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链接

银行卡被盗刷怎么办？

现在人们手里的银行卡越来越
多，盗刷现象也越来越多。如果遇到
银行卡被盗刷，我们该怎么做才能尽
可能把损失降到最低呢？

①立即致电发卡行客服电话，冻
结卡片，避免损失扩大

②尽快到ATM机打印凭条，证明
人卡未分离

③迅速携带银行卡去最近的派出
所报案，以证明你本人和卡都在本地

制图/陈海冰
■■■■■ ■■■■■ ■■■■■

本省新闻 2018年3月20日 星期二
值班主任：黄畅学 主编：林容宇 美编：陈海冰B04 综合

时代的奋斗者时代的奋斗者

记者手记

求真
澄清谬误 明辨是非

省国税局、地税局联合发布公告：

下月起，142个办税事项
“最多跑一次”

本报海口3月19日讯（记者王培琳）近日，
省国税局、地税局联合发布公告，公示办税事项

“最多跑一次”清单，公布内容共含5大类142项
业务，该业务清单将在4月1日起正式执行。

据悉，根据国务院关于“放管服”改革的工作
要求和国家税务总局相关文件精神，结合我省实
际，近日我省国税、地税局的《办税事项“最多跑一
次”清单》予以公布。该公告自2018年4月1日起
执行，省国税局、地税局将适时动态调整清单。

据了解，这些业务包含报告类、发票类、申报
类、备案类、证明类5大类共142项具体事项。

本报海口3月19日讯（记者陈
蔚林 特约记者韩小雨）2018 年乡
村教师定向免费培养计划被列入
2018年省委、省政府为民办实事事
项。记者今天从省教育厅了解到，
根据各市县（区）报送的需求计划，
我省今年拟招300名乡村教师定向
免培生。

具体来说，这 300 名乡村教师
定向免培生中，乡村小学“一专多
能”定向免培生 200 名，小学教育

专业，本科层次，学制四年，培养院
校为海南师范大学，列入全国普通
高考提前批次录取；乡镇幼儿园定
向免培生 100 名，学前教育专业，
专科层次，学制五年，培养院校为
琼台师范学院，列入全省中等学校
招生考试提前批次录取。报考定
向免培生的考生要求身体健康，符
合国家《公务员录用体检通用标准
（试行）》规定。具体录取办法分别
按省考试局、省中招办的有关规定

执行。
需要提醒的是，报考定向免培

生的考生及家长应在报考前提前
咨询了解并认同《海南省乡村教师
定向培养计划协议书》内容。经遴
选符合条件的录取对象要与培养
院校和定向培养市县（区）教育行
政部门签订协议书，承诺毕业后到
定向培养市县乡村小学（乡镇幼儿
园）任教5年以上，5年期满后应继
续在我省从事教育工作不得少于5

年。录取为定向免培生的考生不
予退档。

记者还了解到，经各市县申
报，全省共申报乡村小学定向免
培生计划需求 281 人、乡镇幼儿
园定向免培生计划需求 127 人。
省教育厅综合考虑区域教育发展
差异及师资缺口等情况后，确定
了各市县具体招生指标。具体指
标分布情况可登录省教育厅网站
查看。

电子密码器次日失效
要实名补录？别信！
省反诈骗中心提醒：不要轻易点击
不明链接

本报海口3月19日讯（记者良子 通讯员王
晴 王宇）近期有不法分子冒充银行发送诈骗短
信，以客户的电子密码器失效为由，诱导客户点击
带病毒链接。海南省反诈骗中心今天发布紧急提
醒：银行是不会发任何链接让客户修改或者补录
信息的，千万不要点击不明链接。

“尊敬的杨XX客户，您的电子密码器于次日
失效，请速登录手机维护网站wap.jxxxxxxx.
com进行更新。给您带来不便，敬请详解！XX银
行。”近期有银行客户收到以银行的名义发送的短
信，称客户的电子密码器于次日失效，让客户马上
登录手机维护网站进行更新，并在短信中附了一
个网址，让客户点击网址进行实名补录、升级等。

据省反诈骗中心介绍，这是骗子的新骗局，附
带的网址链接有病毒，一旦点击链接，手机中毒，银
行卡易被盗刷，目前已有多人被骗。省反诈骗中心
提醒：银行是不会发任何链接让客户修改或者补录
信息的，若收到此类信息，要第一时间向银行咨询。

涉嫌严重违纪违法

省扶贫办综合处调研员
傅婉华接受审查调查

本报海口3月19日讯（记者尤梦瑜 通讯员
王晓桃）记者今天从省纪委省监委获悉，省扶贫工
作办公室综合处调研员傅婉华涉嫌严重违纪违
法，目前正在接受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琼岛本周前中期
气温有所下降
将现短时强降水及雷雨大风等天气

本报海口3月19日讯（记者叶媛媛 通讯员
许嘉 李凡）省气象部门预计，琼岛本周19日夜间
到20日白天，有全岛性降水，将出现短时强降水
和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中前中期其余时段
全岛以多云天气为主，气温有所下降。后期气温
回升，东半部地区有阵雨。

海南省气象台预计，19日夜间到20日白天
有全岛性降水，同时海南岛陆地及琼州海峡、海南
岛东部、南部和西部海面将出现短时强降水和雷
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前中期其余时段全岛以多
云天气为主，气温有所下降。后期气温回升，东半
部地区有阵雨。

陆地方面，19日夜间～20日白天，受南支槽
和低层弱切变线共同影响，全岛有小到中雨，其中
东部、西部和南部的局部地区有大到暴雨，并将伴
有短时强降水和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20日夜
间～23日白天，受冷空气影响，全岛以多云天气
为主，各地气温下降，五指山以北地区最高气温降
至21℃～23℃，最低气温降至12℃～15℃；五指
山以南地区最高气温 25℃～28℃，最低气温
16℃～19℃。

23日夜间～25日，受偏东气流影响，海南岛
北部、中部和东部地区有小雨，西部和南部地区多
云；气温逐日回升，最高气温北部、西部和南部地
区将升至 28℃～30℃，东部和中部地区升至
24℃～27℃，最低气温内陆地区16℃～18℃，沿
海地区19℃～21℃。

博鳌机场25日开通
博鳌⇌郑州航线

本报博鳌3月19日电（记者丁
平 邵长春 通讯员覃朝春）3月25日
起，乌鲁木齐航空公司将在琼海博
鳌机场投放1架过夜飞机，并开通博
鳌⇌郑州航线，这是记者今天从琼
海博鳌国际机场获悉的。

据悉，博鳌⇌郑州航线每日执飞
一班。去程航班号为UQ2593，12：50
由琼海博鳌国际机场起飞，15：50抵
达郑州新郑国际机场；回程航班号为
UQ2594，22：55由郑州新郑国际机场
起飞，01：55抵达琼海博鳌国际机场。

本次投放过夜飞机，意味着乌
鲁木齐航空和琼海博鳌机场合作进
一步深入。同时，博鳌机场增加过
夜飞机，这意味着机场资源能得到
更充分的利用，促进琼海本地旅游
市场的开拓。

上半年中小学教师
资格考试（笔试）结束
4月19日可查成绩

本报海口3月19日讯（记者陈
蔚林 通讯员高春燕）记者今天从省考
试局获悉，我省2018年上半年中小学
教师资格考试（笔试）工作于3月17
日顺利实施。本次考试共17684人报
名，比2017年上半年增长了3624人；
共计32127科次，比2017年上半年增
长了6808科次。

本次考试，我省分别在海口市、三
亚市、五指山市设置了海南师范大学、
海南华侨中学（高中部）、海南热带海
洋学院五指山校区等11个考点，共启
用1180个考场。考试科目涵盖了幼
儿园、小学、初级中学、高级中学、中职
等7个科类，共计34个科目。

4月19日，考生可登录教师资格考
试网（http：//www.ntce.cn）查询本
人的考试成绩，请广大考生届时关注省
考试局发布的考试成绩查询信息。

我省今年拟招300名乡村教师定向免培生
其中乡村小学教师200名，乡镇幼儿园教师100名

红茶、忧遁草、野山鸡等地标产品成抢手货

五指山：用特色山货“淘金”
■ 本报记者 易建阳 通讯员 李婧

“今年五指山早春茶茶青收购价
每斤高达38元，我们公司每季度还
给茶农发放一些补贴，算下来，每斤
春茶茶青茶农收入40元以上。”近段
时间，五指山水满天香茶业有限公司
负责人郭琳经常到五指山市水满乡
去“抢”茶青。

近几年来，五指山市着力发展热
带山地高效农业，集中精力培育和发
展五指山红茶、忧遁草、野山鸡、蜘蛛
等具有比较优势的特色农业产业，大
力提高五指山优质农产品供给能
力。同时，不断推进品牌农业建设；
大力扶持农产品加工销售企业，逐步
建立农业规模化、标准化、产业化发
展机制；充分利用“互联网+农业”，大
力发展农村电子商务。

地标产品成农业名片

从去年年底到今年年初，多家省

内媒体对五指山红茶、忧遁草、野山
鸡、树仔菜、高山蔬菜、五脚猪、蜘蛛
等特色农产品进行宣传报道，提升了
这些农产品品牌影响力。

五指山市作为海南优质产茶区
之一，被誉为“江河之源，盛产茶叶之
地”，其五指山红茶更是远销国内
外。2015年，五指山红茶获国家农
业部农产品地理标志登记认证。

随着五指山红茶品牌知名度不
断提高，五指山茶青和成品茶价格都
有大幅提升。“连续几年，我们这里的
春茶茶青都比较紧俏，收购价不断攀
升。”在五指山市水满乡加工茶叶30
年的水满乡农民黄其春说，春茶上
市，茶农的茶青根本不愁卖，20多家
茶叶收购商扎堆在水满乡“抢”茶青。

五指山市水满乡方龙村村民王
泳苏1997年开始种植茶。“在几家较
大茶企的带动下，这几年水满乡的茶
青收购价不断上升，来水满乡收购茶
叶的老板越来越多。”王泳苏说，茶青
行情好了，茶农管理茶园也更用心了。

经过多年培育，五指山市有了
“椰仙”“峡谷红”“苗绿香”“水满香”
“竹满红”“印象水满”“水满润红”“品
香园”等多个茶叶品牌。

今年初，五指山农产品品牌建设
又传了好消息——国家农业部公布
了2018年第一批农产品地理标志登
记产品名单，五指山五脚猪上榜。据
了解，在政府的大力扶持和引导下，
五指山五脚猪产业初具规模，每个乡
镇都有养殖示范基地，目前存栏量达
3万多头。

让特色农产品走出大山

“忧遁草作为五指山市最具特色
的农产品之一，大规模种植时间不
久，但产业发展较快，前景看好，目前
忧遁草相关产品淘宝等网络平台都
有销售，已经有一些固定的客户群。”
海南禄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
骆禄清说，他们有种植基地200余
亩，由于冬季没有忧遁草鲜叶收购，

目前仓库的存货快卖完了。
五指山万家宝科技有限公司是

当地最大的忧遁草种植企业，忧遁草
种植面积上千亩。经过几年的摸索，
忧遁草茶、忧遁草酵素等产品相继研
制成功，忧遁草产品市场销路陆续打
开。为了扩大忧遁草产品生产规模，
该公司投资2000万元，在五指山市
番阳镇新建一个忧遁草加工厂，占地
6000多平方米，目前已进入装修阶
段，今年内可投入使用。

“五指山红茶、五脚猪已获国家
农业部地理标志产品登记认证，品牌
知名度较高，五指山高山蔬菜在每年
的海南冬交会上成为‘抢手货’，五指
山忧遁草、蜘蛛、野山鸡、树仔菜等农
产品特色鲜明，是当地群众脱贫致富
的重点产业。”五指山市农业局局长
陈怀妍告诉记者，下一步他们还将做
好农产品包装、加大市场营销等方面
工作力度，让这些特色农产品走出大
山，卖上好价钱。

（本报五指山3月19日电）

■ 本报记者 邓钰 特约记者 司玉

让一个个小粽子，变成富民大产
业，听起来似乎让人有些难以置信。

然而定安粽子却做到了。2010
年，定安县决定打造粽子产业，当时
全年销售粽子总量不过100万个，而
2017年，年销售量达1800万个，销
售额2.7亿元。

所有成功都并非偶然，定安粽子
的产业背后，隐藏着太多不为人知的
故事。

“不仅得有钻研好产品的耐心，
还得有打造品牌文化的决心，才能让
定安粽子一年香飘365天。”作为产
业发展的推动者，定安县粽子协会会
长王沸健也许自己都有些惊讶，在不
到8年时间里，定安粽子已从一种寻
常的节庆食品，“包”出了品牌，“包”
成了绿色生态的富民产业。

“我的童年是在浓郁的粽香中度
过的。”王沸健是定安县美太村田尾
村村民小组人，家中的粽子手工作坊
经营了数十年，从小见惯了家人包粽
子、守柴火的场景。在他的记忆里，
小作坊中十几口大锅日夜不停地蒸
煮着粽子。

“虽然制作粽子费时费力，但利
润并不高。”王沸健说，由于多是小作
坊生产，街边零售为主，粽子生产规
模提不上去，品质也无法统一，大家
也只把粽子当做“难登大雅之堂”的
小吃看待。

1997 年，王沸健离开家乡，来
到中南冶金大学读 IT专业。2005
年，他从外地回定安创业，他利用
专业优势，常在网上宣传定安的
文化和美食，定安粽子成了他最
钟爱的主题。

“虽然努力为定安粽子做宣
传，但影响不太大，转机出现在
2010 年。”王沸健回忆，当年，定
安决心培育特色产业，将目光锁
定在风味独特的定安粽子上。定
安县商务局联系到他，希望他能
为粽子产业发展出谋划策。

“那年，定安举行首届端午文

化美食节，我在天涯论坛邀请了
一批网友来现场吃粽子，并发帖
宣传。”王沸健说，在现场，网友们
对定安粽子大加赞赏，同时提出
粽子难以保存、生产规模太小等
问题。那时起，他开始思考，究竟
怎样才能让粽子走出定安，成为

“大产业”。
“在这个过程中，我意识到面

对日新月异的市场，过去手工作
坊式生产的老路早就行不通了，
定安粽子要走出去，必须转型升
级。”王沸健思考的结论是推动粽
子生产走现代化、工业化、标准化
的产业发展道路。

2011 年，在定安县商务局的
支持下，王沸健组织网友和粽子
生产者组成调研队，在全县范围
走访，了解定安粽子的传统制作
工艺和最佳原材料。这支队伍也
是定安县粽子协会的雏形。

“我们这群人，每到周末就开
着车到各个乡镇找粽子。”王沸健
笑着说，一天吃上十五六个粽子
也是常事，光是记录各处粽子异
同的笔记都有整整3本。

“捆粽子手法得‘三横三纵’”
“粽米选用定安南部的富硒糯米”
“ 咸 蛋 必 须 使 用 本 地 鸭 蛋 腌
制”……经过两年多的走访调查，
十余次修改，定安粽子制作标准
终于拟定。2013年，海南《定安粽
子》地方标准正式实施，定安县对
定安粽子的选料、加工、制作、包
装和储存、销售等各环节进行严
格管理，实现了粽子从田头到餐
桌的全程质量监控。

标准制定后，如何实施和维护
也是一个难题。王沸健发起成立
了定安县粽子协会，一方面组织
生产粽子企业，通过实地考察和
学习的方式，学技术、引设备，用
真空包装、高温消毒等规模化生
产的工艺，让定安粽子“搬离”小
作坊，“住进”标准化工厂；另一方
面，时刻监督企业执行定安粽子
的生产标准。“协会为每个企业进

行技术培训，保证粽子制作工艺，
同时检查他们的原材料是否符合
规定，只有符合标准的企业，才会
授予定安粽子商标的使用权。”王
沸健说。

保住了滋味，定安粽子如何走
出“深闺”？近年来，定安县粽子
协会开启了“粽子+电商”的探索，
成立了电商运营服务中心，打造
线上销售平台，还定期组织电子
商务培训知识，打造立体营销渠
道。王沸健表示，未来，协会将致
力于把定安粽子打造成为文化品
牌，配合政府部门规划定安粽子
主题特色游览路线，配套规划粽
子主题农庄、农家乐和生态旅游
路线，让旅游度假和粽子产业融
合发展。

（本报定城3月19日电）

定安县粽子协会会长王沸健：

“让定安粽子一年香飘365天”

王沸健（中）和粽子个体户交流。 本报记者 张茂 特约记者 司玉 通讯员 黄祥 摄

■ 本报记者 邓钰

如何把一个小粽子做成大产
业？在王沸健看来，需要的不仅是对
市场的敏锐触觉，更重要的是对家乡
风味的热爱。

树品牌不易，守品牌更难。近年
来，随着宣传力度的不断加大，定安
粽子声名鹊起，成为一个知名品牌。
很多厂家说，定安粽子的名气越来越
大，销路早已不成问题，每年端午节
定安粽子畅销省内外，提起定安，很
多人会不约而同地想到定安粽子。

王沸健说，凡是热爱定安的人，都
会用“笨方法”守护定安粽子。“笨方
法”是什么？就是实实在在的选料，精
益求精的手艺还有恰到好处的火候，这
些必不可少的环节是美味的保证。“笨
方法”是宁愿多花时间和经济成本，也
绝不会在用料和工艺上缩减一丝一毫，
保证了品质，维护了品牌和口碑。

粽子协会苦心经营、维护，不仅
是为了产业发展，更是为了传承记忆
中那缕粽香。在采访中，王沸健说，
希望厂商学会电子营销等市场竞争
的新方法让定安粽子走得更远，但更
希望传承粽子制作的“笨办法”，让定
安粽子的独特风味流传。

用“笨方法”守住好牌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