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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海口4月2日讯（记者王培
琳）省政府办公厅近日出台《海南省绿
色金融改革发展实施方案》（以下简称
《方案》），《方案》指出，我省将紧紧围
绕服务实体经济、防控金融风险、深化
金融改革三大任务，以绿色金融支持
海南十二个重点产业发展为主线，探
索海南绿色金融发展新模式。今年，
初步建立海南绿色金融评估机制，争
取绿色债券实现零的突破。到2022
年，基本建立多层次的金融组织机构
体系、多元化的产品服务体系、多层级

的服务支撑体系和规范有序的市场运
作机制。

《方案》指出，要构建绿色金融组
织体系，支持在琼银行业金融机构与
总行或省级分行开展绿色金融战略合
作，在海南设立绿色金融事业部（业务
中心）或绿色金融专营分支机构，配备
专业的绿色金融产品经理，提升绿色
金融服务能力。支持省农信社、海南
银行、村镇银行、小额贷款公司等发挥
各自优势，有针对性地开展绿色金融
创新。鼓励融资租赁公司、典当行和

专业性中介机构等积极参与我省绿色
金融业务，支持依法设立的股权投资
基金、创业投资基金等私募基金依法
合规参与我省绿色投资。

加快绿色金融产品和服务方式创
新，科学设计绿色信贷产品，创新绿色
信贷抵质押担保模式。结合海南“五基
地一区”建设，创新绿色惠农信贷产品，
重点支持农业产业化项目加快发展，支
持培育农业龙头企业、家庭农场等新型
农业经营主体。进一步发挥海南省共
享农庄发展基金通过绿色金融产品和

服务在乡村振兴中的积极作用。
拓宽绿色产业直接融资渠道，大

力支持符合条件的海南企业利用交易
所债券市场发行绿色债券，积极支持
符合条件的绿色企业上市融资或再融
资。鼓励辖内金融机构开展绿色金融
资产证券化。推动符合条件的海南优
势企业到主板、中小企业板、创业板及
境外资本市场上市融资，争取2018年
实现绿色债券零的突破。

加快发展绿色保险，鼓励保险机
构研发环保技术装备保险、针对低碳

环保类消费品的产品质量安全责任保
险、船舶污染损害责任保险、森林保险
和农牧业灾害保险等具有海南特色的
保险产品。鼓励和支持保险机构参与
环境风险治理体系建设。

稳妥有序探索推进环境权益交易
市场建设，绿色金融创新支持美丽乡
村和特色小镇建设，同时夯实绿色金
融基础设施，加强绿色金融的对外交
流与合作，构建绿色金融服务产业转
型升级的发展机制和绿色金融持续健
康发展机制。

我省探索绿色金融发展新模式

今年争取实现绿色债券零突破

本报博鳌4月2日电（记者符王
润）今年2月底投入运营的博鳌恒大国
际医院（布莱根和妇女医院附属医院）
迎来了国际重量级导师。今天，美国布
莱根和妇女医院院长Elizabeth Na-
bel率国际专家团到访，“授业”医院运
营工作。同日，博鳌中美专家论坛在
医院举行，探讨肿瘤研究及治疗。

据了解，博鳌恒大国际医院是由
恒大健康投资，在美国布莱根和妇女
医院合作指导下高标准建设的全美

式医院，也是布莱根和妇女医院在华
唯一一家附属医院。医院坚持“以患
者为中心”，整合国内外卓越医疗专
家、技术、设备和最新药物等资源，提
供优质的肿瘤疾病筛查、诊断、治疗
及康复服务。

布莱根是哈佛医学院主要教学
医院之一，连续多年入选全美最佳医
院名录，在癌症、心脏病、妇科等多领
域处于世界领先水平。此次同行的
还有丹娜法伯专家团队。丹娜法伯

已成立70余年，以在癌症领域突出
的研究及治疗成果享誉世界，是美国
指定的49所全面癌症中心之一，被
持续评为全美顶尖癌症中心之一。

据悉，从早期规划至今，布莱根
及丹娜法伯专家团队与博鳌恒大国
际医院一直保持紧密合作，全程参与
核心医疗团队的招聘组建、癌症护理
服务模式的设计、临床诊疗计划方案
的制定、安全和质量管理、医疗保健
服务模式，以及远程会诊和患者转

诊。博鳌恒大国际医院“复制融合”
了包含管理系统、诊疗系统、运营系
统、康复系统等在内的全套布莱根模
式，布莱根和丹娜法伯则为医院提供
的强大技术后盾。

“我们希望通过引入布莱根及丹
娜法伯这样的世界一流医疗机构资
源，实现最前沿科学医疗理念、技术
落地中国，用崭新模式为中国乃至全
亚洲患者提供优质医疗服务。”恒大
健康集团董事长谈朝晖表示。

世界顶级医疗机构“授业”恒大国际医院
中美合作为癌症患者提供优质服务

首届知识产权宣传月
主题活动启动

本报海口4月2日讯（记者王玉洁）一群青
少年在体验3D打印机项目，不少中学生与智能
机器人对话……今天上午，主题为“营造良好发展
环境，加快知识产权强省建设”的海南省首届知识
产权宣传月主题活动在海口启动，活动精彩纷
呈。接下来的一个月，全省知识产权系统将组织
宣传、咨询、培训等近50项知识产权保护活动，努
力提升海南社会公众知识产权意识。

记者从启动仪式上获悉，党的十八大以来，
海南知识产权事业取得了长足进步，知识产权强
省建设取得了可喜成绩。以专利为例，截至
2017 年末，海南万人有效发明专利拥有量为
2.60件，发明专利五年以上维持率达71.2%，位
列全国第5。此外，海南获中国专利奖总量达24
项，其中金奖2项，专利质押融资额累计达到8.6
亿元。

省知识产权局有关负责人介绍，全省知识产
权的创造、运用、保护水平的提高，有力地推动了
一批本土企业的快速发展，带动了相关产业迅速
崛起，为海南产业结构调整、社会经济发展作出了
积极贡献。

本报三亚4月 2日电 （记者林
诗婷 通讯员许雯晴）迈向4月，又
到了海南芒果、荔枝等热带水果飘
香的季节。记者今天从三亚凤凰
国际机场（以下简称“三亚机场”）
获悉，该机场积极搭建空运绿色通
道，联动各航空公司与货运部门，
通过直飞或优先装载中转联运等
途径，以“一日达”速度将海南水

果运送到全国主要城市，有力推
动海南热带农产品品牌传播，抢
占国际鲜果市场，加快农业升级
转型。

据悉，在三亚机场货运公司的筹
备下，3月28日1时15分，首都航空
JD5578航班搭载着三亚今年首批荔
枝平稳地降落在北京首都国际机场，
这也标志着三亚市2018年“荔枝季”

正式开启。
每年的4月至5月是海南荔枝集

中上市的时间，初步预计，今年荔枝
产量将突破16万吨。为推动海南荔
枝等水果品牌传播，三亚机场货运公
司于日前全面做好准备工作，积极联
系各航空公司及机场货站，解决舱位
冲突问题，并通过直飞或优先装载中
转联运等途径，以“一日达”的速度将

鲜果送达全国主要城市。与此同时，
三亚机场货运公司对运输全程进行
有效监控，荔枝收运、装机等环节实
现闭环无缝衔接，确保荔枝的新鲜和
完好。

目前，三亚机场货运公司正在积
极搭建“果农+互联网+国际物流”的
电商平台，助力海南热带农业“飞出”
国门，远销海外。

博鳌超级医院首批
医疗器械顺利通关

本报海口 4月 2日讯 （记者杨
艺华 通讯员韩彬 吴家锐）日前，
博鳌乐城国际医疗旅游先行区超
级医院委托国药控股海南有限公
司进口的首批 10 套人工耳蜗植入
系统顺利申报进口，货值 43 万美
元，这是博鳌超级医院项目启动后
的首批进口货物。

“海关全力支持博鳌超级医
院 的 建设和发展。”海口海关相
关负责人介绍，“主动对接先行
区管委会，加强与省食药监局、
省商务厅等相关部门的联系配
合，为博鳌超级医院提供量体裁
衣式服务，为其进口的药品及医
疗 器 械 实 施‘7×24 小 时 预 约 通
关’‘提前报关’‘上门验放’等通
关便利措施，为引进高端人才和
携带的进出境自用物品提供通关
便利。”

据介绍，海口海关积极探索与
先行区建设发展相适应的新型业态
服务措施，主动研究医疗健康产业
与电子商务、“互联网+”的契合点，
用好服务贸易创新政策，努力为先
行区营造良好通关环境，助推先行
区加快建设成为国际一流的旅游先
行区。

三亚机场开通绿色通道运送荔枝芒果

古博会论坛永久性会址
将落户澄迈
项目总投资约3.5亿元

本报金江4月2日电（记者陈卓斌 通讯员
张仁圣）近日，澄迈县政府与中华古玩城联盟在海
口签署战略合作协议，明确中华古玩城联盟古玩
艺术品博览会（以下简称“古博会”）论坛永久性会
址将落户澄迈。据悉，该会址项目建设期为2年，
总投资约3.5亿元。

记者了解到，中华古玩城联盟是全国古玩艺
术品市场最具影响力的行业组织之一。2009年
10月，该联盟以论坛形式在上海宣布成立，目前
共有成员单位60多家，遍及全国30多个城市。
海南鼎臻古玩城2015年加入该联盟，是目前海南
省内惟一的联盟成员单位。

按照合作协议，古博会论坛永久性会址落址
澄迈后，双方将资源共享、互惠互利，不断完善办
会机制，丰富论坛主题；将发挥论坛的平台优势，
积极推动区域间文化交流合作，充分展示海南特
色文化风采，助力海南经济社会发展。目前，中华
古玩城联盟已成功在厦门、洛阳、唐山等地举办六
届论坛峰会和古博会。

据悉，中华古玩城联盟今年底将在海南举办
第七届古博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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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晨，从琼中县城出发，沿着海榆中线一路向
西，会路过琼中什统黑村。在村口，木质的路标赫然
写着“琼中全域旅游国家步道系统——番文国家步
道”（番文：番道村—便文村），地图显示，最靠近鹦哥
岭自然保护区的村庄便是便文村。

五彩路标、秀美梯田、织锦姑娘、凶猛山猪……
沿途村庄充满小惊喜，热情邀请远方人做客。

沿着蜿蜒小路继续前行，便抵达背靠鹦哥岭、面
向五指山的革命老区——便文村。云卷云舒，青山
葱翠，什运乡便文村坐落在鹦哥岭半山腰，海拔700
米左右。

这里山高坡陡，人烟稀少，是一块难得的热带雨
林风貌“处女地”，有着丰富的动植物资源和奇特的
雨林景观。穿过狭窄的村道，远道而来的行者可以
看见梯田在阳光下肆意地绿着，看到道路旁的溪涧、
缓缓流过的清泉、鹦哥岭脚下的琼崖纵队司令部旧
址和山谷里漂亮的露营地。

你来，便忘不了便文村秀美的梯田，沐浴在阳光
下的群山，显得分外青翠。盘旋曲折的田埂，宛如一
条条凌空的天梯。

近几年，随着村民们改稻种桑，天梯的景色也随
之变幻，一半稻一半桑，绘出了一年四季各不相同的
图画。

春天引水灌溉的时候，梯田犹如镶嵌在群山之
间的一块块明镜，光影澹澹；同时也是桑葚成熟的季
节，饱满多汁的果实，令人垂涎欲滴。

夏天，梯田中的禾苗和桑叶滋长，绿意盈阶，油
油密密。

到了秋天，一半是成熟的稻子，一半是仍旧绿意
放肆的桑树，金黄色的稻禾与苍翠欲滴的桑叶，随风
舞动，仿若少女的裙摆。

冬天，土地上光溜溜的根茎，是生命的结束也意
味着新生命的到来。

3月30日，“美好新海南——发
现琼中之美”第六期采风活动走进鹦
哥岭森林旅游区及琼中黎族苗族自治
县什运乡便文村、番道村等少数民族
特色村寨，来自省内外的20多名摄影
师组成采风团，用相机定格琼中大美
景色。

沿着盘山公路前行，只见山峰云
雾缭绕、溪流清澈，仙境般的山水画，
以一种艺术姿态呈现在人们眼前。走
进鹦哥岭森林旅游区，一花一草一树
一潭都让摄影师们兴奋不已，鸟鸣虫
语，似山间的一支协奏曲；新奇的花

草，不知名的植物，似绿色宝藏，吸引
着现场摄影爱好者去挖掘。

鹦哥岭森林旅游区闻名遐迩，主
峰鹦哥嘴海拔1811米，因形似鹦鹉嘴
而得名，鹦哥岭绿色绵延不绝，古树参
天、灌木葱茏。“蓝天白云，幽静神秘，
我已经被这里丰富的动植物、奇特的
雨林景观折服。”海南知名网络摄影师

“南海老道”说，原始雨林景观令人震
撼，这里具有非凡的魅力。

体验了热带雨林的神秘，摄影师
们走进什运乡番道村，村道两旁的槟
榔树，迎接着远道游客，一排排具有黎

族风情的民居吸引着摄影师们的眼
球。大家漫步在栈道上，一片优美的
田园风光呈现眼前，艳阳晴朗，碧绿的
田苗随风飘舞。

村里的老人、小孩儿或悠闲地
坐在阴凉的树下谈笑玩乐，或踏步
在稻田里哼着歌，一幅怡然自乐的
田园美景，让人想长此以往留在此
处生活。

近年来，番道村通过“特色村寨”
“整村推进”“风貌管控”合力建设，摘
掉了昔日破旧村庄的“帽子”。

午后，采风团走进便文村，穿过村

道，可以看见梯田在阳光下肆意地绿
着，看到道路旁的溪涧、缓缓流过的清
泉、琼崖纵队司令部旧址和山谷里漂
亮的原生态休闲露营基地……

便文村位于鹦哥岭南麓半山腰，
青山叠翠展画卷，仿佛一位少女藏于
深闺，等着摄影师去寻找，这里被高山
和翠绿的梯田所包围，与山间一同展
示幽静的人间仙境，勾画出一幅优美
的山居图。

“便文村真美，道路整洁，民风淳
朴，人文底蕴深厚，若是人们厌倦了城
市的喧嚣，来这里小住几日，是一种惬

意享受。”海南知名网络大V黎家美
沙酮说，采风活动并不是单纯的旅游
摄影，要记录琼中的美景，把琼中之美
推介到世界各地，让更多的人把琼中
作为海南旅行的目的地。

据了解，2008年，什运乡政府以
“便文村琼崖游击队独立纵队根据地遗
址”为依托，建立了琼崖纵队首次代表
大会纪念馆，将便文村打造成了爱国主
义教育基地，每年七一、国庆节等重大
节日，都有大批新老党员来到这里缅怀
先烈，传承革命精神。
（本版策划/申易 撰文/申易 陈泽汝）

“美好新海南——发现琼中之美”第六期采风活动走进森林旅游区及特色村寨

青山叠翠展画卷 魅力村寨醉游人 绿野盘旋天梯便文

征集对象：
面向全社会，个人和
单 位 、机 构 均 可 参
与。

征集时间：
2017 年 9 月 28 日至
2018年3月28日。

投递方式：
将作品发送至邮箱
fxqzzm@qq.com； 或
报送至琼中黎族苗
族自治县营根镇海
榆路县文化馆4楼琼
中县政府新闻中心

《发现琼中之美》栏
目 组 ，联 系 方 式
18089736866，邮 编
572900。

作品征集令

网友作品摘登

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便文村。 王正 摄

鹦哥岭。 安永明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