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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来参加2019三亚华人华侨投
资暨创新创业洽谈会，加拿大海南总商
会会长卢武准备得很充分。他带来了
一份关于打造跨境电商平台的可行性
方案，这是他组织专家学者历时一年多
时间完成的成果。“如今是互联网时代，
我想开发一个跨境电商平台，并借三亚
华洽会这个机会推动项目落户海南，这
是我退休前的一个大愿望。”5月29日，
卢武接受海南日报记者采访时说。

关于跨境电商平台，卢武介绍，这
是一个能联通世界实现自由购物、多币

种结算的平台，而且是能提供给各国贸
易商实现跨区域、跨行业的交易平台，
还将延伸至大宗商品期货期权交易。

1953年，卢武出生于海口，从小
他就对做生意十分感兴趣。“最早的
时候，是一位武术老师传授给我做生
意的技巧，在他的耳濡目染下，我喜
欢上了做生意。16岁时，我做成了人
生中的第一笔生意，赚了10块钱，当
时很有成就感。”卢武说。

因为自己喜欢经商，1982年卢武
移居香港，开始做起国际贸易。“那时，
我主要是配合协助机械设备进出口公
司和电子进出口公司，将内地生产的电
视机、录音机、冰箱、空调等机械设备出
口至国外。”卢武说，在香港，他还加入

了香港总商会和香港中华总商会，走访
了世界70多个国家和地区。

1994年，卢武将国际贸易生意做
到了加拿大，并在那里定居。为促进和
加强加拿大与海南的经贸、技术、文化
等方面的交流与合作，2008年加拿大
海南总商会成立，卢武担任会长一职。

“我过去曾经到多个国家投资经商，当
地政府的支持是促成投资成功的一个
很重要原因。我们筹办加拿大海南总
商会，通过搭建起一个平台，让海外移
民了解海南的各项优势，从而吸引他们
到海南来投资。”卢武介绍。

“我在加拿大居住了20多年，如
今再次回到家乡倍感亲切。”卢武说，
期间他一直关注海南的发展。2017

年，卢武出资20万元捐助贫困家庭
儿童，根据学生家庭实际情况进行帮
扶。“再穷也不能穷教育，要让孩子们
上得起学，不能让任何一个孩子掉
队。”卢武说，他将一直坚持做些力所
能及的善事，反哺家乡。

关于三亚华洽会，卢武表示自己
对于海南高新技术产业布局发展、金
融开放政策等方面最为感兴趣。“海
南要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和中国特
色自由贸易港的消息，十分振奋人
心，这是我们海外侨子建设家乡的一
个很好的机会。我很希望通过三亚
华洽会，实现政府和华人华侨扎实对
接，推动人才引进和项目落地。”卢武
表示。 （本报三亚5月30日电）

加拿大海南总商会会长卢武：

希望能为海南跨境电商发展出力
关注三亚华洽会

■ 本报记者 曾毓慧 特约记者 吴峰

5月28日上午，在白沙黎族自治
县打安镇南高岭丛林深处，这里草木
叠翠，环境宜人，数百个方形蜂箱一排
排有序地摆放在林荫下，一只只外出
采摘花粉的小蜜蜂陆续归来钻进巢
穴，只要一走近，人的耳边尽是一片

“嗡嗡嗡”声响。但在“80后”黎族养
蜂能手高胜章看来，这就是丛林养蜂
忙碌间歇里最悦耳的小乐曲。

就在上周，在打安镇南高岭刚忙
完“5·20世界蜜蜂日”巡山采蜂蜜旅
游推介活动，高胜章不仅售出了一批
蜂蜜，还搜集到不少意向客户资源。
但他依旧不舍得多歇息几天，一早起
床就约上同是建档立卡贫困户的养
蜂搭档张达春，挨个清理蜂箱，之后
又张罗大家开始割蜂蜡、摇蜂蜜……

“抱团”发展养蜂酿蜜产业
一聊起这几年的养蜂脱贫故事，略

显腼腆的高胜章很快打开了话匣子。
“6年前刚起步时，我才养了30箱

蜜蜂，今年已经增加到500箱了！”高胜
章曾是白沙打安镇南达村贫困户。8年
前，正在海口务工的高胜章因患有强直
性脊柱炎落下终身残疾。

经过数年积极治疗，他虽已明显
康复，但肢体动作略显僵硬，既不能干
负重农活，也没法再进城务工，原本贫
寒的家境显得更加雪上加霜了。

但高胜章并不屈于命运的安排，
几经寻思，将目光瞄向了在当地刚刚
兴起的养蜂酿蜜产业。2013年，高胜
章东挪西借凑了1万余元，选在距离
南达村约五六公里远处的南高岭山林
深处养蜂，规模并不大，仅 30箱蜜
蜂。在他看来，南高岭是白沙东西地
理和气候的分界岭，这里生态环境好，
生长着不少野生的乔木或藤蔓类植
物，花粉资源丰富，发展养蜂酿蜜产业
前景看好。

蜂蜜是甜的，但养蜂酿蜜却是一
份苦差事，起步尤其不容易。高胜章
坦言，常年在山林里养蜂，不仅要忍受
蚊虫不时叮咬，还会遭遇蜜蜂出逃 、
死亡甚至是野蜂围攻等困扰，但接二

连三的挫败并没有让他气馁，反而更
加坚定了要干好这份甜蜜事业的信心
与决心。

在当地扶贫部门的培训与引荐
下，高胜章拜访多名养蜂能手，虚心讨
教技术，一点一滴地积累养蜂酿蜜的
经验，养蜂酿蜜产业也有了明显起
色。但无奈的是，因困于缺乏发展资
金，高胜章的养蜂酿蜜产业始终难以
成规模。

机会，往往善待有所准备的创业者。
2017年，在南方电网海南电网公

司以及白沙扶贫部门的帮扶协调下，
南达村其中7户建档立卡贫困户与高
胜章“抱团”发展养蜂酿蜜产业，大家
在南高岭山林深处承租了20多亩地，
将养蜂基地的规模扩大至150箱。次
年，邻村田表村又有8户贫困户申请
加入高胜章的养蜂产业队伍，基地里
的蜂箱数量增加至250箱。

蜂蜜网上销售行情好
平时，高胜章也不忘动员大家投

工投劳，认真学好养蜂酿蜜技术。

“我们来这里干工，每人每天都有
100元工钱。每箱蜜蜂，每年还可以获
得300元分红。”张达春乐呵呵地说。

对于自家酿造的蜂蜜，高胜章显
得信心十足：“蜂蜜甜不甜，口感好不
好，你尝一口再给我评个分。”

只见粘巢穴上的蜂蜜色泽金黄，且
纯净无杂，轻轻地刮下一块，再舀起一小
勺蜂蜜品尝，顿感蜜汁在馥郁芬芳中又
带着一股甘润清甜，可谓回味无穷。

据悉，在收蜜环节上，高胜章坚持
用传统的手摇采蜜法，这样提取出来
的蜂蜜更黏稠，口感也更甜。

白沙科工信局电商办有关负责人
介绍，得益于南高岭很好的生态环境，
产自于这里的蜂蜜品质十分稳定，目
前，这款蜂蜜在海南爱心消费扶贫网
以及白沙电商网上的销售不错。

成为当地的致富带头人
从当初养蜂的“门外汉”到现今的

“行家里手”，从当年的残疾贫困户到
现在的致富带头人，在短短几年时间
里，高胜章共计帮扶带动了15户贫困

乡邻发展养蜂酿蜜产业，俨然已成为
当地的致富带头人。

自去年起，已尝到事业“甜头”
的高胜章干劲不减，决定将前一年
的蜂蜜利润用于扩大再生产，不仅
分批更新与完善养蜂基地里的数百
个蜂箱设施，还将蜂箱规模增加至
500箱。

此外，高胜章已经申请注册南高
岭百花蜜品牌。

“好的蜂蜜产品，肯定要有自己的
品牌才行。”“只要管护到位的话，每箱蜜
蜂每年可收获15斤至20斤蜂蜜。”高胜
章介绍，今年以来，每斤蜂蜜的市场售价
是120元，产业收成前景十分看好。

在忙乎间，又临近中午，高胜章在
养蜂基地里依旧忙碌不停，此时，妻子
高秋丽正忙着将那一罐罐色泽金黄的
蜂蜜打包发货，不时停下来刷刷手机
电商交易平台，看到又收获了好几个
产品好评，高秋丽笑得更加甜美了。
这个家庭正把养蜂这份辛苦的事业打
拼出别样的甜蜜好滋味。

（本报牙叉5月30日电）

白沙黎族养蜂能手带动15户贫困户发展养蜂酿蜜产业

高胜章：身残志坚，打拼出一份“甜蜜”事业

聚焦供应链金融创新服务

海南农发行持续助力
民营小微企业发展

本报海口5月30日讯（记者王培琳 通讯员
林倩 郑青）海南日报记者5月30日从中国农业
发展银行海南省分行（以下简称海南农发行）获
悉，近日，该行仅用10个工作日，就完成了两家小
微企业2笔贷款的受理申请至贷款出账，合计发
放贷款1800万元。

据了解，两家小微企业是“海南农业政策性
金融产业扶贫合作平台”优质龙头企业海南翔
泰渔业股份有限公司长期合作的企业。此次两
家小微企业能如此方便快捷地获得农发行贷款
资金支持，主要得益于该行联合省扶贫办、省工
商联创新搭建的“海南农业政策性金融产业扶
贫合作平台”聚集的优质战略客户群和供应链
金融创新服务。

今年，海南农发行在充分调研基础上，深入
研究优化小微企业办贷模式，出台了6项过硬措
施，优化小微企业办贷流程和加大减费让利力
度，并创新供应链金融服务模式，助力民营小微企
业发展。

海南农发行扶贫（创新）处处长陈德江表示，
供应链金融的价值在于在供应链中寻找出一个大
的核心企业，以核心企业为出发点，为供应链提供
金融支持，将信贷资金有效注入处于相对弱势的
上下游企业，解决小微企业融资难的问题。海南
农发行依托产业链中核心企业的信用，将资金及
时注入到处于其上下游配套企业中，帮助小微企
业赢得更多的商机。

临高开展脱贫攻坚
“夏季比武”活动

本报临城5月30日电（记者张惠宁）5月29
日上午，临高县召开2019年脱贫攻坚“夏季比武”
活动动员大会，决定即日起至7月10日，通过开
展“七比”专项行动，集中力量推动今年脱贫攻坚
重点工作，实现识贫退出精准率位居全省优秀行
列、贫困发生率和返贫率降至全省最低、三保障和
安全饮水质量持续提升、群众满意度达到95%以
上目标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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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30日下午，以“在海南 开始全球
新故事”为主题的碧桂园·中央半岛主题
品牌发布会在海口举行。发布会上，形式
多样、构思巧妙的节目充分展现了碧桂
园·中央半岛项目丰富多元的配套和产品
体系，同时也全面呈现了该占地面积
6200亩项目的未来规划。中国贸促会研
究院国际贸易研究部、海南优联、上海市
城市设计规划研究院以及碧桂园集团相
关负责人出席此次活动。

现场
亮点纷呈：科技感与唯美风相融合

本次品牌发布会亮点纷呈，活动采
取了由国内首台MOSS机器人“泰坦”和
海口当地知名主持人共同主持的形式。
在发布会上，“泰坦”还现场表演了动感
舞蹈，引来了现场观众的阵阵掌声。

活动现场还采用了高科技全息影像

亮灯仪式、激光秀和水舞丽影3D秀，让整
场发布会充满未来科技感，也展现出了与
该项目相呼应的未来科技发展理念。

不仅如此，篮球运动员、碧桂园·中
央半岛明星代言人易建联作为神秘嘉宾
登场，并向该项目物业公司授予凤凰荟
社群联盟荣誉承办单位牌匾。

现场，还有湖南神农艺术团取材海
南自贸区、自贸港建设的感人故事，精心
编排的情景剧《游子的乡愁》与《美丽新
海南》，以创新且具有感染力的形式呈现
出海口未来生活的变迁和憧憬。通过生
动的情景剧和3D舞蹈，碧桂园·中央半
岛项目重点打造的七大生态都市系统和
五大世界公民生活平台也呼之欲出。

据了解，作为一个大体量、高格局、全
资源整合的综合性项目，碧桂园·中央半
岛项目既呈现了全新人居体验，同时也代
表了碧桂园海南区域在助力海口乃至海

南发展进程中做出的努力与积极贡献。

观点
优势互补：助力海口江东新区建设

作为海南自贸区的集中展示区，海
口江东新区的战略意义和发展前景不言
而喻。碧桂园·中央半岛毗邻海口江东
新区，规划与建设合理。

发布会现场，中国贸促会研究院国
际贸易研究部主任赵萍以《海南自贸
经济下的新机遇》为主题，从“为什么”

“是什么”“怎么干”等三个方面，全面
剖析了海南建设自贸区自贸港的未来
发展机遇。

上海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设计中心
总经理王嘉漉，通过主题为《全球自贸经
济下的美好海居地》的主旨演讲，主要介
绍了碧桂园·中央半岛项目的未来规划。

王嘉漉表示，该项目未来将成为聚

集公共活动、营造可持续优美环境、彰显
文化特色等复合功能的创新项目，助力
海南自贸区自贸港建设。同时，也将成
为加深海口美丽印象的海滨休闲目的
地，以及宜居乐业的国际创新地。

据悉，碧桂园·中央半岛项目将集中
打造国际教育群、全系生态群、立体路轨
群、度假酒店群、海岸商务群、艺术公建
群、感官商业群，涵盖了集居住、办公、旅
游、休闲、购物、国际教育等于一体的都
市配套功能。

未来
质朴初心：向世界发出诚挚邀请

据了解，在发布会前夕，碧桂园海南
区域已在纽约时代广场以及北京三里
屯、广州塔、香港尖沙咀等地，以“海南的
全球新故事”为主题，向世界发出诚挚邀
约，让全世界的目光聚焦海南海口。

碧桂园海南区域相关负责人表示，
此举是碧桂园海南区域作为一家扎根于
海南、成长于海南的企业的质朴初心，也
是渴望与海南共同成长、迈向新未来的
美好期待。

该负责人介绍，截至2019年4月，碧
桂园海南区域共在海南捐赠实施公益扶
贫项目60项，捐赠金额共计9341万元，
直接受益人口5.6万，惠及人口108.3万，
公益事业涉及教育扶贫、产业扶贫、美丽
乡村建设、救灾赈灾等方面。

长期以来，碧桂园海南区域对面向世
界推介海南始终不遗余力。2017年至
2018年间，碧桂园海南区域先后赞助“环
海南岛国际大帆船赛”和两届“环海南岛
国际公路自行车赛”等国际赛事。通过赞
助赛事的举办，向世界展现海南秀美的自
然风光和淳朴的人文风情的同时，让更多
人了解海南、爱上海南。 (撰稿/慕容)

碧桂园·中央半岛主题品牌发布会在海口举行

在海南，开始全球新故事

发布会现场，篮球运动员易建联为
碧桂园·中央半岛项目物业公司授予凤
凰荟社群联盟荣誉承办单位牌匾。

本报海口5月30日讯 (记者叶
媛媛)近日，关于“指静脉身份验证将
在我省今年高考首次使用”的消息引
起了不少家长和考生的关注，指静脉
验证的原理是什么？如何进行操
作？验证的速度是否足够快？带着
这些疑问，5月30日下午，海南日报
记者在海南华侨中学高中部考点模
拟演练中，体验了指静脉身份验证的
过程。

5月30日14时15分，临近入场
时间，海南侨中高中部教学楼内的各
个身份验证通道前，参与演练的高三
考生们已经排起了长队。距离考试
时间仅剩40分钟时，考生身份验证

工作开始。
指静脉一体机既能进行身份证

验证，也能执行指静脉验证。海南
日报记者在现场看到，考生将手中
的身份证放在指静脉一体机的读取
感应区，约一两秒后，验证结果就会
在机器页面上显示出来。当考生的
身份证信息被系统读取后，机器页
面上会跳出“验证通过”字样，同时，
考生的姓名、身份证号、准考证号、
考场号、座位号等具体信息也在系
统中有所显示。

“经过身份验证的考生可以直接
进入考场，未通过验证的考生则需要
到特殊通道进行二次验证。”海南华
侨中学教务处主任李国辉说。他举
例，已经消磁的身份证、临时身份证、
身份证信息与早前录入不一致等，这

些情况都会导致考生验证失败。
“指静脉验证仅作为身份证验证

的辅助，已通过身份证验证的考生，
也可能会被抽取再次进行指静脉验
证。但在特殊通道，每位考生都要通
过身份证验证、指静脉验证、现场拍
照3个环节。”负责身份验证的工作
人员也提醒考生，如果在演练中发现
自己第一次身份证验证失败，可以在
正式高考时直接走特殊通道，以免多
次排队。

在现场，海南日报记者也体验了
一次指静脉身份验证：在听到仪器发
出“请放手指”的语音提示后，将食指
伸直，轻轻平放在指静脉验证的识别
卡槽内，指尖自然轻触指尖传感器，
指根贴合指根传感器。大约两三秒
后，验证结果便弹出在页面上。

据介绍，指静脉身份识别技术，
是利用手指内流动的血液中的血红
蛋白对近红外光的吸收而形成的静
脉血管图像，同服务器中的指静脉模
板进行比对，从而确认考生身份的技
术过程。相较指纹验证，指静脉目前
被人复制的可能性基本为零。

同时，指静脉身份识别技术不受
外界环境影响，即使是在手指表皮有
褶皱、粗糙、干裂、湿润、脏、受伤的状
态下，均可正常使用。

海口市考试中心有关负责人告
诉海南日报记者，目前，指静脉身份
验证技术已经在内蒙古自治区及广
东省部分城市的高考中投入使用。
这项技术的引入对于我省震慑舞弊
行为，杜绝考试作弊，促进考试公平
具有重要意义。

我省引入防替考“黑科技”

今年高考“刷”指静脉进考场
关注2019年高考

海南省体彩中心
慰问海口市社会福利院

本报海口5月30日讯（记者王黎刚）在“六
一”儿童节来临之际，海南省体彩中心30日组织
了多名党员和共青团员，前往海口市社会福利院
开展慰问活动，看望福利院内生活的孩子，并向他
们赠送了尿不湿等慰问品。

海口市社会福利院院长唐凤英介绍，海口市
社会福利院现有供养人员300余人，其中有133
名是孤残儿童，对尿不湿需求量大。随着社会各
界对福利院的关注增加，捐赠物品也越来越多。
因此福利院将每月的最后一个周六定为“爱心开
放日”，吸引社会爱心人士到福利院开展公益活
动、接受社会捐赠物资，以真正服务于福利院的孩
子和老人们。

昌江百年芒果公益拍卖
筹得156.4万元

本报石碌5月30日电（记者刘笑非 通讯员
李德乾）“18万元第三次，成交！”5月29日，昌江
黎族自治县2019年昌江百年芒果公益拍卖会举
行，通过19家爱心企业和近百名社会爱心人士的
竞拍，63个百年芒果树果实筹集到的156.4万元
善款，将全部捐赠给昌江教育发展基金会，用于资
助贫困学子“圆梦”。

据悉，此次爱心企业和爱心人士的认捐，共筹
得善款156.4万元，将全部捐给昌江教育发展基金
会。而2013年成立以来，昌江教育发展基金会已资
助了贫困家庭大学生1831人，金额达846.86万元。

“背水一战”打赢脱贫攻坚战聚焦“两不愁三保障”

海口委托第三方机构
考评公厕
城管部门将对整改不到位、
不达标单位进行处罚

本报海口5月30日讯（记者计
思佳）为切实加强海口公共厕所管理，
擦亮城市名片，不断提高精细化管理
水平，4月17日起，海口市园林和环
境卫生管理局启动社会窗口服务单位
公厕管理专项整治行动，委托第三方
机构对城市公共厕所管理作业质量、
服务质量进行检查考核及量化评分。

据第三方监督考评机构工作人员
介绍，监督和指导社会单位对外开放
厕所，包括医院、机场、港口、车站、加
油站、景区、广场、酒店、农贸市场、大
型商超等单位的对外开放厕所，必须
参照环卫公厕作业质量标准实施规范
管理，对整改不到位、不达标的单位，
将上报辖区城管部门予以处罚。

第一批公厕专项督查主要针对港
口、汽车站等交通枢纽进行检查，已将
督查结果分别上报相关单位进行整改，
并加强回头看，督导落实整改情况。

第二批将针对农贸市场、加油站、
医院等窗口单位进行督查。

5月24日上午，海南日报记者跟
随第三方监督考评机构工作人员进行
了实地巡查。

期间，考评组对红城湖路北胜农
贸市场、海甸五西路中国石化加油站、
灵山镇农贸市场、新坡镇冼夫人文化
广场等公厕进行巡查发现，大多数公
厕存在卫生管理不到位、废弃物堆积、
设备缺失等情况。但坡巷路海口市中
医药门诊部公厕及院区卫生、石山镇
农贸市场公厕、石山镇火山口停车场
公厕以及石山镇石斛游客中心公厕未
发现卫生问题，卫生状况良好。

海口市园林和环卫局有关工作人
员表示，厕所问题是城乡文明建设的
重要方面，狠抓“厕所革命”是提升旅
游业品质的务实之举。下一步，将把
督查发现的问题进行汇总，汇报相关
部门整改。

■ 本报记者 李艳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