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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定
安县围绕定安粽
子产业建设，政
府、企业和行业
协会多管齐下、
多方发力，结合
本地文化和自然
资源，为粽子产
业赋予品牌、扶
贫、文化等多重
价值，催生极大
发展前景。

结合本地文化和自然资源，为粽子产业赋予品牌、扶贫、文化等多重价值

定安粽子催生大前景
定安粽子助力脱贫攻坚

“端午前几天，厂里的粽子供不应
求，每天都在加班加点赶制。”近日，在定
安县定城镇沙洲村鸿基粽子生产基地
内，贫困户冯荣兰正在抓紧绑粽子。“裹
绑粽子是个技术活，‘三横三纵’是定安
粽子的标准裹绑手法，扎绳看似简单却
最讲究，扎得太松米馅容易漏出来，扎绳
太紧粽子外观就不好看。”

自从鸿基粽子生产基地扎根沙洲
村，不少贫困户就近找到了工作岗位，端
午期间，靠包粽子每天能赚一两百元。
这只是定安粽子产业助力扶贫的一个缩
影。近年来，定安多个乡镇引入了粽子
厂家，吸收贫困户进厂就业。

为了给粽子企业培养合格技术人
员，弥补裹绑技术工人不足的现状，定安
从2017年起开设了“定安粽子”裹绑技
术培训班，至今已连续开办3年，近千名
贫困户因此熟练掌握裹绑技术，这成了
他们增收的新途径。

“之前没有经过系统的培训，绑粽子
的手法、技术不熟练，知道县里将举办裹
绑技术培训班的消息后，就赶紧去报名
学习了。”新竹镇卜效村贫困户符志尾
说，通过学习掌握了一门技术，就能通过
自己的劳动脱贫致富。

“随着裹绑技术培训的推进，后续还
打算进行配料、粽子工艺等更深层次的
培训。”定安粽子协会会长王沸健表示，
今后，协会还计划长期邀请农业、互联网
和旅游等领域的专家开展授课培训，让

贫困户学会包粽技术的同时，增强匠心
精神，培育市场意识和服务意识，成为现
代职业农民。

据了解，2018年定安粽子企业直接
解决了5000余人的就业问题，帮助众多
贫困户实现脱贫。

此外，定安粽子协会还联合定安县多
家粽子企业，从企业利润中抽出部分资
金，设立粽子扶贫资金。在社会监督下，
资助贫困户用作生活生产发展资金，助力
脱贫攻坚。王沸健介绍，定安粽子协会正
在筹建电商扶贫网店，网店运营后每卖出
一个粽子将捐出0.5元作为扶贫资金。

定安粽子添上“文化味”

5月25日，2019海南（定安）端午美
食文化节“争鲜美食汇”在定安县定城

镇海洲广场举行。现场，24个摊位近百
道美食款待，不仅让八方游客食欲大
开，更展示了定安热情好客、诚善之美
的人文风情。

专程前来参加美食节活动的山西游
客李明华面对眼花缭乱的小吃品种想了
半天，最后为自己和家人点了3碗定安腌
粉、1个农家笠和2个定安粽子，“我们在
来之前就在网上做好了功课，品尝当地
美食是必不可少的。很多游客都推荐了
定安粽子和定安腌粉，所以今天特地找
到这里来尝一尝。果然很不错！”

其实，早在2010年，定安就意识到
美食文化对于当地农副产品销售以及旅
游的推动作用，开始举办端午美食文化
节，面向广大市民和游客推广本地特色
美食，让粽子营销和美食文化推广相结
合，为粽子添上“文化味”。

近年来，定安更是别出心裁推出了
“定安味道”“十味定安”等主题活动，邀
请游客品尝和体验，并通过网络投票选
出定安十佳农家好味、十佳美食名菜、十
佳老字号以及十大名菜等，让广大市民
不仅牢牢记住了定安粽子的美好滋味，
更对定安美食充满了期许。

“不可否认，吃得好，也是一次好的
旅程。”资深驴友王智的旅行足迹遍布
全国各地，每到一地都要寻访当地美
味。他认为，游客来到定安，品尝特色
美食，感悟独特美食文化，带走定安粽
子等美食商品，不失为一种独特的旅游
体验。“美食能够加深人们对一个到访
之地的美好印象。如果各色美食都能够
成为便携的旅游商品，让游客回去后还
能与亲友分享定安的美食文化，那么定
安旅游的品牌影响力也会得到延伸。”

“我们还注重在定安粽子等美食品
牌的打造中，注入本地传统文化特色。”
定安县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局局长肖巨
表示，传统文化的介入，可以提高定安旅
游饮食商品的文化档次，可以增加商品
的精神功能，可以显现旅游商品的历史
文化积淀，最终，满足旅游消费者高层次
的文化需求。“今年，我们在粽子品牌打
造与营销时，更加注重展示端午文化以
及本地传统文化内涵，举办端午诗词朗
诵、赛龙舟、洗龙水、琼剧演出等活动，让
定安粽子与本地琼剧、风俗传统以及特
色文化等元素结合，显示其独特的文化
个性、差异性。”

定安粽子注入“田园梦”

“在这里能体验包粽子，还可以体验
一把都市难寻的田园风光。”近日，来自
海口的游客刘阳漫步在定安县中瑞农场
的“黄阿姨”手工粽子农庄，一股惬意的
感觉油然升起。

“‘粽’情‘粽’义，粽子于定安人，不仅
是一种美食，更是一种文化符号。”定安县
旅文局相关负责人认为，定安以粽为媒，
展现富硒大米等粽子原材料的产地，依托
特色生态景观吸引游客，设计定安粽子主
题特色游览路线，串起翰林万亩田洋、亚
洲榕树王和皇坡村等旅游资源。

2019海南（定安）端午美食文化节
期间，定安更是通过举办南丽湖定向
赛、“古城吃鸡”以及“趣味定安 美食漫
谈”绘画、涂鸦活动等主题活动，邀请广
大市民游客前来定安，品尝美味粽子之
余，饱览美妙田园风光以及古色古香的
历史韵味。

据了解，近年来，定安以粽子为主
题，规划主题特色游览路线，配套规划粽
子主题农庄、农家乐，提供丰富的农产
品、文创产品和体验项目。肖巨说，“未
来，人们提起定安粽子，脑海中除了美
食，还会出现一幅美好的田园图景。”

（本版策划/撰文 段誉 陈春羽
图片/程守满）

广告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法人、自然人或其他组织（法律
另有规定者除外）均可申请参加竞买（注：失信被执行人不得参与
竞买），申请人应单独申请竞买。本次挂牌不接受联合体竞买，不
接受竞买人电话、邮寄、电子、口头报价。三、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
用权挂牌出让按照项目规划设计条件及满足开发建设要求并出价
高者得原则确定竞得人。四、本次挂牌出让的详细资料和具体要
求，详见挂牌出让手册。申请人可于2019年6月7日至2019年7
月8日到文昌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三楼自然资源权益和开发利用
室或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一楼受理大厅3号窗口（土地产
权交易）购取挂牌出让手册和提交书面申请。 五、申请人交纳竞
买保证金的截止时间为2019年7月8日17时00分（以竞买保证金
到账为准）。经审核，申请人按规定交纳竞买保证金，具备申请条
件的，我局将在2019年7月8日17时30分前确认其竞买资格。
六、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活动定于2019年6月30日8时
00分至2019年7月10日10时30分在海南省政府会展楼二楼省
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土地交易厅进行。（2019年7月10日10时
30分在海南省政府会展楼二楼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土地交易
厅召开挂牌现场会）。七、其他需要公告的事项：（一）竞得土地后，
竞得人须按照签订的《成交确认书》约定与文昌市自然资源和规划
局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一次性缴纳土地出让
金。（二）本次出让宗地属商业项目用地，竞得该宗土地后，竞得人
须严格按照批准的项目规划设计方案要求，以及有关部门的行业
规定，在半年内动工建设项目，两年内完成项目的投资建设。（三）
按照《关于印发<海南省建设用地出让控制标准（试行）>的通知》

（琼国土资规〔2018〕7号）有关规定，本次出让宗地设定投资强度
不低于300万元/亩（扣除土地出让价款），年度产值不低于450万
元/亩，年度税收不低于12万元/亩，以上控制指标按规定列入《产业
项目发展和用地准入协议》，属于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
同》的前提条件，竞得人在签订该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
时，一并与文昌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签订该宗《产业项目发展和用地
准入协议》。（四）本次出让宗地按净地条件出让，即土地权利清晰、安
置补偿落实到位、地上附着物清表、无法律经济纠纷、土地开发利用
规划条件明确、符合土壤环境质量要求、具备动工开发所必需条件。
竞买人应当现场踏勘出让地块，竞买人申请参加竞买的，视为对出让
地块净地条件无异议。（五）竞得土地后，竞得人须在文昌注册公司进
行项目开发，拟注册成立新公司进行开发建设的，申请人应在申请书
中明确新公司的出资构成、成立时间等内容。如已在文昌注册具有
相应土地开发资质的公司，可不再注册公司。（六）竞得土地后，竞得
人须按规定完善该宗地施工报建、地质、压覆矿、消防、环保等审批手
续，方可动工建设。（七）该宗地若需要实施装配式建设，应按照装配
式建设有关规定执行。（八）本次挂牌出让事项如有变更，届时以变
更公告为准。八、联系方式：联系地址：海南省文昌市清澜开发区
一横路、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一楼受理大厅3号窗口；联
系 人：周先生 杨先生 安先生；联系电话：0898-63330100
65303602 66825575；查询网址：http://www.ggzy.hi.gov.
cn； http://www.hnlmmarket.com/

文昌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19年6月7日

文昌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公告文土告字〔2019〕4号

经文昌市人民政府批准，文昌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决定以挂牌方式出让壹（幅）地块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挂牌出让地块的基本情况和规划指标要求 ：

地块编号

文国土储
(2003)-
31-1(A)号

地块位置
文 昌 市 文
城 镇 椰 香
路 北 侧 地
段

面积（m2）

12253.59
（ 折 合
18.38亩）

土地用途

零售商业用
地

出让年限

40年

主要规划指标
容积率≤1.0；建筑密
度≤35%；绿化率≥
20%；建筑限高≤5层
配套设施：公厕

挂牌起始价（万元）

3915.022

竞买保证金（万元）

3915.022

国家税务总局海南省税务局第一稽查局公告
海口佰秀服装有限公司(纳税人识别号：914601002939658251，法定

代表人：宋伟荣）：

因你公司不在税务登记地址经营且无法联系你公司相关人员，

涉税文书采用其他方式无法送达，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

理法实施细则》第一百零六条规定，现将《税务检查通知书》（琼税一

稽检通一〔2019〕42号）、《税务事项通知书》（琼税一稽通〔2019〕89

号）公告送达，自本公告之日起满30日，即视为送达。

《税务检查通知书》主要内容：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

理法》第五十四条规定，决定派郑义忠、符庆国等人，自2019年5月

29日起对你公司自2015年1月1日至2015年12月31日期间围绕

协查发票线索进行检查，届时请依法接受检查，如实反映情况，提供

有关资料。

《税务事项通知书》主要内容：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

理法》第五十六条规定，请你公司自收到本通知书之日起3日内向我

局提供2015年1月1日至2015年12月31日期间的账簿、会计凭证

及其他纳税资料。逾期不提供，将按《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

法》第七十条的规定处理。

特此公告

联系地址：海口市华信路5号

联系人：郑先生 符先生

联系电话：0898-66752837

国家税务总局海南省税务局第一稽查局

2019年6月7日

琼税一稽告[2019]51号

国家税务总局海南省税务局第一稽查局公告
海 口 亚 容 电 力 能 源 技 术 有 限 公 司 ( 纳 税 人 识 别 号 ：

914601000623122452，法定代表人：卢金儒）：

因你公司不在税务登记地址经营且无法联系你公司相关人员，

涉税文书采用其他方式无法送达，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

理法实施细则》第一百零六条规定，现将《税务检查通知书》（琼税一

稽检通一〔2019〕37号）、《税务事项通知书》（琼税一稽通〔2019〕90

号）公告送达，自本公告之日起满30日，即视为送达。

《税务检查通知书》主要内容：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

理法》第五十四条规定，决定派林飞、陈元文、胡殿伟等人，自2019年

5月20日起对你（单位）2017年01月01日至2017年12月31日期间

（如检查发现此期间以外明显的税收违法嫌疑或线索不受此限）涉税

情况进行检查。届时请依法接受检查，如实反映情况，提供有关资

料。

《税务事项通知书》主要内容：请你公司自收到本通知书之日起3

日内向我局提供2017年01月01日至2017年12月31日期间的账

簿、会计凭证及其他纳税资料。逾期不提供，将按《中华人民共和国

税收征收管理法》第七十条的规定处理。

联系人：林飞、陈元文、胡殿伟

联系电话：0898-68513027

联系地址：海南省海口市华信路5号

特此公告

国家税务总局海南省税务局第一稽查局

2019年6月7日

琼税一稽告〔2019〕52号

国家税务总局海南省税务局第一稽查局公告
海 南 麒 力 翔 贸 易 有 限 责 任 公 司（ 纳 税 人 识 别 号:

91469027MA5RHJFT8U，法定代表人：李星霖）:

因你公司不在税务登记地址经营且无法联系你公司相关人员，

涉税文书采用其他方式无法送达，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

管理法实施细则》第一百零六条规定，现将《税务事项通知书》（琼税

一稽通〔2019〕91号）公告送达，自本公告之日起满30日，即视为送

达。

《税务事项通知书》的主要内容：经我局检查，发现你公司于

2017年7月接受深圳龙之冠科技有限公司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

23份，上述发票防伪税控查询在2017年7月认证，认证抵扣后失

控，发现你公司向深圳市顺多谦科技有限公司等公司开具增值税专

用发票的行为，定性为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请你公司自收到本通

知书之日起10日内到我局进行陈述、申辩或自行提供陈述、申辩材

料；或者向我局提供能证明你公司与深圳市顺多谦科技有限公司等

公司发生业务真实性的有关证据。逾期不进行陈述、申辩、提供有

关证据的，视同放弃权利。

特此公告

联系人：林明月、葛兆波

联系电话：0898-66770337

联系地址：海口市华信路5号税务大厦717室

国家税务总局海南省税务局第一稽查局

2019年6月7日

琼税一稽告[2019]53号

海南省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关于申请执行人王文侦与被执行人海南隆程房地产有限公司商

品房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海南仲裁委员会作出（2019）海仲字第58号

裁决书，裁定海南隆程房地产有限公司应将位于海口市丘海大道1-

2号的紫园公寓7层7A房（海口市房权证海房字第HK227179号）的

不动产权办理过户登记至王文侦名下。因被执行人未履行生效法律

文书所确定的义务，本院拟变更登记上述房产，如对上述财产权属有

异议者，自本公告刊登之日起10日内以书面形式向本院提出异议，

并提交相关证据材料。逾期本院将依法处置上述财产。

特此公告

二O一九年六月四日

(2019)琼01执317号

公 告
尊敬的客户：

为了提供更优质的服务，我公司将于2019年6月11日

00:00－06:00对儋州东光、庙陀岭网络系统进行优化。届

时，儋州东光、庙陀岭的固话、宽带业务使用将受影响。

不便之处，敬请谅解。详情请咨询客户服务热线

10000。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海南分公司

二○一九年六月七日

活动主题：海阔 任鸟飞

主办单位：海南省文化艺术学校 海南观鸟会

支持单位：海南省美术家协会

活动安排
1.活动时间：2019年6月8日-6月16日

2.活动地点：海南省图书馆一楼展厅

3.展览内容：50副以会文为主题创作的绘画作

品，50副在会文拍摄的优秀摄影作品

4.开 幕 式：6月8日早上10：30

5.参与班级：设计传媒教研室全体师生、班主任

6.摄影宣传：摄影社

7.邀请嘉宾：

中国美协理事、海南省文联副主席、省美协驻会副主席 阮江华

中国美协会员、省美协顾问兼理论委主任 王家儒教授

中国美协会员、省美协副秘书长 符嘉臻

海南省美术家协会油画副主席 李东东

海南省美术家协会 杨超

海南省文化艺术学校 校长 张艳

海南省文化艺术学校副校长 汪红

海南省文化艺术学校设计传媒主任 邝道华

海南省文化艺术学校设计传媒副主任 李耀璋

海南省文化艺术学校设计传媒生态画家 陈海佳

海南省文化艺术学校设计传媒生态画家 陈丹

海南省文化艺术学校设计传媒摄影家 陈帅
招生信息请扫学
校公众号二维码

海南省文化艺术学校绘画与摄影作品展

学校简介：
海南省文化艺术学校创办于1960年，是省内一所公办艺术

职业人才培养的省级重点综合学校。校园占地129余亩，校舍3万
多平方米，现设有琼剧、舞蹈、音乐、设计传媒、群众艺术等五大学
科共12个专业方向。办学规模和环境达到全国省级艺术学校上等
水平。拥有一批省内外知名艺术教育专家，在传承琼剧艺术、推动
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是艺术学生成才的

“艺术摇篮”。
学校已形成中专、岗位培训、职业鉴定、艺术服务为一体的办学

新格局，毕业生就业率达95%以上。办学至今，有500多名优秀毕业
生先后考上北京师范大学、中央民族大学、中央美术学院、中国美
术学院、中国戏曲学院、中国音乐学院、星海音乐学院、北京舞蹈
学院等国内知名高等艺术院校。

【招生对象】
学校面向全国招生，六年制专业招收小学毕业生和初一在校

生，其他年制专业招收应届初中毕业生，以及有艺术特长的初高
中在校生。

【报考方式】
有报考意愿学生可与我校招生办联系登记备案，并到本校或

学校设立在各市县的招生点面试，面试后取得预录通知书的学生
可到学校报到。

面试时间、地点请致电咨询，或登录我校网站http://www.
hnswyx.com查询。

【相关费用】
各专业学费全免；每学期住宿300元/人（琼剧专业可免），课

本费按实际教材标准收取。
【学校地址】海口市桂林洋经济开发区桂林洋大道10号（新校区）
【联系方式】电话0898-65716232 65716225 65716252
【联系人】程老师：18689843637

冯老师：13876338013

海南省文化艺术学校招生启事

在定安新泰来食品有限公司，工人正在整理刚高温杀菌出炉的粽子。

红米板栗养生粽。

定安企业专为
广东市场研发的条粽。

黑猪肉蛋黄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