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出行信息

■ 本报记者 陈奕霖

10月20日晚，屯昌县西昌镇更
丰村贫困户王钦在村里的文化广场
喜滋滋地看起了国家开发银行海南
分行联合屯昌县文体局在该村开展
的扶贫晚会。小品《扶贫先扶志，勤
劳能致富》终了，王钦用力鼓掌：“真
是演到心坎里了！”虽然还未脱贫，
但他坚信，在政府和定点帮扶单位
的帮助下，依靠自己辛勤劳作，一定
能摘掉“贫帽”奔小康。

更丰村有59户贫困户。2016
年4月份，国开行海南分行被省扶
贫开发领导小组确定为更丰村的定
点帮扶单位。“我们专门成立更丰村

脱贫攻坚领导小组，组建支部对口
帮扶分队，还向村里派驻了驻村干
部。”国开行海南分行党委书记杨爱
武说，经过一段时间的走访，扶贫工
作人员找到了贫困户致贫的主要

“病根”，“对症下药”成为解决问题
的关键。然而，发展扶贫产业仍需
要进一步调研，直接向贫困户发放
资金则治标不治本。深思熟虑过
后，国开行海南分行决定，依托自身
优势开展脱贫攻坚。

“住房有保障，还是多亏了驻村
干部。”今年4月，王钦想要进行危
房改造，拿到政府补贴之后，资金上
还是存在缺口，便向某银行贷款两
万元。国开行海南分行驻村干部叶

哲斌得知此事后，发现王钦其实可
以利用金融扶贫政策贷到利率更低
的款项，于是他帮助王钦与贷款行
协调，让王钦得以提前还款，并重新
贷到三万元，在顺利完成危房改造
的同时，还降低了利率负担。

同时，国开行海南分行还在更
丰村开展“体验海口”“七彩课堂”

“六一亲子”等特色教育活动；在为6
名贫困大学生提供助学贷款，并发
放3500元助学金的同时，引导社会
爱心人士资助2名贫困学子。

去年4月以来，国开行海南分
行多渠道投入资金约170万元，支
持该村产业发展，改善基础设施，加
强教育帮扶，助力危房改造，目前已

帮助更丰村34户173人摆脱贫困。
“余下的25户贫困户将在今年内摘
‘贫帽’。”叶哲斌说。

此外，为了使更丰村党员干部
更好地发挥先锋带头作用，20日晚，
国开行海南分行还向屯昌县委组织
部捐赠了10万元特殊党费，专项用
于更丰村基层党组织建设。

杨爱武表示，该行下一步将重点
支持更丰村贫困户发展种植养殖业
和乡村旅游等特色产业，构建持久脱
贫、稳定脱贫的长效机制；完善扶贫
专员队伍建设机制，继续发挥驻村干
部的纽带作用，积极落实金融扶贫的
好方针、好政策、好措施，让村民生活
更富足。 （本报屯城10月26日电）

本报那大10月26日电（记者
易宗平 通讯员程远杰）“在政府引
导扶持下，我养殖的4000只鸡，今
年赚了2万元，第一次拿到这么多
钱，孩子上学的生活费、平时的家庭
开支都不用愁了，今后我还要扩大
养殖规模。”今天，被评为脱贫攻坚

“奋进户”的儋州市雅星镇大沟村村
民符永传，兴奋之情溢于言表。

符永传戴着大红花，坐在会场前

排，昔日的贫困户现在成为了先进典
型。今天，儋州市举行脱贫攻坚“奋进
户”表彰大会，244户带头摘掉“穷帽”
的代表受到优待和推崇，并走上领奖
台，各自获得奖金3000元。

经过调查复查，2016年初，我
省确认儋州共有贫困户 12271 户
56790人，是全省贫困人口最多的
市（县）。该市贫困人口主要集中在
北部火山岩干旱地区、中部黄泥沟

贫瘠地区、南部少数民族地区和农
垦退场队。

2016年，儋州市实施各类特色
产业项目316个，共有1.7万余人告
别贫困。今年该市再鼓干劲，全年
将帮助2.7万余名贫困人口精准脱
贫退出，8个贫困村整村推进达标退
出。

为了促“后进”为“后劲”，今年
下半年以来，儋州市在全市范围内

广泛评选脱贫攻坚“奋进户”。其
中，有244户脱贫攻坚先进典型户
受到表彰，每户奖励3000元，共计
73.2万元。

儋州市委书记张耕表示，要大
力弘扬“我脱贫，我光荣”的新风尚，
激发贫困户积极脱贫致富的内生动
力，形成比学赶超的浓厚氛围，增强
贫困户依靠产业脱贫的自我“造血
功能”，确保如期打赢脱贫攻坚战。

一年半来，屯昌县更丰村173人脱贫

金融扶贫让贫困户加速摘“贫帽”

脱贫攻坚进行时

儋州奖励244户脱贫攻坚“奋进户”73.2万元

大力弘扬“我脱贫，我光荣”的新风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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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金融办专题培训博鳌开讲

资本市场走进市县
助力特色产业发展

本报博鳌10月26日电（记者丁平）今天下
午，省金融办在琼海市博鳌镇举办“资本市场走进
市县 助力特色产业发展”专题培训（琼东北片区
专场）。

据了解，今年下半年，省金融办实施“资本市
场走进市县 助力特色产业发展”专题培训计划，
在南部、中部、西部等片区分别举办资本市场培训
活动，轮训各市县政府干部和行业龙头企业高管
人员，旨在普及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发展和资本运
营促进企业成长的理念。

海南绿生活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
凌利生感慨：“在做企业的过程中，深感融资之
难。今后，将利用好海南股权交易中心这个融资
平台。”

省金融办相关负责人介绍，此次专题培训既
是针对省委省政府提出的“要利用好资本市场方
面优惠政策，促进市县特色产业发展”进行的大研
讨大行动，也是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提出的十二
个重点产业发展部署的重要举措，更是促进地方
特色产业融合资本健康快速发展的一次实践。

据了解，今年以来，海南股权交易中心大力推
进“助力中小微企业发展工程”，积极建设“海惠
盈”综合金融服务平台，并通过“海惠盈”平台成功
推出了多单众筹项目及可转债项目，不断完善企
业路演、培训、咨询和企业家交流等四大服务平
台，积极发挥区域股权市场的重要作用，不断提
升企业竞争力，服务实体经济，促进企业发展。

直达欧洲之心

海南航空上海⇌布鲁塞尔
航线成功首航

本报海口10月26日讯（记者官蕾 通讯员
毛新）海南航空HU7921航班昨天从上海浦东
国际机场起飞，经过近12个小时的飞行，于当
地时间早晨7点30分平稳降落在比利时布鲁塞
尔机场，标志着海南航空上海⇌布鲁塞尔航线
成功首航，这一航线的开通将为中比双方旅客
提供更多的出行选择。

据了解，上海浦东⇌布鲁塞尔航线每周一、
三、五往返三班，航班采用波音787-9梦想客机
执飞，设有公务舱30个和经济舱258个，公务舱
配备180度平躺按摩座椅、BOSE降噪耳机及宝
格丽的洗漱包，全程享受私密安静的个人世界。
经济舱配有个人触摸式液晶电视娱乐系统、宽屏
液晶显示屏，为乘客在云端之上提供定制化娱乐
体验。客舱内还提供免费WIFI，方便乘客及时
了解新闻讯息，与家人朋友保持联系。

此外，为方便旅客的出行，海南航空还将推出
商务舱免费车接送、家庭套票、旅行套票等多元化
产品，以满足不同旅客的出行需求，为旅客打造完
美的出行体验。

据介绍，上海⇌布鲁塞尔航线开航当日正
值中比建交46周年纪念日。海南航空自2006
年开通北京⇌布鲁塞尔航线，在两国之间搭建
起空中桥梁，成为两国政治、经济、文化交流的
重要纽带。

本报海口10月26日讯（记者陈
奕霖）记者今天从省农业厅获悉，20
家农业产业园昨日被正式授予“2017
年省级现代农业产业园”称号。至此，
我省省级现代农业产业园已达54家，
通过现代产业园的创建，发挥其区域
农业现代化样板基地的引领作用，将
有效促进热带特色高效农业的升级转
型和提质增效。

我省2015年开始启动省级现代
农业产业园创建行动，“与往年不同的
是，今年评定的不再是‘省级现代农业
示范基地’，而是‘升级版’的‘省级现
代农业产业园’。”省农业厅相关负责
人表示，现代农业产业园作为建设水
平比较领先的现代农业发展平台，与
一般的农业示范基地相比，创建要求
更高、功能更全、辐射带动功能更广。

据了解，我省计划创建100家省
级现代农业产业园，对标国家级产业
园标准进行建设，并发挥其在构建现
代农业产业体系中的示范作用，为实
施乡村振兴战略筑牢新基础、农业供
给侧结构性改革搭建新平台、为培育
农业农村经济发展新动能创造新经
验、为探索农民持续增收机制开辟新
途径、为推进农业现代化建设提供新

载体。
“获评后还将继续依托资源优势，

加大力度发展产业园，驱动羊山地区
石斛产业有序发展，带动农民脱贫致
富奔小康。”海口羊山金钗石斛现代农
业产业园负责人彭贵阳透露，该企业
计划在5年内，于羊山地区发展5万
亩石斛基地，带动万名农民参与石斛
产业，通过一二三产业“三产融合”，生

态生产生活与农业旅游文化统筹发
展，促进羊山地区农业增效、农民增
收、农村繁荣。

此次省级现代农业产业园的评定
由省农业厅、省海洋与渔业厅、省林业
厅联合开展，通过多个评审环节，最终
从近百家候选产业园中选定排名前
20位的产业园，作为第三批省级现代
农业产业园。

我省新增20家省级现代农业产业园
比一般农业示范基地创建要求更高、功能更全、辐射带动功能更广

海南航空成都⇌纽约
直飞航线开通
首航航班由“功夫熊猫”涂装客机执飞

本报海口10月26日讯（记者官蕾 通讯员
骆玉龙）由海南航空“功夫熊猫”涂装波音787梦
想客机执飞的HU7915航班，于今晚22：00从成
都双流国际机场飞往纽约肯尼迪国际机场，飞行
时间约为15小时。至此，海南航空成都⇌纽约直
航航线正式开通，成都乃至西南地区的旅客往返
美国将更加便捷。

该航线是海南航空继今年3月开通成都⇌洛
杉矶航线之后，又一条直飞北美航线，也是海南航
空第四条西南地区直飞美国的航线。此前，海南
航空已开通中国内地至纽约、洛杉矶、拉斯维加
斯、西雅图、圣何塞、芝加哥、波士顿、多伦多和卡
尔加里在内的9个北美航点，加上此次开通的成都
⇌纽约航线，共计14条北美航线，海南航空的北美
航线网络布局不断完善。截至目前，海南航空已成
为中国内地运营中美航线数量最多的航空公司和
中国内地拥有规模最大787机队的航空公司。

纽约是美国第一大都市和第一大商港，是世
界金融中心之一。成都是西南地区的门户，定位
为中国国家级国际航空枢纽，拥有“航空第四城”
的美誉，也是国家“十三五”战略规划中重点打造
的国际性区域中心城市。此次成都⇌纽约航线
的开通，将连接我国西南第一大城市与美国第一
大城市，使西南地区赴美旅游产品更加丰富。

贵州遵义茅台机场31日首航

海口三亚均有航班直达
本报三亚10月26日电（记者袁宇）贵州遵

义茅台机场三亚通航推介会今天在三亚举办。据
悉，遵义茅台机场将在10月31日正式首航，海
口、三亚均有航班直达。

据悉，首航当日，贵州遵义茅台机场将起降北
京、天津、成都、福州、西安、海口6个城市航班，11
月1日起还将陆续开通郑州、三亚、上海、长沙、济
南、贵阳等城市的航班，并力争尽快开通南京、杭
州、厦门、深圳、珠海、昆明等地航班。

海南出入境检验检疫局：

多措并举保障涉旅
食品化妆品质量安全

10月24日，海南出入境检验
检疫局工作人员对入境物品进行
检验检疫。

据了解，今年1月至9月，海
南口岸进口食品化妆品2752批，
货值4.19亿美元，其中涉旅产品
如离岛免税食品化妆品等2575
批，货值3.36亿美元。该局相关
数据显示，海南口岸进口食品化妆
品合格率为99.93%，进口涉旅食
品化妆品质量安全稳定可靠。

据介绍，海南出入境检验检
疫局在监管手段不弱化、质量安
全有保障的基础上，进一步优化
监管流程，提高工作效率，加快通
关速度。今年共新增636项扩
大认可项目，其中扩大检测项目
508项，扩大检测方法128项，检
测项目比2016年增长 16.7%，
检测项目覆盖面大幅度提升，检
测时限大幅压缩 50%以上。

本报记者 袁琛 摄

本报海口10月26日讯（记者郭
萃 计思佳 通讯员陈创淼）今天上
午，海口市秀英区五源河片区（一期）
博抚村征收改造项目正式启动土地
房屋征收工作，该片区涉及征收土地
面积为373.33亩，投入资金约30亿
元，力争12月30日前完成房屋拆除
工作，两年内回迁安置完毕。过渡期
间，该村义务教育阶段的适龄儿童可
在秀英区教育局管辖学校中自主选
择就读学校。

随着海口市发展战略的推进，紧
邻海口市行政中心的博抚村，由于建
筑杂乱、公共服务设施缺乏，既与海
南国际旅游岛的形象不符，也严重阻
碍博抚村自身发展。对此，海口市决
定启动博抚村征收改造项目。

据了解，五源河片区（一期）博
抚村征收改造项目涉及五源河片
区博抚村及长滨路西侧的博抚村
现状房屋和海鲜城，涉及征收改造
土地面积为 373.33 亩，房屋 1000

余栋，房屋面积约30万平方米，户
数1000余户，人口约3000人，计划
投入资金约30亿元，村民可选择货
币或实物安置。秀英区政府相关负
责人表示，在征收改造过渡期间，博
抚村义务教育阶段的适龄儿童可根
据工作生活需要在秀英区教育局管
辖学校中自主选择就读学校，回迁
安置完成后，博抚村回迁商品房将
划片至五源河片区长彤学校招生
范围。

为加快项目推进，秀英区委、区
政府成立了五源河片区（一期）博抚
村征收改造项目指挥部以及48个
征收工作组，采取“定人定量定时间
节点、包点包户包完成任务”的办
法，进村入户宣传动员被征收人按
时签订征收补偿协议和搬迁。下一
步，秀英区还将陆续启动五源河片
区博生村、昌明村、传桂村、道盖村、
联昌村、棠甘村6个村的改造征收
工作。

海口博抚村改造启动土地房屋征收
力争两年内完成回迁安置

万宁一新型
工业产业项目落地
将提供1000个就业岗位

本报万城10月26日电（记者张
期望 通讯员吴鹏）日前，海南派成铝
业科技有限公司礼纪智慧工业园在万
宁礼纪开工奠基，这是该公司继龙滚
工业园成功建成运营后，又一工业园
落户万宁。该工业园将于明年12月
投产运营，预计年产值15亿元，可为
当地解决1000人就业问题。

海南派成铝业科技有限公司是万
宁市首家生产绿色环保建材企业。该
公司龙滚工业园自2014年投产运营
以来，抢抓发展机遇，经过短短三年时
间的建设和发展，现在年产值达到3
亿元，年均增长20%，有效解决了当
地200人的就业问题，带动了60户贫
困户脱贫。

据了解，礼纪派成铝业智慧工业
园建设项目占地200亩，总建筑面积
15万平方米，是集产品研发、智能生
产、工业旅游、公园休闲为一体的新型
工业产业项目。园区将建科技研究综
合大楼、智能厂房车间、包材仓库、职
工宿舍等。计划投资3.5亿元，预计
年产值达 15 亿元，可为当地解决
1000人的就业问题，能有效带动当地
贫困户脱贫。

据了解，万宁今年前三季度工业
增加值同比增长11.9%，新型工业经
济呈现发展加快、效益向好的局面。

海口美兰区计划种植
冬季瓜菜3.45万亩

本报海口 10月 26日讯 （记者
邓海宁 特约记者梁崇平）“趁着这
几天天气好，赶紧犁地备耕，下种种
植，争取卖个好价钱。”今天下午，记者
在海口市美兰区美焕常年蔬菜生产基
地看到，这里一派繁忙的景象，大部分
农田种上了各类蔬菜，剩下的田地正
在备耕。据悉，随着近日天气晴好，美
兰区正积极组织农民抢抓时机翻整土
地、种植冬季瓜菜，该区今年冬季瓜菜
计划种植面积达3.45万亩。

据了解，为规避不良天气影响，
推广瓜菜新品种和集约化育苗技
术，提高瓜菜种苗质量，美兰区还投
入50万元进行集中育苗，免费给精
准扶贫户提供冬种种苗，其他种植
户从集中育苗点购买种苗的补贴
80%。美兰区今年集中育苗计划种
植面积1500亩，集中育苗的品种主
要有密本南瓜、水瓜、辣椒、小番茄、
圣女果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