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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确保博鳌亚洲论坛 2018 年
年会安全顺利举办，根据《中华人民
共和国飞行基本规则》（国务院 中
央军委令第509号）等有关规定，省
政府决定在博鳌亚洲论坛会议期间
加强小型航空器具和空飘物飞行活
动管理。现将有关事项通告如下：

一、自 2018 年 4月 7日 8时起
至4月13日24时止，海口、三亚、琼
海地区空域为临时空中限制区，在
空中限制区内，禁止一切单位、组织
和个人的轻型和超轻型飞机、轻型

直升机、滑翔机、三角翼、动力三角
翼、滑翔伞、动力伞、热气球、飞艇、
无人机、航空模型、空飘气球、系留
气球等低空慢速小型航空器具和空

飘物在地面以及空中进行起降、飞
行活动。期间，需要利用小型航空
器进行应急作业的飞行活动，须按
照有关程序严格履行审批手续。

二、在禁飞期间，涉及小型航空
器、航空器材管理和使用的单位，要
加强对小型航空器具和空飘物的监
控，严格落实禁飞规定。公安、文体、

工商、气象、民航安全监督管理等部
门，要按照各自职责分工，加强日常
监督检查，切实落实监管责任。

三、对不遵守本通告规定、妨碍
空中安全的单位和个人，由民航、体
育、气象等部门按照各自职责依法予
以处理。对危害公共安全、扰乱公共
秩序的，由公安机关依法予以处罚；
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

特此通告。
海南省人民政府
2018年4月2日

海南省人民政府
关于在2018年博鳌亚洲论坛年会期间

加强小型航空器具和空飘物飞行活动管理的通告

本报海口4月2日讯（记者王培
琳 通讯员刘碧波 吴芳玲）4 月是
2018年税收宣传月。近日，省国地税
和海口市国地税同时启动税收宣传月
活动仪式，并推出“全国通办”“一次性
办结”“全程网上办”等多种便利办税

“大礼包”，为纳税人提供良好的办税
条件，促进税收营商环境的优化。

为切实优化税收营商环境，全省
税务部门主动深入企业收集需求，依
托信息技术推动纳税服务产品的供给
侧结构性改革，让纳税人多跑“网路”、
少走“马路”，实现从“上门等办”到“立
等即办”再到“网络速办”的持续升级

转变，目前，全省通过网络能办理的涉
税事项和通过网络办理涉税业务的纳
税人已达到90%以上，全省网上申报
率达96%。

今年，我省国地税大力推出企业
年金、职业年金扣缴报告、完税证明开
具、个人所得税完税证明开具等4大
类15项可以实现全国通办的业务；增

值税一般纳税人申报、小汽车消费税
申报、跨区域涉税事项报验登记等71
项业务可全程网上办；资源税申报、企
业年金、职业年金计划报告、房产税、
车船税优惠备案等5大类 142项业
务，最多跑一次可办结。

同时，省国地税在业务量较大的
海口、三亚、儋州、文昌、临高等地区实

行手机APP预约取号，并实时提供各
办税服务厅当前排队信息和需等候的
时间。譬如海口纳税人可通过“海口
国税”、“海口e税客”APP进行错峰预
约办税，大幅度减少等候时间。海口
市国家税务局4个24小时自助办税
服务厅全天候高效率为纳税人提供办
税服务，纳税人可随时办理领用发票、

代开发票等业务。
此外，自2018年 4月1日起，海

口国税国际税收方面的对外支付涉税
业务、税收协定备案、反避税基础管
理、境外税收管理、非居民税收风险管
理和代扣代缴增值税和企业所得税手
续费返还六项业务划归各区局管理，
进一步方便纳税人就近办税。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指引下 ——新时代新气象新作为

本报五指山4月2日电（记者贾
磊 通讯员刘煜程 李婧）今天上午，五
指山市委、市政府与海南航空物流集
团签署了精准扶贫合作框架协议，双
方将在教育产业、养老产业、就业扶
贫、农副产品交易等4个领域开展精
准扶贫合作。

据了解，海航物流集团计划在五
指山市注册成立教育产业公司，助推
五指山市教育事业的发展。

在师资力量方面，海航物流集
团将与五指山市建立“一引一帮”体
系，通过海航自有教师资源库，在全
国范围内引入优质教师及退休教
师，协助打造全市教师队伍骨干力
量，同时利用骨干教师团队，培养各
学科带头人，带动本地教师教学水
平提升。

在就业方面，海航物流集团将为
五指山市的贫困学生提供三亚航空

旅游职业学院优先入学权，毕业后优
先安排至海航物流集团旗下机场、酒
店、商超及基础设施建设部门就业。
通过海南海航自强职业培训学校开
展就业服务，提供家政等15个专业
类技能培训及就业类别，推动五指山
市贫困家庭、少数民族群众及其他劳
动力就业帮扶。

在物流帮助方面，双方根据当
地具体情况，甄选并推动五指山红

茶等特色农产品“走出去”，协助打
造品牌口碑，助力当地农副产品产
业发展。同时，将切实践行精准
扶贫战略，对于当地特色优质农
副产品，将全力发挥供销链自身
优势，利用品牌、平台、物流及广
泛的终端销售渠道等资源，依托实
体店、线上推广、供货商、岛外推
广、大集供销链，多渠道推销特色
农副产品。

在合作协议签署仪式上，供销
大集酷铺商贸将购买 50 万元特色
农产品，并开展多渠道推销，助力五
指山品牌“走出去”，切实为贫困群
众谋福祉。

此外，海航物流还将结合五指山
市内现有环境及场地资源，助力打造
生态养老社区，提供居家养老服务，
协助当地养老院改造升级，让贫困群
众“老有所养”。

五指山市与海航物流集团签署精准扶贫协议

企业引进村 合力拔穷根

我省税务部门推出“全国通办”等多种便利办税“礼包”,优化税收营商环境

九成纳税人网络上办理涉税业务

“我与海南30年”多媒体
作品征集活动奖项揭晓

18篇作品获奖
本报海口4月2日讯（海报集团全媒体中

心记者孙令正）经过专家评审，中国梦海南情
——我与海南30年多媒体作品征集活动将于
4 月 3 日公布最终评审结果。今天记者了解
到，18篇作品从1646件参赛作品中脱颖而出，
其中《海南岛上君子国》《人在崖州》《耸立绿
野傲海天》分别获得文学类、音视频类、图片类
一等奖。

据了解，此次多媒体作品征集大赛于 2
月 5 日启动，作品投稿日期截止于 3 月 27
日，大赛期间共收到参赛作品 1646 件，近千
万人次参与网络投票。3 月 28 日至 30 日所
有参赛作品进入专家评审阶段，主办方邀请
相关专家现场评审及复审核对，并结合网络
公众投票，最终从 1646 件参赛作品中评出
18 篇优秀作品。获奖作品公示期 12 天（4 月
3 日—4 月 15 日），如有异议，请向大赛组委
会反映。组委会联系方式：固定电话 0898-
66810153。

文学类作品：
一等奖《海南岛上君子国》李继槐
二等奖《秀英炮台，一个老兵的沉思》崔养平

《海南30年，我的30年》林师洋
三等奖《闯海人：第22629号》李瀚

《椰风吹过的岁月》王海咏
《三角梅颂》杨柳

音视频类作品：
一等奖《人在崖州》郑海
二等奖《海南》王锘

《不忘初心》罗佳
三等奖《宝岛生根》张艳莉

《我在海南》社会青年
《万福万宁》万宁市委宣传部

图片类作品：
一等奖《耸立绿野傲海天》吴文生
二等奖《海南建省办特区》黄一鸣

《海南环岛高铁圆梦》张茂
三等奖《饮水思源》陈黄阶

《我与海南30年》谢丰
《绿橙丰收》韩铭新

获奖作品

继
往开

来

黑猪、富硒大米、鹅、蘑菇……

定安农业：品牌花开艳琼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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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装现代化生产线，
从粗加工向深加工转变

定安槟榔：从“做产品”
到“做品牌”
■ 海报集团全媒体中心记者 陈栋 特约记者 司玉

4月2日上午，在定安县岭口镇的道道顺槟榔
加工厂，技术员周传钦站在一条现代化的槟榔加
工流水生产线上，熟练地使用这些自动化的设备
对槟榔进行装袋。

“高高的树上挂槟榔，谁先爬上谁先尝。”哼唱
这首歌曲多年的他，做梦都想不到现在的工作效
率这么高，借助现代化的设备，没有浓烟，而且干
果质量也非常不错。

周传钦介绍道，自从槟榔厂安装了两条现代
化的加工流水生产线，并且道道顺托运站是全县
槟榔干果的物流中心，翰林、龙河等附近乡镇的槟
榔干果都在这里发出，销往湖南等地。

槟榔加工业在定安内已有多年历史，2017
年，定安槟榔种植面积13.28万亩，收获9万亩，亩
产约1300斤，2017年全年产量为24440.2吨。

定安槟榔种植面积大，加上产量高，不少企业
选择落户定安，就近对槟榔进行加工包装。塔岭
工业区的和畅槟榔加工厂厂长曾毅介绍，他们厂
去年年底在定安建成投产，将定安槟榔青果进行
全产业链加工，制成“叼嘴巴”牌槟榔，销往全国各
地，投产四个月产值就已过千万元。

而同在塔岭的另一家槟榔公司，则将槟榔变得
更加“神奇”。海南绿槟榔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相关
负责人告诉记者，他们公司2016年下半年落户定
安，去年年底规模生产线建成。“我们用生物技术把
槟榔粉碎，用独家的技术设备做成提取物，最终制
成粉末状的原料。”该负责人说，制成原料后对其加
工可制成药品、日用品、保健食品、化妆品、食品等
五大类产品。目前，该公司已经市场化的产品有槟
榔酒、槟榔咖啡、槟榔口香糖等。

定安县农业局相关负责人表示，2014年以
前，槟榔加工全部为简单原始的土炉作坊，生产技
术落后。近3年来，定安大力倡导、推广环保型槟
榔烘干工艺技术改造，对传统槟榔熏烤加工点进
行全面整治，取得了良好效果。

如今，定安槟榔产业从“粗加工”到“深加工”，
从“做产品”到“做品牌”，形成了槟榔种植、收购、
加工、销售产业链一条龙，促进了当地产业结构调
整，推动产业快速升级，极大地提高了定安农产品
加工业的综合竞争力。 （本报定城4月2日电）

■ 海报集团全媒体中心记者 陈栋
本报记者 洪宝光 特约记者 司玉

定安黑猪、富硒大米、莲雾、芋头、
新竹鹅……提起定安，相信大家对这
些农副产品耳熟能详，因这些农副产
品品质好，深受消费者青睐。

近年来，定安在农副产品品牌打
磨上下了不少硬功夫，出台系列政策
扶持，做大、做强、做足农产品文章，让
农业品牌花开红艳艳。2017年实现
农业增加值33.02亿元，增长5.3%，定
安粽子销售额更是达到2.7亿元，再
创历史新高，其中“定安粽子”还被邀
请参加世界地理标志大会，登上世界
级舞台。

定安县委书记陈军表示，定安将
继续加快产业结构调整，推动经济转
型升级。下一步将调整农业种养结构
和区域布局，扩大山柚、麻竹、水果种
植及黑猪、黑山羊和富硒鸡等养殖规
模，积极发展林下生态循环经济，扩展
富硒农业产业链，打造热带高效农业
高地。

“畜”势腾飞
黑猪产业链变长

4月1日，在新竹镇白墩村那白岭
的一口鱼塘边，白墩村村民李南华将
米糠等饲料放进一个盆子里喂养黑
猪。

这种“岸上养猪、水面养鹅、水下
养鱼”的立体养殖模式是李南华在
2008年创建合作社后发展起来的。
如今，李南华的南华养殖专业合作社
年出栏黑猪8000头、定安鹅10万只、
鱼 2000 多吨，一年下来产值可达
1000万元以上。

作为海南特色农业品牌，优质、生

态、安全的定安黑猪，如何迈向更广阔
高端的市场，被定安县委、县政府视为
一项重要课题。为此，陈军带队前往
广州、深圳等地进行推介。

终于，2015年，在深圳的一场年
会上，沃尔玛超市销售的6种黑猪肉
在进行匿名处理后烹制成熟食，由全
国400多家沃尔玛超市的店长逐一品
尝并打分，参与测试的定安黑猪脱颖
而出，获得最高分，随后成功进入沃尔
玛等超市的163个专柜销售，其中定
安黑猪排骨的售价高达47元/斤，比
在广东市场上火了多年的土猪一号每
斤还要贵2元多。

如今，李南华的南华养殖专业合
作社是定安向省外销售定安黑猪的重
点企业，每天往省外运送定安黑猪
130多头。

除了销售黑猪，定安还不断延伸
黑猪产业链，加工生产黑猪腊肠、香肠
等。

“定安黑猪猪肉在口感和营养成分
上优势明显，以黑猪肉为原料，加工生
产出来的香肠、培根好卖。”位于定案塔
岭工业园区的海南莱茵斯食品有限公
司负责人杨爱伟说。这里引进德国技
术生产出来的黑猪香肠、培根等产品深
受消费者青睐，目前已打入海口、三亚
的多家五星级酒店，如今订单仍不断飞
来，有的订单已预约到了8月份。

定安县畜牧局局长张坚表示，为
了推进定安黑猪原种保护与繁殖基
地建设，定安整合投入2000余万元
资金打造定安黑猪育种场，确保定安
黑猪的长远发展，预计今年6月将投
入使用。

据了解，2017年定安县外销黑猪
38.74万头，黑猪产业年产值近8亿
元，全县农民养猪年纯利润 1.36 亿
元。

品牌效益凸显
定安粽子香飘万里

“好吃，真好吃。”4月2日，回老家
定安扫墓的陈海生再次品尝到家乡的
粽子，他返回广东之前，还打包5箱粽
子，要快递给亲朋好友品尝。陈海生
告诉记者，定安粽子品质好，味道鲜
美，吃了还想吃。

多年来，定安县委、县政府高度重
视粽子产业的发展，通过发展粽子产
业促进农民增收。除了资金扶持企业
申请QS认证外，还积极搭建平台，让
粽子企业组团外出营销，例如在海口
举办专场粽子展销会，帮粽子进入家
乐福、大润发等超市销售，还依托电
商，将粽子销往上海、北京、广州等地，
不断扩大粽子的销售面。

近年来，定安粽子不仅进入上海
世博会，还成为高铁、航空食品。
2017年，定安粽子年销量达1800万
个，销售额2.7亿元。追求风味的定
安粽子在大打价格战的粽子市场逆势
而上，销量年年看涨。

原生态好品质
富硒大米身价倍增

定安粽子打出了品牌，为定安农
业带来诸多好处。从上游定安黑猪养
殖、富硒稻米种植、粽叶种植等原材料
生产到中游的粽子加工制作，再到下
游的粽子销售以及粽元素产品营销都
渐成规模，有效地带动当地群众增收。

岭口镇居民李富全对此深有体
会，“同样是大米，象牙尖富硒香米12
元一斤，是其他大米的4倍。”种植水
稻多年来，李富全觉得还是种植富硒
大米有“钱途”。尝到种植富硒大米带

来的好处后，李富全不仅扩大了种植
面积，还加工生产销售富硒大米。

定安是海南富硒资源最丰富的地
区之一。定安全县耕地面积72.24万
亩，其中约有50%的土地含有对人体
健康有益的硒元素，富硒资源成为了
定安发展特色农业品牌的独特优势。
近两年，定安依托富硒资源大力发展
富硒大米，目前市场上的定安富硒大
米供不应求。

定安县委副书记、县长刘蔚表示，
定安通过打造品牌促进产业升级，促
进农产品附加值提升，从而有效促进
农民增收，下一步将全力推进农业集
约化、经济化、设施化、品牌化、生态
化，做大做强特色产业，继续推进传统
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型升级。

林下藏黄金
打响绿色生态品牌

选菇、剪菇、包装、装运……4月2
日上午，在龙湖镇居丁村龙湖南科蘑
菇林下种植基地内，数十名工人十分
繁忙，他们一天要完成2吨至4吨秀
珍菇从出菇到发售工序。

朵朵如云的秀珍菇长得茂盛，一
条成熟的生态循环农业链逐渐形成。
南科蘑菇种植基地负责人吴孔利说，
2017年南科蘑菇产值达到了4100多
万元，年产量1500多吨，在全省的市
场占有率达30%。目前，南科蘑菇基
地提供了230多个就业岗位。

“紧抓特色林下经济，不浪费一片
树林子，打造定安绿色生态品牌。”定
安县农业局相关负责人说，定安重点
打造了雷鸣龙坡苗圃、定城镇仙罗兰
花卉等园区。同时，针对全县橡胶、槟
榔面积较大的特点，积极引导农民发
展林下养鸡、养猪以及花卉种植等，提
高单位面积土地产出。

陈军表示，下一步，定安将做特、
做精、做美农业，继续发展槟榔产业，
争取槟榔种植面积达到12万亩；争取
富硒大米种植面积达12万亩，以点带
面继续加快富硒产业发展；新增莲雾、
蜜柚等热带水果2000亩，打造一批特
色水果村；规范黑猪、黑山羊等畜禽养
殖，全面推动畜牧业向精细化、效益型
转变，建成黑猪种源场；扶持6个省级
林下经济示范基地发展林下种养业。

（本报定城4月2日电）

定安县兴顺酒店，工人在整理刚出炉的新鲜定安黑猪肉粽。本报记者 张茂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