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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海口6月 2日讯（记者郭
萃 通讯员陈慧玲）海口国家高新区
2018“百日招商”第二场签约活动今
日在京举行，集中与中建投资本管
理有限公司、迪尚集团、北京国标联
合认证有限公司、中国食品工业投
资担保公司、北京市京都律师事务
所等5家企业签约。其中，北京国标
联合认证有限公司现场完成海南分
公司工商登记注册。

本次签约的5家企业涵盖了央

企、民族品牌企业、行业龙头企业及
国家级认证机构等。从企业业态来
看，包括现代金融服务业、高新技术
产业、大宗商品交易中心、第三方服
务、总部经济等。

根据协议，中建投资本管理有
限公司将在海口设立循环经济产业
发展基金，投资循环经济产业项目；
迪尚集团有限公司将在高新区注册
海南分公司，成立区域总部结算中
心及大宗商品交易中心；北京国标

联合认证有限公司将在高新区注册
成立海口分公司，开展“QMHSE”
体系（质量管理体系、测量管理体系、
环境管理体系、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
系）相关检测认证业务；北京市京都
律师事务所将在高新区设立海口分
所，依托于总所的雄厚实力，为海南
提供优质的法律服务；中国食品工业
投资担保公司将对海南椰彩食品有
限公司扩大投资，增加中食椰彩生物
科技热带植物蛋白饮料生产线。

海口高新区在京与5家企业签约
1家企业现场完成海南分公司工商登记注册

本报海口6月2日讯（记者叶媛
媛 况昌勋 孙慧 通讯员符晓虹 李
凡）热带低压于今天中午在南海南
部海面生成，预计4日前后将给海
南陆地和近海带来强风雨过程，省
气象局今日14时发布台风四级预
警，省“三防”总指挥部18时起启动
防汛防风IV级应急响应。省长沈
晓明就防风防汛工作作出批示指
出，我省已进入台风多雨季节，三防
部门及相关市县要迅速进入状态，

要密切关注此热带气团的发展和走
向，动态研判对我省的危害，做好渔
船回港避风、抗风防汛等各项预案，
确保人民生命财产安全。

据监测，热带低压于今日中午
在南海南部海面生成，23时其中心
位于距离南沙永暑礁西北方向约
315公里的海面上，中心附近最大
风力有6级（13米/秒），中心最低气
压为1004百帕。

省气象台预计，该低压中心将以

每小时13公里左右的速度向偏北方
向移动，强度逐渐加强，而后发展为
今年第4号台风，最强可达强热带风
暴级（10级-11级）。预计此热带低
压自南向北经过三沙海域后，将于4
日前后靠近海南岛东南部海面，之后
给我省陆地和近海带来强风雨过程。

受其影响，南沙、中沙和西沙群
岛附近海面，2日-4日，风力自南向
北增大到7级-9级、阵风10级；北
部湾海面和海南岛四周海面，4日-

7日，风力逐渐加大到9级-10级、
阵风11级。另外，4日-7日，海南
岛陆地将伴有强风雨天气。

省气象部门提醒，在南海中部、
北部海域以及海南岛近海海面的船
只须迅速回港避风。该热带气旋后期
向海南岛靠近，将给我省陆地和近海
带来强风雨天气，请有关部门关注最
新天气预报。有关部门须注意防范
强降水可能引发的城乡积涝以及中
小河流洪水、山体滑坡等地质灾害。

热带低压生成将给海南带来强降雨
沈晓明就防风防汛工作作出批示

本报海口6月2日讯（记者周晓
梦 良子 特约记者周平虎 实习生
甘晗霖）今天上午，我省先后召开全
省道路交通安全专项整治三年攻坚
战誓师大会及新闻发布会，发布《海
南省道路交通安全专项整治三年攻
坚战工作方案（试行）》（以下简称
《方案》），明确三年攻坚战“时间表”
与“作战图”。

去年，我省道路交通事故占全
省安全事故总量的70%以上，死亡
人数占全省安全事故死亡总人数近
90%，万车死亡率比全国平均水平

高10.9%，控制好道路交通事故刻
不容缓。因此，开展为期三年的道
路交通安全专项整治，是“打一场降
低道路交通事故攻坚战”。

《方案》明确了我省道路交通安
全专项整治三年攻坚战目标：坚决
杜绝道路交通重特大事故，减少较
大和一般道路交通事故，确保全口
径道路交通事故死亡人数连续3年
同比下降8%，实现道路交通事故万
车死亡率2018年低于全国平均水
平，道路交通安全工作整体水平
2019年进入全国先进行列，2020年

巩固和提高专项整治效果；确保全
口径营运车辆交通事故死亡人数连
续 3 年同比下降 2%，2018 年至
2020 年保持在全国预期先进水
平。全社会交通安全文明出行水平
明显提高。

《方案》要求，全省道路交通安
全专项整治三年攻坚战工作要重点
实施车辆严管工程、路面严查工程、
生命防护工程、文明出行工程、信息
共享工程、法治保障工程这六大工
程，并建立分析研判、联合执法、违
法举报和督导考核等长效机制。

副省长、省公安厅厅长范华平
参加誓师大会，并作工作动员讲
话。誓师大会上，省政府与儋州市
政府、琼海市政府领导签订三年攻
坚战责任书，并为海南文明交通志
愿者队伍授旗。省（市、县、区）政府
分管领导，省（市、县、区）公安、交通
运输、农业、工商、质监、安监、公安
交警、公路、运管及农机等部门有关
负责人和工作人员，以及交通志愿
者、运输企业驾驶人、驾驶人学员、
代驾员等共计1500余人参加誓师
大会。 (相关报道见A02版)

我省开展道路交通安全三年专项整治
确保全口径道路交通事故死亡人数连续3年同比下降8%

6月2日上午，由海口市
旅游发展委员会主办的沙滩
清洁趣味跑文明旅游志愿行
活动在海口假日海滩举行，本
次活动吸引了100多人报名
参加。

活动中，志愿者们沿着海
岸线一路捡拾烟头、矿泉水
瓶、塑料袋等垃圾，开展沙滩
清洁行动，用自己的实际行动
倡导文明旅游，呼吁更多的游
客、市民爱护环境。之后，志
愿者们还分组进行了趣味体
育竞赛。

文/本报记者 邓海宁
通讯员 王亚辉

图/本报记者 张杰

海口百余名志愿者
清洁沙滩倡导文明

公 告
根据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

组统一部署，于2018年6月1日
—9日，对海南省脱贫攻坚工作
开展巡查。巡查期间受理电话举
报，0898—12317。受理时间：上
午9点到12点，下午3点到6点。

特此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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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懂海南 看我们的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指引下 ——新时代新作为新篇章

■ 本报记者 邓钰 特约记者 司玉

嚼了会醉，这是什么口香糖？
今天，在位于定安县塔岭工业

园区的海南绿槟榔科技发展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绿槟榔公司），记者拿
起一片看似普通的口香糖，嚼上一
阵，槟榔的芳香便在唇齿间四溢，令
人双颊泛红，如饮了醇酒一般，似醉
非醉。

口香糖醉人的秘诀，藏在一种特
殊的粉末中。这是由槟榔果榨成的
粉末，将其添入口香糖中，能让人们
体验到槟榔“醉人”的功效，又不用费
劲咀嚼槟榔壳。

这种神奇的粉末叫做槟酚，是绿
槟榔公司经过8年研究，利用现代生
物技术从槟榔中提取的富含多酚、多
糖、氨基酸等多种化合物的槟榔萃取

物，完全保留了槟榔果的营养价值和
功效。

让槟榔果换种吃法还不算稀奇，
绿槟榔公司的生产加工方式给定安
槟榔加工业带来三大变化，让小小槟
榔果嚼出浓浓“科技味”。

第一变：

加工方式由污染变环保

“让‘榔烟’散尽，空气清新，才
是槟榔加工产业发展的方向。”定安
县农业局局长杨文锋介绍，槟榔是
本地的传统产业，但以往槟榔加工
主要采取传统土灶熏烤的方式，不
仅污染环境，而且产能低下、产品质
量没有保证。近年来，定安致力于
推进更新槟榔生产、加工技术，仅
2017年，便改造或新建槟榔烘干设

备炉1093个，清理取缔传统熏烤土
炉4444个。

而绿槟榔公司的入驻，进一步推
进了槟榔加工环保化的进程。“别看
这些大机器‘其貌不扬’，运作起来可

‘麻利’了，让人省心省力。”在绿槟榔
公司加工基地，工人黄辉麻利地将一
箱箱槟榔投入加工生产线。他介绍，
不需要人工操作，颗颗槟榔果进入生

产线后，便能由机器完成清洗、压榨、
过滤、纯化、浓缩、干燥等一系列加工
过程，最终成为产品槟酚。“最重要的
是，生产过程中没有黑乎乎呛人的烟
尘，也不见脏兮兮恶臭的废水，干净，
环保。”

“整条生产线唯一的废弃物，便
是在压榨环节中产生的槟榔废渣，它
们也会被制成生物质颗粒燃料，作为

锅炉燃料，实现加工过程中零废料排
放。”绿槟榔公司副总裁阎红霞表示。

第二变：

初加工变精深加工

“胖哥、伍大郎、三湘王……随意
走进一家小杂货店，都能买到来自湖
南的品牌槟榔食品， 下转A02版▶

定安引入新型加工企业，创新加工方式，推动槟榔产业升级

槟榔果“三变”嚼出“科技味”

短评
定安县通过引入新型加工企

业，实现生产加工方式转变，推动了
槟榔产业的转型升级，让小小槟榔
果嚼出浓浓“科技味”，在提升产品
附加值的同时，也赢得了更加广阔
的市场前景，并带动相关产业的发
展和农民增收，实现了多方共赢。

通过全流程机械化操作，实现加
工过程零废料排放，让“榔烟”散尽，
节能环保；通过加工技术提升槟榔的

利用率，拓宽了本地槟榔种植户的销
售渠道，促进了种植户增收；通过加
工方式的创新，将槟榔果制成槟酚，
不仅提高了产品的附加值，还极大丰
富了产品的种类，开拓了更加广阔的
市场……海南绿槟榔科技发展有限
公司通过转变加工方式，实现产品转
型升级，在增加企业效益的同时，也
为企业赢得了良好的发展空间。

创新是第一动力。定安槟榔产

业转型升级的发展实践充分证明：谁
牵住了科技创新这个牛鼻子，谁走好
了科技创新这步先手棋，谁就能突破
自身发展的瓶颈，就能占领先机、赢
得优势。以创新引领高质量发展，需
要我们助推更多传统产业转型升级，
催生更多新产业、新技术、新业态，以
创新谋发展，不断向技术要效益，靠
品牌夺市场，从而实现产业与生态共
进，企业与百姓共富！

向科技要效益 以创新谋发展

海南电网统调负荷
和日发受电量创今年新高

本报海口6月2日讯（记者邵长春 通讯员麦娟
娟 李卓 莫若慧）今年海南电网统调负荷、统调日发受
电量创新高时间均早于去年。6月1日14时03分，海
南电网统调负荷创今年新高，达461.4万千瓦，比去年
最高负荷增长0.9%；同日，海南统调日发受电量也创
今年新高，达9854万千瓦时，比去年最高日发受电量
增长1.7%。

今年以来，海南负荷同比增长较快的地区是三亚，
首次负荷新高出现在5月7日，目前负荷已三创新高，
负荷最大同比增长达7.1%。海口近期负荷也在147
万千瓦较高位运行。

据预计，2018年海南统调最高负荷将达到510万
千瓦，同比增长11.6%。目前，海南电力供需平衡，电
力供应平稳有序，正积极应对热带低压及新一轮高温
天气考验。

据介绍，今年以来，海南宏观经济总体保持稳中向
好态势，加之2017年以来推进的海南电网“三年行动
计划”，逐步强化主网架、完善配电网，带动全网用电负
荷及电量稳步增长。此外，近段时间海南各地受持续
高温晴热天气影响，全省空调负荷一路攀升，用电需求
增长迅速。

毛万春到海口
调研乡村旅游发展

本报海口6月2日讯（记者刘操 通讯员符总）6月
1日，省政协主席毛万春到海口市冯塘绿园调研民宿
建设和乡村旅游发展，详细了解项目开发建设现状，并
就建设发展情况提出意见。

冯塘绿园项目占地2500多亩，以冯塘村为依托，
以绿色生态文化、红色革命历史为核心，以保护古村和
生态为首任，相继建成龙栖谷、荷花塘、橄榄园、景观大
道、共享农庄等景观，并修缮部分古屋，已成为我省乡
村旅游的精品。毛万春深入考察了景区建设情况，详
细了解项目的投资情况、创建模式、发展定位、运营方
式，对冯塘绿园基础设施建设和游客接待等有关工作
情况给予充分肯定和高度评价。

毛万春指出，民宿经济是当前乡村旅游业发展的
一个新亮点，要高标准规划民宿经济产业，引入一流企
业按照高标准设计建设，打造出一批软硬件过硬的民
宿精品。发展“共享农庄”要坚持规模经营、集约经营，
提升组织化程度，让有条件的村民参股成为股东，形成
民宿经济发展的集聚效应。要培育发展观光农业、休
闲农业、体验农业等新业态，促进农业产业链延伸，形
成综合效应。要将产权式酒店和旅游地产等投资理念
融入到旅游产业中，同时吸引众多创客进入乡村旅游
产业。希望把冯塘绿园发展之路在全省有条件的地方
复制，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作出更大的贡献。

李军主持召开省打赢脱贫攻坚战
指挥部第10次会议
听取省委脱贫攻坚战
督查组工作情况汇报

本报海口6月2日讯（记者金昌波）昨天下午，省
打赢脱贫攻坚战指挥部召开第10次会议，听取省委脱
贫攻坚战督查组汇报近期督查工作情况，研究部署下
一阶段重点工作。省委副书记、指挥部指挥长李军主
持会议并讲话，副省长、指挥部副指挥长刘平治出席。

为扎实做好脱贫攻坚工作，及时发现和推动整改
我省扶贫工作中存在的突出问题，今年5月初以来，省
委抽调优秀党员领导干部组成9个省委脱贫攻坚战督
查组驻点市县开展督查工作。会上，9个督查组分别
汇报了督查过程中发现各市县在脱贫攻坚工作中存在
的主要问题，并就下一阶段工作提出意见建议。

李军指出，近一个月来，各督查组落实刘赐贵书记
要求，任劳任怨、不辞辛苦，工作成绩显著，对扶贫成效
考核问题整改起到了明显的推动作用，值得充分肯
定。脱贫攻坚是一项长期且艰巨的工作，各督查组要
树立打持久战的思想，做好长期吃苦、长期奋斗、长期
拼搏的准备，继续发扬求真务实的工作作风，深入推进
脱贫攻坚督查工作。要当好“耳目”，坚持走村入户，及
时发现和反映新问题，全面准确掌握市县整改工作情
况。要当好“参谋”，根据督查过程中发现的带有普遍
性、倾向性、苗头性的问题以及共性问题，深入分析研
究、提出有分量的对策建议，帮助省委科学决策。要当
好“推手”，推动驻点市县立行立改、边督边改，加快建
立脱贫攻坚的长效机制。要当好“利剑”，层层传导压
力、压实责任，当前要特别督导国考反馈问题的整改和
各级脱贫攻坚作战体系建立及其有效运转。

刘平治对督查组提出了学好吃透政策规定、丰富
工作方式方法、提高督查质量、明确目标任务、加强自
我管理等方面具体要求。

省有关部门负责同志、省委脱贫攻坚战督查组全
体成员参加会议。

海南省业主委员会
协会成立
将推动小区业委会网络投票
系统建设

本报海口6月2日讯（记者张期
望）今天上午，海南省业主委员会协会
在海口正式成立。协会党支部、协会
专家委员会、协会律师工作室也同时
成立，海口市四个区巡回法庭在协会
设置工作点。

目前，我省小区业委会成立比例偏
低，影响小区和谐建设。海南省业主委
员会协会的成立，将推动社会各界积极
参与、共同完善我省各小区建设。协会
首批吸引33个小区业主委员会入会，
协会中设置了法务咨询部，将利用这个
平台化解业主与各方的矛盾。海南省
业主委员会协会会长王一然表示，协会
将积极推动小区业委会网络投票系统
建设，因地制宜推进小区业委会建设。

海南省业主委员会协会的4个分
支机构将在协会办公点办公，通过线
上线下等途径来解答业主疑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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