番话说出了今年荔枝王
活动的不同之处。

无现金支付的便利也在拍卖环
节体现得淋漓极致。“荔枝王”产生
后，活动现场竞拍，经过激烈的竞拍，
荔枝王拍出了单颗5000元的高价。
拍卖结束后，两分钟内，竞拍成功者
通过微信直接将5000元转到王红銮
的账户中。

永兴镇相关负责人表示，5月7日
全省第一个镇级电商扶贫中心落户永
兴镇。该中心帮助贫困户建立自己的
微商微店平台，真正让农户足不出户
将自己生产的农产品销售出去。

荔枝王单果重2两2，一颗拍出
5000元高价。 通讯员 王巨昌 摄

海口举行第十届火山荔枝王大比拼

今年“荔枝王”重2两2 拍出5000元高价

本报那大6月3日电（记者易宗
平 通讯员周鲁）记者今天从儋州市
发改委获悉，该市大力推进“互联网+
新型工业”，计划总投资23.25亿元，
进一步优化市域经济结构。

据了解，儋州“互联网+新型工
业”包括七大项目：“南海云都”项
目，着力构筑全市统一的大数据平
台，建设“云上政务”“云上生活”“平
安儋州”“中小企业云”等平台，培育
创新产业；环境空气信息发布系统，

建设10个点位的空气信息发布系
统；生态环保造板厂（技术升级改
造）项目，将引进德国先进环保生产
设备，建成后生态环保建材年产量
将达28万立方米；儋州市城乡智能
网络项目，将形成数字营销、“互联
网+旅游”等新业态；儋州互联网产
业城，一期工程已建成1万平方米，
二期工程将建7万平方米；全国食
品安全互联网统一追溯系统项目，
努力形成集追溯检测、高端制造、电

子商务、科技研发、食品生产、物流
仓储等多种业态；公安业务技术用
房智能信息化项目，建设安全防范、
智能一卡通、数字多媒体发布、信号
防雷达接地、办证大厅派号等综合
系统。

这些项目，最迟在2020年内建
成。其中，环境空气信息发布系统、
公安业务技术用房智能信息化项目，
计划2017年底完工；生态环保造板
厂（技术升级改造）项目、儋州互联网

产业城、全国食品安全互联网统一追
溯系统项目，将于2018年内完工；儋
州市城乡智能网络项目将于2019年
内完工；“南海云都”项目将于2020
年内完工。

儋州市发改委有关负责人表
示，随着“互联网+新型工业”系列项
目逐步建成，不仅补齐儋州工业短
板，且将进一步提升人民群众生活
品质，推动发展速度与发展效益协
调增长。

儋州斥资逾20亿元推进“互联网+新型工业”
包括七大项目，最迟2020年内建成

本报讯（记者赵优）记者日前从省旅游委获
悉，我省已启动电子导游证的换发工作，6月30
日前完成电子导游证在全省范围内的换发，过渡
期内，电子导游证和IC卡导游证并行使用，6月
30日后全部使用电子导游证。

据了解，导游可下载“全国导游之家”APP申
领电子导游证，也可登录平台进入“导游入口”进
行在线申领，旅游主管部门审核完后，导游可在
APP上获取电子导游证。电子导游证换发以导
游资格证为准，对于无导游资格证、导游资格证与
身份证信息不匹配、导游资格证编码规则与国家
旅游局统一规则不符等情形的人员，无法换发电
子导游证。如确属信息录入有误等客观原因的，
导游在平台上向所属旅游主管部门提出资格审核
申请。审核通过后，可继续在平台进行电子导游
证申请流程。

据了解，导游在开展导游活动时，需使用电子
导游证，旅游执法检查、导游职业信息收集等工作
将依托电子导游证开展。在全国全面实施电子导
游证前，导游在非自由职业试点地区执业时继续
使用原IC卡导游证。

我省本月底完成
电子导游证换发工作

本报海口6月3日讯（记者郭萃 通讯员王
媛）记者从海口国家高新区获悉，广东恒诚集团有
限公司计划在海口国家高新区投资50亿元发展
实体经济，并将集团医药总部落户高新区，建设医
药生产基地。

6月1日，海口高新区考察团赴湛江市开展点
对点精准招商，进一步敲定恒诚集团项目合作协
议。在湛江恒诚集团，考察团一行详细了解了企
业制药板块基本情况，并先后参观了中药质量控
制室、中药前处理提取车间等，了解了企业产值、
研发、生产经营情况、以及同当地高校开展产学研
合作、带动本地就业情况。

据了解，恒诚集团计划在海口高新区投资50
亿元，项目包括：在高新区美安生态科技新城投资
建设集团医药总部（含结算中心）；在美安科技新
城投资建设化药生产基地，以生产基地为依托兼
并重组本地化药企业，同时将外地优质药物品种
和技术向海口转移；和海南农垦合作，在高新区建
设医药物流基地；将结合优质的管理团队与一流
的服务资源，在海口市区打造城市综合体，助力国
际旅游岛建设。

广东恒诚集团将在海口高新区
投资50亿元发展实体经济

本报洋浦6月3日电（记者易宗平）洋浦参
加新农合的居民跨省就医结算报销，再也不用来
回跑手续耗损时间和经费了。记者今天从洋浦社
保局获悉，目前洋浦经济开发区新农合系统与国
家信息平台报销系统完全对接，该区居民可以跨
省异地就医即时结算报销。

5月31日，洋浦新农合系统与国家信息平台
报销系统成功对接。当天，洋浦参合患者谭先生，
在广东省中山大学第一附属肿瘤医院实现出院即
时结算报销，成为洋浦首例享受新农合跨省即时
结报的参合居民。这标志着洋浦全面开启城乡居
民跨省就医即时结报工作。

据了解，从6月1日起，洋浦重病患者在海南
省内三级定点医院办理住院转诊手续，经洋浦社
保局合管办审批通过后，到省外定点医疗机构就
诊，可办理异地就医即时结报。

洋浦社保局有关负责人表示，根据国家卫
生计生委会同财政部制定的《全国新型农村合
作医疗异地就医联网结报的实施方案》，该局合
管办经过一段时间紧张有序筹备，实现新农合
跨省就医异地即时结算报销。此举缩短患者出
院报销流程，避免跨省来回跑手续费时费力，也
减轻了洋浦患者垫付住院医疗费的经济负担。

洋浦实现新农合
跨省就医异地即时结报

本报海口 6月 3日讯 （记者丁平 通讯员
符发）今天，记者从省工商局获悉，从6月 5日
起，省工商局将用三个月的时间，在全省集中
开展打击侵犯商标专用权和制售假冒伪劣商
品专项行动。

此次专项行动将以产品制造集中地、商品集
散地、侵犯商标专用权和制售假冒商品案件高发
地为重点地区；以商标代理机构及商标印刷企业
为重点行业；严厉查处侵犯驰名商标、著名商标、
地理标志、涉外商标等有效商标专用权以及恶意
抢注、“傍名牌”等违法行为。

专项行动还明确对网络经营主体销售侵权产
品、虚假宣传、刷单炒信等行为和烟、酒、特色食
品、汽车配件、农资、服装、皮具、家电、建材等易发
商标侵权行为的重点商品进行重点检查。

专项行动还将通过加大对商标代理机构的监管，
规范商标代理市场秩序，防止恶意抢注，遏制规模性
侵犯商标专用权行为。

省工商局商标局负责人表示，希望通过专
项行动，查处一批侵犯商标专用权的大案要
案，曝光一批违法违规企业，形成打击侵犯商
标专用权行为的高压态势；增强企业商标专用
权保护意识，提高消费者识假辨假能力，形成
自觉抵制假冒伪劣商品、重视商标专用权保护
的社会氛围。

我省明日起开展专项行动

打击侵犯商标专用权
和制售假冒伪劣商品

6月3日，2017丝绸之路国际博览会上，海南展馆以农产品和生物科技产品为特色，吸引了全世界各地的客商前来洽
谈交流。 本报记者 袁琛 摄

◀上接A01版
据该公司销售总监张谦勇介绍，三亚百
泰与中科院合作，是国内真正拥有该项
技术自主知识产权的高科技企业。

通过丝博会平台帮助企业拓展市场，
是我省企业“走出去”的重要内容。据省
商务厅统计，2013年—2016年，我省企
业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资备案项
目34个，备案投资金额超过16亿美元，
主要涉及航空、石油矿产资源、热带农业、
建材、太阳能、汽车和农用机械等领域。

借助丝博会平台，我省还举行了
重点展会项目推介会，并将组团参加
经贸交流活动，以此为契机广邀海内
外客商参加今年6月底在海南举办的

“全省综合招商活动”。

我省11市县
14家企业参展丝博会

◀上接A01版
面对发愁的吴妚五，电商扶贫中心运
营负责人万龙拍着胸脯承诺：“我们
可以手把手教你开微店，从产品包
装、销售到运输一条龙免费服务，3天
之内一定帮你把莲雾卖出去！”

吴妚五其实不了解，万龙说这话是有
底气的。从今年5月18日起，永兴镇电商
扶贫培训中心开设了微信、微店等营销培
训课程，分启蒙班、技能班、创业班等，目
前已培训农民300多人，并成功帮45位
贫困户开通微店，顺利销出农产品。

电商销售，产品品质是关键。在电
商扶贫中心工作人员指导下，吴妚五开
通了微店，把莲雾送到永兴镇检测站进
行农药残留检测，并将《检测合格证》的
照片放在微店里，让消费者放心。

做微商，还要会“吆喝”。“他们让我
站在自家的莲雾树前，捧着一个黑板，
上面写着‘我叫吴妚五，我有莲雾3000
斤’，然后给我拍照。最后照片都放到
了微店里。”吴妚五说，他生平第一次当
起了“模特”，给自家莲雾“代言”。

为了增强吸引力，电商扶贫中心的
“90后”们还给吴妚五的莲雾写了俏皮
的文案，并量身定制营销方案：除了通
过网上销售和组织爱心采摘等形式，还
推出上门自提和同城配送等不同的消
费体验。另外，在吴妚五的莲雾上线
后，永兴镇的多位干部纷纷在朋友圈进
行分享爱心推送，帮他卖力吆喝。

从5月31日中午12时手机上收
到第一份订单后，吴妚五在手机屏幕
上看着莲雾销量不停往上涨，4个小时
就销售出了1700斤，心里乐坏了！永
兴电商扶贫中心工作人员也一起帮着
吴妚五给莲雾装箱、打包、发快递。

当天晚上，吴妚五还租了一辆皮
卡车往海口一个小区送了400斤的团
购单。“是电商扶贫中心的人陪我一起
去的，他们教我怎么用微信收款。整
个过程，我就没摸过现金。”

“六一”儿童节，电商扶贫中心帮
吴妚五策划了亲子莲雾采摘活动。
从海口城区和邻近市县来的35个家
庭自驾车来到吴妚五的莲雾园，采摘
了400多斤莲雾。

开通微店后，不到48小时，吴妚
五的3000斤莲雾全部销售一空，而微
店的订单还在持续增长。

“我还找了隔壁村的人把莲雾放在
我店里卖。”从贫困户老吴，到开微店的

“吴总”，吴妚五凭借电商来了一次“华
丽”的转身。吴妚五说，接下来他要好
好学习电商知识，以后要独立操作网上
销售，“我也要成为微商达人，用电商实
现脱贫致富。”（本报海口6月3日讯）

从贫困户“老吴”
到微店“吴总”

高考及会考期间，海口将对9个考点及周边半径1000米范围内噪音进行严格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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