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共有耕地面积2300亩，村庄
面积 603.48 亩，其中：规划居住
用地面积347.3亩，目前已使用居
住用地面积 71.3亩，可用居住用
地面积276亩。

依据镇域规划，文昌拟将葫
芦村打造为集生态、观光、旅游、
休闲度假、体验野外劳动等的美
丽乡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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葫芦村地处东路镇约亭墟的
西南，紧挨海文高速公路大致坡
出入口的南侧，到村中心仅约 1
公里，距省会海口市 46公里，文
城22公里。

全村现有 10个村民小组，农
户240户，总人口 1275人，劳动力
698人。

制图/杨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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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2017中国（海南）美丽乡村发展大会
美丽乡村礼赞

■ 本报记者 张期望

“我们这里是老牌的美丽乡村旅
游点，生意这么好不足为怪。”在文昌
市东路镇葫芦村，以前做瓜菜生意的
邢益国在村里新开了一家农家乐。
尽管刚开不到两个月，几乎天天客
满。他家老房子早已被改造成民宿，
22间客房一到周末也会被抢住一
空。通过打造美丽乡村旅游点，这几
年葫芦村除了依旧美外，村民的生活
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一幢幢新修的小楼房掩映在古
树之间，古旧的民居也被装修一新，
大门上方的壁画让房子看上去更加
精致。一条蜿蜒的小径延伸至树林
深处，游客爽朗的笑声回荡在林间。
上百年的菠萝蜜树、箭毒木，300年
的荔枝树，400年的黄桐树散落在村
中。村前的田洋里，白鹭和不知名的

鸟儿在悠闲地飞翔，上百亩绿化花草
大棚格外引人注目。

“2006年，我们村就建成文明生
态村，当时整个村的村容村貌就发生
了很大变化。”葫芦村村委会主任邢
益铁称，通过文明生态村的建设，村
里很快修筑了入村水泥大道、入户水
泥小道，并建起了文化室、老年人活
动中心等文体活动设施。

2012 年，文昌市又以打造“美
丽乡村”为突破口，大力提升葫芦村
的基础建设，让葫芦村村容村貌再
次发生大变化。除了有龙泉乡园度
假区、白鹭湖生态保护区等景区，还
有联合国野生水稻保护区、荔枝种
植园、荷花观赏园等农业观光资
源。作为美丽乡村和城乡一体化的
示范点，葫芦村不断迎来八方游客。

建设美丽乡村，不仅仅是让乡村
变美，更重要的是让乡村富裕起来。

在“政府主导，企业促进，农民参与，
市场运作”的思路下，近年来，葫芦村
探索高标准建设、高档次管理，企业
主导与农民深度参与的整套发展模
式，大力发展乡村游度假区、瓜菜种
植基地等。

在葫芦村第八村民小组内的龙
泉乡园度假区，其主体是以前下南洋
的华侨留下的几栋闲置房屋，经过当
地政府引进企业与当地村民深度开
发，如今整个度假区占地数百亩，仅
园林观光就占地300多亩。不仅给
村民带来就业机会，而且为村里吸引
了大批游客。

不仅如此，近年来，葫芦村还引
进了瓜菜种植基地和航天育种基地，
让村里闲置的土地得到充分利用，村
里青壮年劳动力再也不需要外出打
工，在家门口就实现了就业。

“村庄很美，你都看到了，我现在

给你讲讲我们村民致富的故事。”邢益
铁说，葫芦村有大量的坡地，村民利用
坡地种植了约3000亩荔枝，以前还未
建设美丽乡村时，村民经常为销售发
愁。随着葫芦村名气越来越大，游客
也越来越多，村民开始试着向游客销
售荔枝。很快，葫芦村味道甜美的荔
枝将游客们吸引住了。这几年通过游
客的口口相传，一到荔枝采摘季节，就
有游客成群结队来到村里，吃上一顿
农家饭，住上一晚，再买上几十斤荔枝
回去。“我们这里现在种水果、特色瓜
菜，再也不愁销路。”邢益铁说。

“未来，葫芦村还要加快发展力
度，让村民更加富裕，生活更加美
好。”邢益国说，目前，葫芦村正在加
大招商引资力度，争取在近两年再打
造一个乡村度假区，为葫芦村的发展
提供更强大的引擎。

（本报文城11月20日电）

本报海口11月20日讯（记者赵优 通讯员谢
琛）11月14日至19日，美丽中国“一带一路”澳新
推广活动在澳大利亚悉尼、墨尔本和新西兰奥克兰
举行。省旅游委在国家旅游局带领下同其他10个
省区市参加此次推广活动。

在悉尼和墨尔本举行的“美丽中国之夜”推介
活动中，澳大利亚不少旅行商对海南表现出浓厚兴
趣，认为海南的旅游资源和产品对澳大利亚游客有
较大吸引力。在新西兰公众促销活动中，我省重点
宣传了海南的热带岛屿风情，展现“阳光海南，度假
天堂”热情友好的旅游目的地形象，受到广泛欢迎。

据了解，借助此次赴澳新宣传推广和“2017中
澳旅游年”的契机，为进一步开拓澳新旅琼市场，做
好海口—悉尼直达航线开通前的市场调研，省旅游
委于14日在悉尼举办了海南旅游座谈会，邀请澳大
利亚旅行商代表出席。会上，琼澳双方还就澳新游
客情况、对海南旅游的印象，相似旅游目的地旅游产
品情况、澳新旅行商售卖海南产品情况和意愿，以及
如何开展宣传推广等进行了沟通交流和意见交换。

文昌葫芦村增发展新引擎

老牌美丽乡村 添美又添富

我省随美丽中国“一带一路”
推广活动赴澳新推介旅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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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省首家户外风洞
体验中心在蜈支洲岛开业

本报三亚11月20日电（记者孙婧）18日，三
亚蜈支洲岛旅游区正式推出风洞飞行项目，不仅
为鹿城旅游添新趣，也让游客享受到如跳伞飞行
一般的刺激体验。据悉，这也是我省目前唯一的
户外风洞体验中心。

据悉，风洞飞行体验，是通过电机产生大于260
公里/小时的风速（相当于17级台风），将人在一个
特定的空间内悬浮在气流里，从而模拟高速自由落
体飞行的状态，达到与真实飞翔同样的极限体验。

“风洞飞行发源于跳伞，在我国刚刚起步，三
亚全年气候温暖、自然风光优美，很适合发展户外
运动。”风洞体验中心有关负责人甘朝阳表示。

“这次我们引进风洞飞行，今后还将大力发展
陆上项目，通过不断丰富自身产品，为游客提供更
全面的海岛游玩体验。”三亚蜈支洲岛旅游区运营
总监鲍永洲表示。

与企业同行 与百姓同行

广告

立足琼崖，泽润一方。这五年，是招
行海口分行与琼崖企业和海南百姓同呼
吸、共命运、齐成长的五年。竭力为客户
提供便捷、舒心的服务成为招行海口分
行的不懈追求，并因此创造了享誉全海
南的服务品牌。大企业为之点赞，因为
享受到了追求国际水准的高水平服务；
中小微企业为之喝彩，因为获得了无差
别的金融普惠服务；市民为之鼓掌，因为
消费者的财富在这里增值保值。

山，因势而变；水，因时而变；人，因
思而变；海口招行，因您而变！

仔细梳理招行海口分行筚路蓝缕的
五年，就能看清楚新时代海南银行业发
展的清晰脉络，就能感受到招行一以贯
之的真情为百姓、全心为企业的宜人温
度。1800多个披荆斩棘、艰苦创业的光
荣岁月里，招行人不仅见证并积极参与
到海南改革开放发展、国际旅游岛建设
的历史征程中；更是引领企业时代发展
潮流、创造市民全新金融体验、满足消费
者多样化金融需求的重要力量。在这片
中国大改革试验田上，招行担当起了股
份制银行金融改革的先锋，不断传递和
践行“因您而变”的服务追求，交出了无
愧于时代和历史的崭新答卷。

在这份答卷上，圆满回答了“做海南
企业发展的有力支持者”的考题。

“哪怕客户有1%的需求，我们也要
付出100%的努力去满足。”招行海口分
行树立“小市场、大作为”的经营理念，深
入开展“一马当先”和“三个一”等营销竞
赛，将高层营销、关系营销、亲情营销、产
品营销有机结合，全行员工以饱满的激
情、昂扬的斗志投身到分行的批发业务
拓展中去。正是依靠这种锲而不舍的韧
劲，海口分行的本地客户从无到有，截至
目前已开拓优质稳定的本地企业客户
6000多家，包括大批实力雄厚的大企业。

在这份答卷上，圆满回答了“做海南
消费者的贴心金融服务专家”的考题。

“客户永远是我们的太阳，而招商银
行就像葵花一样围绕太阳转”。招行的
优质服务有口皆碑，这源于高层的重视，
服务文化流淌在每个员工的血液里。开
业以来坚持践行的“行长站大堂”服务，
让每位来到营业厅的客户享受到了行长
亲自服务的惊喜与尊荣。还有该行的

“服务上岗”认证制度、“服务录像我点

评”活动、以及“员工授权机制”为客户提
供的惊喜服务，让每一位消费者对招行
的周到服务赞不绝口。

弯腰甘为一座长桥，汇通南北，为海
南企业行走天下架起便捷的通道；挺身
宁做一把雨伞，遮风避雨，为海南百姓财
富增值提供稳健的工具。自成立之初，
招行海口分行就以满足企业金融需求为
己任，为民生改善给力添薪。

岁月不居，天道酬勤。当招商基因
融入琼崖大地，一段开拓奋进、顽强拼搏
的创业史自此启幕，一段为海南消费者
服务的新篇章自此打开。

开业伊始，为了让海南百姓了解招
行、信任招行，用上先进、时尚的金融产
品，精彩纷呈的宣传战役就在海口各个
繁华场所拉开。招行人走出厅堂、走上
街头、走进社区。一时间，“金葵花”成
为街头热议；一时间，“招行红”红遍椰
城内外。

扎根宝岛，服务海南；融资融智，为
民惠民。如今在海南，只要说起招行海
口分行，人们就会很自然地把她和“金葵
花”联系在一起。客户是太阳，招行是金
葵花，金葵花围绕客户转，精准回答了

“因您而变”的厚重内涵，清晰表达了招
行与客户间的鱼水情深，深刻反映了招
行的至诚服务理念。

深耕才能生根。“一卡通”“一网通”

和招商银行信用卡等知名金融品牌，是
招行海口分行打出的高科技牌，也是“因
您而变”的直接体现。招行一卡通就是
其中一个典型范例，从普卡、金卡、金葵
花卡、钻石卡到私人银行卡，丰富的零售
金融产品系列正源源不断地织成一个客
群大数据，成为招行加速零售金融业务
布局最重要的一环；也让招行海口分行
手握一套越来越丰富而完善的客户服务
体系。通过一张“卡”对客户进行定位，
分类分层管理，进行有效的市场开发和
营销，无论是私人银行贵宾，还是只有基
本需求的普通客户，都能获得与其风险
承受能力相匹配、渠道针对性很强的跟
踪式服务。

“好的业绩是团队协作的成果，我们
拥有一支‘拉得起、靠得住、打得赢’的小
集团军。”赵启柱行长这样评价他的公司
业务团队。

百年基业，人才为先；兴企之要，唯
在得人。五年来，招行海口分行一直致
力于打造经验丰富的高级管理团队和高
素质的员工队伍，使之成为核心竞争力，
成为服务企业与百姓的最佳团队。以公
司金融事业部为例，现有员工研究生和
本科生所占比例超9成。分行在筹建伊
始就对应聘人员进行了反复梳选，从中
挑选了精通交易银行、投资银行、资产管
理、金融市场交易等知识，且有一定营销

工作经验和市场分析能力的员工，组成
了公司业务核心团队。

对于重点客户的营销，团队成员深
入了解客户需求，并结合当前政策、市场
风险、投资收益等不同的角度，当面给予
客户专业的参考意见，让客户了解招行
的产品，之后根据客户实际情况迅速为
客户制定服务方案，有效提高了客户营
销的成功率。

落其实者思其树，饮其流者怀其
源。在海南沃土中茁壮成长的招行海口
分行饮水思源，时刻不忘“因您而变”的
真挚承诺。招行海口分行认为，银行在
创造利润、对股东负有责任的同时，还要
让自己的客户充分享受到招行的最佳服
务，更要让客户能获得致富机会。因为
他们深知，只有与客户共生共荣、良性互
动，才能有旺盛生命力。

招行服务新，把客户吸引到招行；招
行服务好，让客户离不开招行；招行服务
细，把客户稳在招行。正是基于“因您而
变”的这些深刻内涵，海口招行已经从渠
道、产品、客户到品牌、服务、队伍构成了
比较完整的体系化优势，形成了具有竞
争力的金融业务布局，为后续发力打下
了坚实基础。

五年间，国际旅游岛建设成就斐然，
金葵花也随之开遍椰城，欣欣向荣。那
抹催人奋发的招行红，成为海南岛上一
道亮丽耀眼的色彩。招行海口分行营业
网点从最初的1家，发展到目前的10
家，离行式自助银行16家，单点自助设
备7家，覆盖海口主要经济区域。

岁月如梭，留下了海南招行人一个
又一个奋进的足迹；责任如山，创业似筚
路蓝缕，镌刻了海口招行人一次又一次
骄傲的业绩。五年间，一系列荣誉接踵
而来，得到了总行和当地同业的充分认
可：分行营业部先后获评中国银行业协
会“五星网点”、“千佳网点”，今年又成功
入围“百佳网点”；分行连续三年被中国
人民银行海口中心支行评为反洗钱考核
评级A级机构；分行信息技术部在海南
省首届网络安全大赛中荣获团队二等
奖；分行工会连续两年荣获“年度工会优
秀单位”荣誉称号；分行荣获“人力资源
管理十佳分行”荣誉称号……

功崇惟志，业广惟勤。“因您而变”，
求新图强。“金葵”绽放，熠熠生辉。五年

来，招商银行海口分行倍受政府、企业和
市民赞誉，跻身海南最具社会责任的银
行、最佳竞争力的银行、最具品牌影响力
银行、最受市民信赖金融机构之列。

发展尚未有穷期，风物长宜放眼
量。如今，招行海口分行已经成为客户
心目中的贴心银行、财富管理银行！这
五年，不仅是海口分行未来发展踏征途
的开始，更是海口分行激情跨越铸辉煌
的起点：在如火如荼谋发展的国际旅游
岛上，在加快建设美好新海南的琼崖大
地上，海口分行必将奏响更激越、更昂扬
的发展乐章！ （志新 井岗）

银企融资对接会

外籍客户感谢招商的贴心服务

2017年11月23日，招
商银行海口分行即将迎来
五周年生日。

五年，借国际旅游岛东
风之机，顺势而上。五年，
助海南经济社会发展之需，
孜孜不倦。

从收获的金秋里出发，
在壮阔的南海畔启航，和国
际旅游岛共同成长。五年
前，在国际旅游岛建设的春
风吹拂下，琼崖大地焕发更
加盎然的勃勃生机。南渡
江畔，一颗充满生机与活力
的金葵花籽在此播种、生
根、发芽。在国际旅游岛春
雨的浇灌下，金葵花籽以乐
观顽强的生命力，在南国宝
岛上茁壮成长，尽情绽放。

五年，是一首首波澜壮
阔的创业史诗，记载着每一
段栉风沐雨的征程；

五年，是一曲曲跌宕起
伏的立业长歌，描绘着每一
程披荆斩棘的道路；

五年，更是一个个婉转
动人的守业旋律，讴歌着每
一位海口招行人的记忆。

招商银行海口分行成立五周年纪实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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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行海口分行员工合影

欢迎扫描
关注海报读者俱乐部

服务读者需求
改善读者体验

葫芦村古朴优美的田园风光吸引着八方来客。 本报记者 袁琛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