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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0日，位于万宁三更罗镇
的新中吉爷柠檬专业合作社柠檬种
植基地，农户正在采摘柠檬。这些
柠檬将销往上海、北京等城市。

据了解，该合作社采取“合作
社+农户+个体户”的经营模式，农
户们通过种植柠檬吃到了不少甜
头，有的存钱买了新车、盖起了新
房，16个贫困户通过种柠檬脱贫。

目前，该合作社与全国56个城
市销售网点合作销售柠檬，社员达
285户，成员范围已辐射到文昌、琼
海等市县。

本报记者 袁琛 摄

“酸”柠檬
种出“甜”事业

本报海口6月20日讯（记者郭萃 特约记者
刘伟 通讯员钟振宏）今天上午，海口市龙华区依
法对城西镇污染源范围内违法建筑群进行拆除，
共出动100余名执法人员，拆除67间储物仓库，
总面积5.94万平方米。

据了解，城西镇苍东村的违法建筑村位于该
镇污染源范围内，影响了乡村建设和水体治理。
对此，龙华区城管部门对其下达了《责令限期整改
通知书》《强制拆除通知书》等相关文书，同时，城
西镇干部多次深入违建业主家中对其进行思想工
作，劝其自行拆除搭建的违法建筑。经过执法人
员反复多次劝说，当事人最终被说服，配合区城管
局拆除违法建筑。

下一步，龙华区城管局将联合各部门对以违
法建筑为载体的污染源依法进行拆除，加大打击
水体周边污染源力度，坚决做到发现一起打击一
起，并且充分利用网格员力量加大巡查力度，防止
该处污染点位反弹，巩固整治效果。

因影响乡村建设和水体治理

海口城西镇
5.94万平方米违建被拆

本报海口6月20日讯（记者郭
萃 通讯员王媛）记者从海口国家高新
区获悉，扬子江药业集团将投资20亿
元，在海口高新区建医药研究院、大健
康产业园、南方区域结算中心，开发中
医药等。

今天，海口国家高新区考察团赴
江苏省泰州市实地参观了扬子江药业
集团生产厂区、药物研究院、冻干粉针
车间、龙凤堂口服液1号车间及中医
药提取车间等，并详细介绍了海南医
药健康产业发展情况，希望能寻求合
作。高新区负责人表示，希望能将扬
子江药业集团高水平的研发团队、高
端的创新品种、营销团队引入海南，重
点发展南药、黎药、海洋药物、医药保
健品等产业，打造高效创新产业集群。

对此，扬子江药业集团表示，将抓
住良机全面布局大健康产业，结合传
统中药理念和疾病谱变化，在海口投
资建设健康产业园，开发新保健功效
的保健食品，研制用于人类特殊医药
用户配方食品，推进中医药资源再利
用，开发中医药相关的产品。

双方还进一步敲定了合作领域
和投资额。“十三五”“ 十四五”期间
扬子江药业将在海南完成20亿元以
上投资，其中“十三五”期间要完成
10亿元投资，将在海口建医药研究
院、大健康产业园及南方区域结算中
心，并在海南综合招商活动中与高新
区签约。

投资20亿元
扬子江药业将在海口
建医药研究院等

关注2017海南综合招商活动

本报海口6月20日讯（记者王培琳 通讯员
李明镜）近日，海口农商银行针对辖内社保卡用户
推出了一款新型信贷产品——“社宝贷”，参保人
可通过社保卡申请无抵质押担保的小额贷款。同
时，海口农商行启动了“数据驱动”战略，扩大金融
服务的覆盖面。

据了解，作为海南省的社保卡代理发行机构，
截至2017年5月底，海南省农信社共发行社保卡
562万张，向符合要求的社保卡客户发放无抵质
押担保的小额贷款。此外，依托社保卡大数据，海
口农商银行拟在今年十月推出“社宝贷”纯线上信
用贷款产品，该产品可实现10万元以下小额贷款
线上自动申请、审批、放款等流程。

据介绍，海口农商银行已启动“数据驱动”战
略，该行将通过三年规划，拟推出大数据贷款等四
个数据应用场景，结合行内外数据及审批、风险模
型，优化和改善信贷审批流程，推出线上或线上为
主线下为辅的互联网贷款产品，更好地优化信用
卡、信贷、手机银行服务等业务，丰富用户体验。

海口农商行启动“数据驱动”计划

参保人可用社保卡
申请小额贷款

本报海口6月20日讯（记者杨艺华 通讯员
黎志杰 陈建友）省政府日前印发《海南省推进生
态原产地产品保护工作实施方案》（以下简称《实
施方案》），要求各市、县政府，省直属各相关单位
要以生态原产地产品保护工作为抓手，助推海南
省生态文明建设和全域旅游示范省战略实施，实
现生态原产地产品品牌建设与精准扶贫、全域旅
游互促共融的目标。

该《实施方案》为全国首个以省级政府专题部
署推进的生态原产地产品保护工作，对推进生态
原产地产品保护工作具有里程碑意义，同时标志
着我省生态原产地产品保护驶入快车道。

《实施方案》明确了各市县政府、省直各相关
单位和检验检疫部门14项工作任务，加强全省各
级政府经费统筹保障，要求检验检疫部门牵头推进，
各相关单位拓展现有扶持政策，各市县政府将此项
工作作为重点工作并建立绩效考核机制加以推进。

我省将推进
生态原产地产品保护
相关《方案》明确14项工作任务

本报海口6月20日讯（记者杨
艺华）今年的综合招商活动不仅是一
场引资盛会，更是一场引智盛宴。记
者从今天召开的“2017海南综合招
商活动”第二次新闻发布会获悉，我
省将在综合招商活动举办的同时，面
向海内外广邀各类英才，举办“2017
海南综合招才引智专场人才招聘
会”，实现“招商引资”与“招才引智”
同频共振。

招聘会将围绕我省“十三五”期间

重点发展的十二个产业，面向海内外
广邀各类英才，除了为我省现有各类
用人单位和重点项目服务外，还将积
极主动为参加招商签约的企业提供人
才资源保障服务。招商活动期间，还
将通过门户网站及国内知名人才招聘
网发布人才招聘信息，宣传我省人才
政策，扩大本次人才招聘覆盖面。

据介绍，6月 30日在海口国际
会展中心举办的“2017海南综合招
才引智专场人才招聘会”，共有200

多家用人单位报名参加，岗位总数
2000多个，涉及海洋渔业、信息、医
疗卫生、教育、旅游、商贸和农林等
行业。其中，事业单位50多家、800
多个岗位；企业100多家、1000多个
岗位。

为了提高引才服务效率，简化招
聘程序，有10余家事业单位、300多
个高层次人才岗位将实行现场考核
招聘，合格者不需要参加事业单位统
一招聘考试。

除了“招才”，“引智”也将成为
本次综合招商活动的重头戏，将采
用“40+1”场招商推介活动向国内外
客商充分展示我省生态环境、经济
特区、国际旅游岛“三大优势”和“多
规合一”等最新改革成果，并邀请各
行业、各领域的专家、学者、能人、高
手，以推介会、座谈会、研究会、论坛
等形式，深入探讨“生态立省、产业
兴岛”发展大计，共同把脉“国际旅
游岛”建设。

我省将以“招商引资”推进“招才引智”
本月30日将举办专场人才招聘会，提供岗位2000多个

本报海口6月20日讯（记者杨
艺华）记者今天从2017海南综合招
商活动第二次新闻发布会上获悉，
海口将于6月27日举办一场主题为

“国际化滨江滨海花园城市美好新
海口”的综合招商推介会，重点推介
海口城市更新项目、琼州海峡经济
带项目、高新技术及医疗健康产业
项目、全域旅游项目、热带农业公园
项目等。

据介绍，截至6月19日，海口计
划签约 115 个项目，协议投资额

1179.816亿元。
据相关负责人介绍，海口此次

招商活动呈现以下特点：
一是结构优化。一批大企业

的进驻、大项目的引进提供有效
供给，教育、医疗、文化等产业一
直是制约海口发展的短板，此次
招商将有效弥补这些弱项；二是
此次活动，海口没有签一个房地
产项目；三是每个签约项目都经
过深入洽谈，项目较实，预计落地
率高。

海口计划签约115个项目
协议投资额逾1179亿元，重点推介城市更新项目等

■ 本报记者 陈雪怡 通讯员 朱耀强

“北斗不只在天上，北斗还在渔船
上。”

距离南海伏季休渔已有一个多
月，琼海渔政站站长吴箐和同事每天
都会去渔港码头转一圈，数数休渔渔
船是否都在港，再跟渔民兄弟聊会天
唠会嗑。

“吴站长，每天都过来看渔船，数
得过来吗？”

“这么多船当然数不过来！实地
巡查其实是做二次确认，通过北斗监
控平台，我们对休渔渔船动态一清二
楚，是否在休渔期间出海生产作业，如
有违法出海作业行为及时提醒返港，
这些利用北斗都能完成，确保琼海渔
业生产秩序和渔民生命财产安全。”

“北斗可真不简单，出海作业能
实时监控，渔船出险可随时报警，在
海上还能收听天气预报和预警通
知。”聊到船上的北斗，渔民们忍不住
打开了话匣，侃侃而谈：“它是‘千里
眼’‘顺风耳’‘护身符’，能救船、救
灾、救命”……

自2010年实施海洋渔业安全生
产北斗卫星导航通信系统工程项目以
来，截至2016年项目完成并通过验
收，我省为上万艘渔船安装北斗应用
终端，实现了海南对外海作业渔船的
联网指挥、动态监控、防风防台、应急

救援管理等，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海上搜救的“利器”

闯海多年，文昌清澜渔民梅方前
心里有笔明白账：渔获大小决定收入
多少，台风大小决定损失多少。“自从
装了北斗后，因台风造成的损失是越
来越少了。”梅方前对2014年的“威
马逊”台风印象深刻，“几艘渔船在台
风中都遭到了损坏，船只漏水、渔网
破损……但幸好及时回港，损失不算
太大。”

2014年7月，第9号超强台风“威
马逊”直扑海南岛，省渔政主管部门配
合省三防办，利用北斗船舶安全监控
智能平台多次发布台风预警信息，指
挥渔船回港避风，同时通过平台实时
监控渔船回港情况，确保我省两万多
艘渔船全部回港避风，人员全部上岸。

风猛，且急。防风应急不仅要全，
还要快。利用北斗卫星导航通信系统
开展防风防台、应急救援等，效率能有
多及时？北斗星通信息服务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樊大明举了个例子：“在项目
实施启动后不久，2010 年 12 月 15
日，天气预报北部湾将有七级到八级
的东北风，儋州渔政及时通过北斗监
控平台发布了该预警信息，仍发现新
州镇有3艘渔船返港迟缓。儋州渔政
立即通过北斗监控平台指挥其迅速返

港，3艘船返港不到20分钟，大风即
至。”

有统计表明，自2012年以来，北
斗已成为海上搜救工作的“利器”：对
遇险对象的搜寻效率提高30%以上；
渔政及救捞系统的管理能力和救助调
度能力明显提升，人命救助成功率达
到98%以上，节约了数额不小的人身
伤害赔偿费。“通过充分利用北斗链
路，进行危险水域告警、台风预警等服
务，协助渔船及时规避风险，为涉海企
业和人员减少上亿元的遇险财产损
失。”樊大明补充道，统一平台的建设，
也有效防止类似项目盲目、低水平地
重复投资建设，为全省节约了几千万
元的社会资金。

渔民的“千里眼”“护身符”

对于北斗，渔民们习惯称之为“千
里眼”“顺风耳”，因为“它让我们能与
岸上沟通，和家人联系，还能收到各种
预警预报和简讯！”但琼海渔民王昌，
则习惯把北斗称为“护身符”，“2015
年4月22日，我在海上作业时突然遇
险，是通过北斗导航终端发出求救信
号才获救的。”

“海洋捕捞业属‘高危行业’。”省
海洋与渔业厅相关负责人介绍说，在
实施海洋渔业安全生产北斗卫星导
航通信系统工程项目的前八九年间，

我省渔船发生事故148宗，死亡（失
踪）168人，沉船169艘，经济损失超
2亿元，给渔业生产开发和渔民生命
财产带来严重损失。“渔船事故时有
发生，遇险时渔船往往与岸上联系不
上，其确切位置无法确定，给救助带
来重重困难，究其原因，还是渔船通
信装备落后所致。”

自2010年系统运行起的两年时
间内，据不完全统计，渔业主管部门利
用北斗监控平台先后发送热带气旋等
危险气象信息14500余次，成功指挥
救助12起，救助遇险渔船9艘，渔民
36人，游客6人，危重病人3人。“再以
去年为例，三次台风渔船回港避风达
到100%，直接参与渔业海上救助82
起，成功救助救援271人，挽回经济损
失1000多万元。”省海洋与渔业监察
总队相关负责人说道。

北斗，不仅是王昌等渔民的“护
身符”，还是游客、市民等群众的“护
身符”。

2011年12月23日，旅游快艇“启
航3号”在三亚附近海域失去联系，船
上6人有生命危险。在其他部门派出
直升机搜救无果的情况下，他们向省
海洋与渔业厅请求提供技术支持，该
厅随即通过北斗监控平台，向失事快
艇附近海域的500余艘作业渔船发出
协助搜救指令。3个小时后，“启航3
号”旅游快艇被琼临高03067渔船及

时发现并成功救助。
“项目初期以渔船为主，其示范

成果具有较强的代表性，对包括游
艇、内河运输在内的全行业具有很好
的示范作用。”省海洋与渔业厅相关
负责人表示，以北斗卫星导航通信系
统工程项目为契机，我省逐步建立健
全对遇险船舶及时、迅速、准确、高效
的救援长效机制。

保护海洋环境的助推器

“今年南海伏季休渔时间延长了，
担心渔民因急于捕捞生产，而关闭北
斗违法出海作业，所以我每天都过来
转转。”吴箐清楚地记得，“就在两年
前，有200多艘渔船为逃避执法部门
检查，擅自关闭北斗卫星导航，每艘被
罚了5000元。”

省海洋与渔业厅相关负责人说，
通过海南省海洋渔业安全生产北斗卫
星导航通信系统工程项目的建设，利
用船载终端设备实现了对远、中、近海
绝大部分渔船的卫星全覆盖，配合移
动智能位置服务终端，丰富了船舶管
理手段，提高船舶管理的执法能力，降
低管理成本，提高管理水平。“在此基
础上，该项目积极助力我省渔业资源
管理和海洋环境保护，促进我省渔业
的可持续健康发展。”

（本报海口6月20日讯）

我省自2010年起实施海洋渔业安全生产北斗卫星导航通信系统工程项目

万艘渔船装北斗 出海捕鱼护平安

本报海口6月20日讯（记者叶媛媛）记者从
今日召开的海口市政府党组（扩大）会议暨市长碰
头会上获悉，《海口市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工作方
案》正式通过，到2020年底，海口将实现全市行政
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建设全覆盖。

按照《方案》，海口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将采用社
会融资PPP模式进行，选用技术可靠、诚信度高、投
融资能力强、具有从事城乡水环境治理专业能力的企
业单位实施全市农村的污水治理和日常运营维护。

在治理中，海口将优先考虑列入美丽乡村建
设名录以及饮用水水源保护区、主要河流湖库周
边、主要旅游景区点周边、高速公路和铁路两侧、
主要城镇（城镇规划建成区以外）等区域的村庄生
活污水治理。

《方案》要求，到2017年底，海口全市行政村
生活污水处理设施建设覆盖不少于30%，重点
完成46个行政村污水治理；到2018年底，生活
污水处理设施建设覆盖不少于50%；到2019年
底，覆盖面积不少于90%；到2020年底，全市行
政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建设实现全覆盖，累计完
成210个行政村污水治理。

对可纳入城镇污水收集管网的村庄，海口将
优先考虑将村庄生活污水纳入城镇污水收集管网，
统一处理；对不能纳入城镇污水收集管网的村庄，
生活污水量大且易于统一收集的，以建设雨污分流
收集管网，采用污水处理厂（站）、一体化处理设施、
集中式人工湿地等方式集中处理；对于居住分散、
生活污水难以统一收集的村庄，应尽可能合理利用
现有边沟和自然沟渠收集生活污水，采用分散式
人工湿地、氧化塘、稳定塘等方式分散处理。

海口农村生活污水
治理时间表出炉
到今年底完成46个行政村污水治理

医药项目 协议投资19.85亿
低碳制造项目 协议投资172.604亿
高新技术项目 协议投资额52.8亿
教育项目 协议投资5.5亿
文化体育项目 协议投资69.85亿

旅游项目 协议投资额510.11亿
协议投资12.66亿热带高效农业项目

互联网项目 协议投资122.392亿
医疗健康项目 协议投资6亿
金融保险项目 协议投资58亿
会展项目 协议投资4.1亿
现代物流项目 协议投资145.95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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