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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海口1月10日讯（记者
郭萃 特约记者刘伟 通讯员刘琰）
今天上午，海口市龙华区首个镇
级扶贫电商平台——龙泉镇农产
品电商运营中心在龙泉镇揭牌。
该中心将通过线上线下销售渠道
相结合，帮助龙泉镇精准扶贫户所
种植的农产品进行对外销售，帮助
贫困户增收。

据了解，龙泉镇农产品电商
运营中心位于龙泉镇南街，是由
龙泉镇委、镇政府主导，海口高
峰农业商贸有限公司负责日常
运营管理，共同打造的农产品电
商平台。该中心得到了龙泉镇
当地农户、精准扶贫户的支持
和参与。记者在现场看到，电
商中心集中展示了 15 款“龙华

区羊山系列美味”农产品和龙泉
镇特色荷花茶、南椰、柳豆等特
色农产品以及当地的果蔬产品、
荷花产品等。

龙泉电商运营中心负责人
吴金龙介绍，电商中心成立后，
将充分挖掘和展示龙泉镇当地
的农产品，打造一批龙泉农产品
品牌，帮助龙泉镇本地农产品以

及来自精准扶贫户所种植农产
品进行对外销售。同时，该中心
还将通过多种电商方式渠道对
接线下直营店，架起贫困户和消
费者之间的快速通道，帮助贫困
户增收。

此外，电商中心还将及时对
接收集统计当地贫困户的农产
品信息，量身定制帮扶计划，对

贫困户进行电子商务方面的培
训教育，帮助贫困户学会开网
店，并利用线上线下渠道，充分
推送和宣传龙泉镇的吃、穿、住、
行、娱等各方面信息。未来，该
中心还计划带领贫困户等策划
筹备打造龙泉农产品集市和龙
泉荷花节活动，进一步扩大龙泉
镇的知名度。

海口龙华区首个镇级扶贫电商平台揭牌成立

农户开网店“土货”变宝贝

■ 本报记者 刘梦晓 通讯员 翁滔

“王育全今年种了4亩百香果，
收第一批果子分红5320元！”1月8
日晚，临高县多文镇凤雅村文化室里
笑语不断，村里的扶贫产业收益分红
大会就在这里举行。

“真是太感谢了！”贫困户王育全
从临高县纪委副书记黄河手中接过
5320元的百香果分红款，激动地说
道。

在分红大会现场，除了王育全以
外，加入临高雅香园种养专业合作社

的5户贫困户当晚都拿到了第一笔
产业分红。

记者了解到，在临高县纪委监察
局的支持下，驻村第一书记黄尚骞带
领凤雅村的村干部们经过考察后，利
用凤雅村委会8个自然村的林地资
源丰富这一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把
百香果种植变为贫困户脱贫增收的
渠道。

2017年5月，凤雅村村民开始学
习种植百香果，在驻村工作队、村“两
委”干部和贫困户的共同努力下，经
过半年的辛苦劳作，第一批百香果终

于收获了。
“为解决百香果的销路问题，村委会

与三亚桂盈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签订收购
协议，统一种植，统一收购，既保证了百
香果的无公害种植与产品质量，又保证
了销路。第一批百香果一售而空。”凤雅
村党支部书记王峻嵘说，首批参与种植
的6户贫困户都得到了分红，人均分得
2000元，最高的领到5320元。

黄尚骞告诉记者，凤雅村的贫困
户大多是自身发展动力不足，缺资金
没技术，只有发挥党支部的引领作
用，让有技术、有资金的能人先行加

入合作社，带领大家共同发展，才会
产生更大的效益。

为此，凤雅村探索出了“公司+合
作社+贫困户”的新模式，让产业扶贫
走出了新路子。产业合作社的模式，
不仅让王育全、王志强等贫困户参与
到产业扶贫中，也让更多的凤雅村村
民看到了致富的希望。

据了解，凤雅村今年计划增加种
植150亩百香果，争取做大做强产
业，让贫困户实实在在增收，踏踏实
实走上致富路。

（本报临城1月10日电）

临高凤雅村发展百香果产业扶贫

6户贫困户摘“金果”得分红

1月9日，在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营根镇百花村，村民将家具搬进新家，预计春节前能入住。
据了解，目前该村整村推进脱贫项目已经接近尾声，部分房子装修已结束，项目完工后，50多户贫困户

将入住新居过上新生活。 本报记者 陈元才 通讯员 朱德权 秦海灵 摄

脱贫攻坚进行时

琼中百花村：
50多户贫困户将住上新房 本报海口1月10日讯（记者宗兆宣）为维

护节日期间菜价稳定，海口市工商局即日起开
展为期2个月的打击欺行霸市维护农产品批发
市场秩序专项整治行动。

据介绍，此次整治范围主要针对海口市
内各大农产品批发市场。重点整治三类违法
行为：一是农产品批发市场经营者涉嫌非法
垄断和控制各类农产品经营权的行为；二是
农产品批发市场经营者采取强买强卖，迫使
他人接受不平等或不合法的交易条件；三是
农产品批发市场经营者，阻碍外地农产品进
入本市场销售的行为。

对此，工商部门将采取三方面具体举
措：一是主动联合物价、公安部门，在各农产
品批发市场悬挂宣传标语，利用LED显示屏
加强普法教育，宣传法律规范，引导经营者
守法经营、诚信经营。二是召开市场开办
者、经营者座谈会，告之相关政策规定，动员
其投诉举报涉及欺行霸市等违法违规行
为。三是组织开展摸底排查，对农产品批发
市场可能存在欺行霸市行为进行摸排，收
集、整理各类欺行霸市行为，及时严厉打击
欺行霸市行为。

海口工商专项整治农产品批发市场

维护节日期间菜价稳定

本报海口1月10日讯 （记者王玉洁 通
讯员张鹏飞）记者今天从共青团海南省委获
悉，在团中央主办的2017年中国青年社会组
织公益创投大赛中，海南暖乡志愿服务团队
实施的“小乡村 大讲坛”志愿服务项目摘得
铜奖。

记者了解到，3年来，参加“小乡村 大讲
坛”志愿服务的大学生以讲座的方式，向海南农
村小学生分享自己的求学道路，向他们介绍自
己的大学生活，帮助他们树立信心，引导他们认
真读书，实现人生梦想。

此外，志愿者还通过趣味性强的特色课
堂介绍植树造林、保护环境的意义，引导他
们远离毒品、珍爱生命，提高孩子们的安全
意识和环保意识，同时引导他们了解琼剧等
海南本土文化。

目前这支志愿服务团队已累计向海口、
三亚、澄迈、万宁、东方、儋州等市县的 100
所农村小学开展了支教活动，志愿者多为当
地大学生群体，掀起了返乡大学生支持家乡
公益发展的热潮。

据悉，2017年中国青年社会组织公益创投
大赛共收到31个省级团委推荐的1224个公益
项目，涉及家庭教育、生态环境、赈灾及救援等
领域，旨在发掘一批具有创新性、专业性、可持
续性的公益服务项目，培育一批有发展潜力的
初创期和中小型公益组织。

中国青年社会组织公益创投大赛落幕

海南“小乡村 大讲坛”
志愿服务项目获铜奖

海汽海星驾校与三亚公交
助力乐东精准扶贫

贫困青年免费培训
有望进国企开公交

本报海口1月10日讯（记者
邵长春 通讯员麦世晓）今天上
午，乐东黎族自治县、海汽集团海
星驾校、三亚公交集团第一期科
技助力精准扶贫“公交驾驶员”定
向就业培训班在海口开班，乐东
62名贫困户青年将在海汽集团海
星驾校接受为期三个月的定向就
业封闭式培训，待通过培训考试取
得A3驾照后，将被安排到三亚公
交集团从事公交驾驶员工作。

乐东副县长林振康说，一人
稳定就业帮助全家脱贫，选送贫
困户青年参加公交驾驶员定向就
业培训是一项帮扶措施，这次海
汽集团海星驾校、三亚公交集团
和乐东县科技助力精准扶贫领导
小组办公室联合签订了举办公交
驾驶员定向就业培训合作协议，
体现了国企打赢脱贫攻坚战的政
治责任担当。

海汽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
姜宏涛说，海汽海星驾校作为新
国标一级驾校，是目前我省唯一
一所符合大车职业化教育的驾
校，也有过此类扶贫班的培训经
验，“相信海星驾校有能力办好此
次培训班，让学员快乐学习，顺利
就业。”

参加此次培训的乐东黄流镇
新民村贫困户邢火旺告诉记者，
能够通过培训进入国企工作，对
于他们来说过去简直是不敢想的
好事，“感谢党和政府、企业，整个
家庭脱贫的希望都寄托在我的身
上，我一定加倍珍惜这次机会，认
真接受培训，早日回报社会。”

乐东县科助扶贫办主任李正
安说，这次培训学员的培训费和
食宿费全免，这是第一期公交驾
驶员A3驾照定向就业培训，以后
还将举办4期，争取驾驶员定向
就业培训人数达到300人。

本报海口1月10日讯（海报集团全媒体
中心记者陈丽娜）中国国际文化传播中心南
海联络部日前在海口成立。该机构旨在进一
步推进海南“一带一路”建设，充分发挥中国
国际文化传播中心在国际文化交流领域的优
势，为海南同东南亚乃至世界各国的文化交
流、贸易合作搭建友好桥梁，推进海南经济、
文化、旅游等快速发展。

中国国际文化传播中心相关负责人说，
海南地处海上丝绸之路的关键节点，也是中
国与东盟、南亚、中东各国海上交往的最前
沿。当前海南抓住“一带一路”倡议机遇，大
力推动旅游文化的发展，积极加强与东南亚
国家的贸易往来，使海南焕发出新的活力。
南海联络部作为中国国际文化传播中心的下
属机构，将为促进海南同世界各国的文化交
流搭建桥梁，努力提升海南文化的国际影响
力和竞争力。

中国国际文化传播中心
南海联络部成立
为促进海南同世界各国的文化交流
搭建桥梁

广告

招商公告
现有海南澄迈老城经济开发区一期厂房及厂区土地，厂区占地 63 亩，厂房建筑面积 10512

平方米，其他建筑1500平米，现向社会寻求合作伙伴。有意者请到海口市金盘路30号海南日报
社新闻大厦 12 楼经管办领取该项目的相关资料。咨询电话：翁先生：手机号码：13322095818
李先生：手机号码：13807598528 韩先生：固定电话：0898-66810056 手机号码：15208958697

为加快海口市人才队伍建设，根据岗位需要，决定面向社会公
开引进（选调、招聘）10名高层次人才。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引进（选调、招聘）职位
1.海口市林业局总工程师1名；2.海口市海洋和渔业局总工程

师1名；3.海口市旅游发展委员会总规划师1名；4.海口市金融工
作办公室主任1名；5.海南华侨中学校长1名；6.海口市人民医院
副院长1名；7.海口市直属企业旅游文化运营管理副总经理1名；
8.海口市直属企业（市政、园林、管廊）工程技术副总经理1名；9.海
口市直属企业公交运营管理技术副总经理1名；10.海口市直属企
业港口运营管理总监1名。

报名条件和岗位要求详见《报名基本条件》《海口市2018年
引进（选调、招聘）高层次人才岗位需求目录》。查询网站：

海口市政府门户网站（http://www.haikou.gov.cn）
海口党建网（http://www.haikoudj.com）
二、相关待遇
引进（选调、招聘）的人才享受海口市人才优惠政策，并视不

同岗位享受政策规定的薪酬待遇。
三、引进程序
（一）报名
报名时间：2018年1月11日——2018年1月31日

每一位报名者只能报考一个职位，采取网上报名和现场报名
两种形式进行。

报名者填写《海口市2018年引进（选调、招聘）人才报名登记
表》，并提供身份证、工作证、毕业证、学位证、专业技术资格证（职
[执]业资格证）、任职文件及具体岗位要求的其它证明材料。现场
报名者提供原件、复印件，现场报名地址：海南省海口市秀英区长
滨路8号海口市第二行政办公区1号楼2002室。网上报名者提
供扫描件，发送至邮箱（hkyjrc@126.com）。

（二）考试、体检和考察
考试时间以电话通知为准。考试结束后，按照综合成绩从高

到低的顺序确定进入体检和考察人选。可到海口市政府门户网
站和海口党建网查询。

（三）公示和任职
引进人选将在海口市政府门户网站和海口党建网公示5个工

作日。公示期满无异议的，按照规定程序办理相关引进手续。
本公告未尽事宜，可通过电话或电邮垂询。
咨询电话：（0898）68725027、68725026
电子邮箱：hkyjrc@126.com

海口市引进（选调、招聘）人才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2018年1月11日

海口市2018年引进（选调、招聘）高层次人才公告

资产名称
本金
利息

本息合计
借款合同名称编
号（或签订日期）

担保人

昌江黎族自治县粮油总公司
1,000,000.00
1,870,900.00
2,870,900.00

1999年12月30日农银抵借字99第31号《抵
押担保借款合同》100万元
昌江黎族自治县粮油总公司

根据海南聚盈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与姜凌鹏达成的债权转
让协议，海南聚盈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将其对“昌江黎族自治县
粮油总公司”的主债权及担保合同项下的全部权利，依法转让给姜凌
鹏，现公告要求公告清单中所列的债务人及其担保人，从公告之日起
立即向姜凌鹏履行主债权及担保合同约定的还本付息义务或相应的
担保责任，特此公告。 单位：元

海南聚盈企业管理中心（有限
合伙）与姜凌鹏债权转让公告抢鲜读

证券导报
SECURITIES

今
日

(H04)招行海口分行创“百佳”纪实

(P02)2018开年九连阳 震荡盘升

(H09)海南橡胶纳米粘土天然橡胶研制成功

(H03)海南农行：千亿贷款力挺海南经济

海南中小微融资奖补开始申请 (H12)

本报海口1月10日讯（海报
集团全媒体中心记者陈虹羽）日
前，为了助力海南打赢脱贫攻坚
战，南海网探索发展“电商扶贫”
模式，利用微商城平台优势，开设
海南首个媒体电商扶贫专区帮贫
困户摘“贫帽”。

据了解，南海网微商城媒体
扶贫专区通过主动邀请驻村扶
贫干部携当地农产品上架微商

城，帮助贫困户销售家禽、蜂蜜、
茶叶等土特产，旨在通过打造农
村电商生态圈，让扶贫工作更具
有可持续性。

目前南海网微商城媒体电
商扶贫专区上架了白沙生态保
护区的山鸡蛋、东方红心石榴、
海口云龙富硒山药、定安纯手工
米酥等农产品，也欢迎更多贫困
户入驻并陆续上架新产品。（联

系方式：唐先生 18608998651）
南海网相关负责人介绍，

南海网微商城作为海南唯一
入选全国网信企业参与网络
扶贫“双百”项目的电商，未来
还将进一步拓宽、丰富销售渠
道与方 式 ，通 过 溯 源 和 营 销
体 系 的 大 数 据 分 析 ，推 动 定
向 精 准 扶 贫 ，助 力 我 省 脱 贫
攻坚工作。

南海网微商城开设海南首个媒体电商扶贫专区

电
商
扶
贫

扫码关注南海网微商城
入驻媒体电商扶贫专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