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凤梨综合收购平均价3.0元/斤，同比增长3%

火龙果综合收购平均价6.5元/斤，同比增长0.8%

我省热带水果综合收购平均价6.8元/公斤，同比增长 1.3%

全省冬季瓜菜总产量490万吨
总产值203亿元

综合平均收购价4.14元/公斤
同比增长2%
出岛销售产值 145.7亿元

热带水果销售
今年上半年

冬季瓜菜销售（截至6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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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陈雪怡

“今年荔枝收购价每斤6元至7
元，甚至更高，去年平均收购价不到
3元。”海垦红明荔枝产业集团种植
户王安冰提到今年的荔枝收购价，乐
得合不拢嘴，“今年的收购价是历年
最好的了。”

去年荔枝价低难卖让不少果农
心有余悸，今年荔枝价高抢手让果
农振奋不已。“今年以来，包括冬季
瓜菜、热带水果、热带作物等，各类
农产品都是价高好卖。”省农业农
村厅相关负责人介绍，通过大力调
减低产低效热带农产品结构，积极
推广优质高效农作物种植，合理引
导农民改种特色高效农产品，着力
扶持、培育热带农业新产业、新业
态发展，我省热带农业转型升级明
显加快。

调优增效提品质

据统计，今年一季度，我省水果
（含园林水果和果用瓜）收获面
积 88.02 万亩，总产量达 127.36 万
吨，同比分别增长 9.5%和 13.8%，
为 2013 年以来水果产量增速最高
水平。

以红明荔枝为例，通过强化技术，
加大技术指导服务等，红明荔枝产业
集团主要种植的妃子笑荔枝实现稳
产，收购价格也比常年大幅度上涨。
今年红明荔枝总产量达6000万斤，总
产值3.6亿元，创历史新高。

“妃子笑、白糖罂、紫娘喜等，是
我省荔枝的主要品种。”省农业科学
院热带果树研究所所长冯学杰说。
近年来，无核荔枝发展迅猛，品种优
势强，果甜、无核，符合消费者食用

偏好，也逐渐成为我省荔枝的代表
品种之一。

同时，我省的冬季瓜菜、热带作
物等，都在不断进行品种结构调整、
产业布局优化。去冬今春，我省冬
季瓜菜产业以“减椒增瓜增豆”为原
则，调低椒类种植面积，增加密瓜种
植面积，在乐东、东方等市县种植优
质蜜瓜15万亩，每亩经济效益1万
元以上。

此外，海口新增种植荔枝、胡椒、
菠萝等8000亩；琼海新种优新水果、
莲雾、油茶等；五指山因地制宜退出甘
蔗、木豆、木薯等低效作物，稳步发展
百香果、忧遁草、牛大力等短平快高效
作物……

“在调减、调优甘蔗、老龄橡胶等
低效作物，推广、改种经济效益较好
的热带水果、南药等高效作物的同
时，我省围绕农药化肥减量增效工

作，采取测土配方施肥和水肥一体化
技术，有机肥替代传统化肥，利用杀
虫灯绿色防控技术以降低农药使用
量等多项措施，在农产品提质增效方
面取得了进一步成效。”省农业农村
厅相关负责人说，芒果、荔枝减少化
肥、农药使用量后，品质明显提升，价
格上涨，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大幅度
提高。

对外促销找市场

近年来，我省充分利用电商平台，
推进热带水果线上销售。以云集电商
平台为例,仅3月24日这一天，就在
线上销售出芒果、火龙果、百香果等约
2000多万斤。

随后，4月13日至6月20日，为
期2个多月的2019海口火山荔枝月
活动举办，累计销售金额8.57亿元，

同比增长10.2%。此外，今年海口火
山荔枝覆盖全国600家阿里线下门
店，总销售额达到1670万元；全国的
大润发超市和法国欧尚超市荔枝销售
总和达1200吨。

举办现场采购洽谈活动、组织企
业参加农业会展、加大产业产品宣传
力度、发挥第三方电商平台作用……
通过丰富、加大对外促销方式和力度，
拓宽、畅通农产品销售市场和渠道，利
用农村淘宝兴农扶贫海南站平台，重
点推送各市县水果产销信息，将当地
有特色的水果推荐给潜在城市的消费
者等，我省农业农村部门稳步推进产
销对接工作，力促农产品有市场又能
卖出高价。

据介绍，下半年，该厅将继续积极
开拓农产品省外市场，打响海南热带
特色高效农业品牌。

（本报海口6月28日讯）

引导农民改种特色高效农产品，我省加快农业产业转型升级

调优增效拓市场 产品俏卖价又好

广告

国家税务总局海南省税务局第一稽查局公告
琼税一稽告〔2019〕56号

海南华伟元电缆有限公司（纳税人识别号：91460100MA5RC
TWP3P，法定代表人：陈有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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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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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内容：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
收征收管理法》第八条、第五十四条、第五十六条规定，我局依法对你公

司进行税务检查，经检查，你公司存在“走逃（失联），逃避税务机关检
查”、“取得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抵扣造成少缴税款”等问题，你公司依
法享有陈述、申辩的权利，请你公司积极履行举证义务，逾期不进行陈
述、申辩的，视同放弃权利。在我局作出税务处理及处罚决定之前，请
你公司自公告送达之日起10日内到我局对你公司上述问题进行陈述、
申辩，并向我局提供有关证据材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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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日

（联系人：李先生，郭先生；电话：0898-66757385；地址：海口市滨海大
道华信路5号）

海南四通项目管理有限公司受三亚京基花园开发有限公司委托，对
三亚京基花园项目土石方工程进行竞争性谈判，现邀请符合条件的企业
前来参加密封投标。项目基本情况：总建筑面积约17万平方米，计容建
筑面积约11.5万平方米，容积率1.8，挖土方量约为234304.11 立方米；
工期：30日历天；招标内容：工程设计图纸内所包含的土石方工程；投标
人资格要求：具备建设行政主管部门颁发的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及

以上资质和有效的安全生产许可证书，投标人拟派项目经理须具备建筑
工程专业贰级及以上注册建造师执业资格。报名时间：2019年7月1
日-- 2019年7月5日，报名时必须提供以下材料：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
书原件及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授权代表身份证复印件；营业执照、
资质证书、安全生产许可证、项目负责人建造师证复印件加盖公章。联
系人：张工/18789666143,联系地址：三亚市吉阳区迎宾路 416-3号苏
商大厦 602。

三亚京基花园开发有限公司 2019年6月29日

招标公告

国家税务总局海南省税务局第一稽查局税务文书送达公告
琼税一稽告〔2019〕58号

海南德域进出口有限公司：
纳税人识别号码：460100573091675

事由：因你公司未按规定结清应纳税款、滞纳金，又不能提供纳
税担保，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四十四条规定，我
局决定并通知出入境管理机关于2019年6月21日起继续阻止你公
司法定代表人刘志出境。

因采取其他方式无法送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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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阻止出
境决定书》（琼税一稽阻〔2019〕11号）。自本公告之日起满30日，即
视为送达。附件：《阻止出境决定书》（琼税一稽阻〔2019〕11号）

国家税务总局海南省税务局第一稽查局
2019年6月21日

国家税务总局海南省税务局第一稽查局阻止出境决定书
琼税一稽阻〔2019〕11号

海南德域进出口有限公司：
纳税人识别号码:460100573091675

因你公司未按规定结清应纳税款、滞纳金，又不能提供纳税担
保，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四十四条规定，我局
已阻止你公司法定代表人刘志出境。到边控截止时间止，你公司
仍未缴清欠税，本局决定并通知出入境管理机关于2019年6月21
日起继续阻止你公司法定代表人刘志出境。

你公司对本决定有陈述、申辩的权利。如对本决定不服，可自
收到本决定之日起六十日内依法向国家税务总局海南省税务局申
请行政复议，也可自收到本决定之日起六个月内依法向人民法院
提起行政诉讼。

国家税务总局海南省税务局第一稽查局
2019年6月21日

根据6月24日七届省政府第30

次常务会议精神，省住房和城乡建设

厅决定从2019年 7月 1日零时起将

“建筑业企业资质核准”事项中的建筑

装修装饰工程专业承包二级、建筑幕

墙工程专业承包二级、防水防腐保温

工程专业承包二级、消防设施工程专

业承包二级、电子与智能化工程专业

承包二级和模板脚手架专业承包不分

等级资质等6项具体的专业承包序列

资质、建筑业企业安全生产许可证核

准、超限高层建筑工程抗震设防核准、

房地产估价机构备案等4项省级行政

审批事项调整由海口市、三亚市住房

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和洋浦经济开发区

管委会实施。工商注册地在海口市、

三亚市、洋浦经济开发区的企业办理

上述事项时，应分别直接向海口市、三

亚市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和洋浦经

济开发区管委会申请；其余17个市县

相关企业仍按原程序向省住房和城乡

建设厅申请办理。

特此公告。

海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2019年6月29日

公 告

本报海口6月28日讯（记者陈
卓斌 特约记者高春燕）6月28日，省
考试局网站公布今年中考各科答案、
评分标准及试题，考生可上网进行
查询。

今年中考填报志愿时间为6月
28日至7月6日中午12时；7月7日
至7月10日中午12时，市县（单位）中
招办和学校将核查考生志愿信息、完
善考生纸质档案和电子档案。

海南日报记者注意到，在提前批
录取的，包括琼台师范学院公办乡镇
幼儿园定向免培生班，多个民族特招
班、中美和中英实验班，以及中央民族
大学附属中学等。在第一批录取的为

“省一级学校”，分两段进行录取。第
一段录取后，7月28日至7月29日上
午12时前，未被录取的考生可以修改
本批次志愿。

在第二批录取的，为经申请，获批
部分计划在本批次录取的“省一级学
校”、市县（单位）重点普通高中学校、
农垦加来高级中学、民办普通高中学
校公费生计划，以及参照市县（单位）
重点普通高中学校进行录取的其他普
通高中学校。需要注意的是，报考提
前批、第一批、第二批学校的考生，每
人只能选报1所学校。

在第三批录取的，包括一般普通
高中学校、有五年一贯制招生的高等
学校、中高职“3+2”连读及中高职“3+
2”分段培养试点班。本批次设6个志
愿，每名考生可以选报6所学校。

今年中考试题及
答案公布
考生可进行估分和填报志愿

关注中招

本报海口6月28日讯（记者良
子 特约记者宋洪涛 通讯员田和
新 邢君怡）截至6月28日9时，“蓝
天二号”收网行动共到案犯罪嫌疑
人265名，其中发布缉捕公告后投
案自首82名，收缴、扣押作案工具
一大批。目前劝投和继续抓捕工作
正在开展中。

6月28日，海南日报记者从省
公安机关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蓝天

二号”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自6月
25日晚启动海南省打击电信诈骗

“蓝天二号”专案集中收网行动以
来，共投入外地、全省警力和党政干
部、民兵1500余人。此次行动由公
安部刑侦局直接指挥协调，公安部
相关业务局亲临海南一线指挥指
导，省公安厅统一调度，江苏，浙江
宁波、温州、衢州，河南焦作等省市
公安机关大力支持，目的就是集全

国之力、全警之力开展打击。此次
抓获的人员主要涉及信贷客服诈
骗、微信招嫖等类型案件。

据介绍，我省“蓝天”系列行动战
果辉煌、效果明显，今年4月18日

“蓝天行动”后，全省公安机关始终保
持严打高压态势，持续开展打击工
作，截至6月24日，全省共抓获电信
网络诈骗犯罪嫌疑人256名、打掉团
伙28个，其中打掉公安部下发线索

抓获嫌疑人129名、打掉团伙12个，
受到公安部刑侦局、海南省委、省政
府、省委政法委等领导的充分肯定。

“蓝天”系列行动取得了明显的
打击效果和震慑效果，从我省发出
的诈骗短信自行动前的日均2万条
大幅下降至100条，最低65条；同
期，公安部每日下发我省的线索也
从日均30条下降至10条左右，5月
21日手机号码线索首次清零。

海南“蓝天二号”行动集中收网

1500余人参战 265名嫌犯到案

码
上
读

本报海口6月28日讯（记者郭萃）海南环岛
高铁海口至美兰段市郊列车（以下简称海口市郊
列车）将于6月29日抵达海口，并于7月1日试运
行。目前，海口秀英站和城西站配套设施已基本
到位。海口市政局将于6月30日前完成各站点
周边升级改造工作。

6月28日下午，海南日报记者在秀英站看
到，站内整体以灰、白色为主，宽敞明亮的落地窗
可以清晰地看到站外的风景。站台的天桥限高
4.5米，横跨道路两旁，到站的旅客通过人行天桥
就可以过马路。此外，站台还设置了出租车及网
约车上、落客区，公交站台、停车场、公共厕所等
公共配套设施，方便旅客出行。车站外，工人正
在用压路机碾压铺设好的沥青路面，并安装调试
路灯和照明立柱。

在城西站大厅内，工人正忙着调试设备，安
装售票处的LED大屏幕。站台内已经完成部分
验票机的安装，城西站南侧公交车通道候车亭主
体已经全部安装。

据了解，海口市市政管理局2018年起对各
站点交通接驳设施进行了升级、改造和完善。
目前已新建4个站点停车场，共269个停车位
（其中小型车位 254 个、电气化公交车位 15
个），公交和出租车雨棚7个、公交站亭3个、充
电桩防雨棚1个，管理房6间、调度室1个，以及
各站周边的人行道、公交与出租车上落客区、电
气监控、给排水、绿化、照明等设施。

此外，海口市政局对城西站、秀英站、长流
站、海口站4个站点及周边市政配套设施也不断
进行完善，届时，4个站点的公交车停靠站可同时
停靠57辆车，其中城西站15辆、秀英站16辆、长
流站12辆、海口站14辆；同时还将新增小汽车停
车位243个。

抓捕现场。

作案工具。

海口市郊列车
7月1日试运行
市政配套本月底完成

（本组图片均由省公安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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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码看海南
公安“蓝天二号”
收网行动抓获
265名嫌犯

8条公交线路免费坐
持续至7月4日

本报海口6月28日讯（记者郭萃 通讯员张
磊 徐家启）海口公交集团从6月29至7月4日，推
出免费乘坐市郊列车接驳公交体验活动，届时市民
可免费乘坐80路、81路等8条市郊列车接驳公交
线路到达市郊列车途经站点，无缝换乘市郊列车。

这8条市郊列车接驳公交线路为80路、81路、
82路、204路、216路、217路、218路、219路。免
费乘车期间，海口公交集团8条新开通接驳公交线
路的所有公交车将全部封闭投币箱，关掉刷卡机，
7月5日将重新开封并开启刷卡设备电源。

市民游客想要实时了解公交运行位置和到站
信息，也可手机下载“椰城市民云”“海口公交出
行”APP或关注“海口公交集团”微信公众号，便
可随时随地掌握公交乘坐信息和车辆实时位置，
提前安排公交出行。

海南环岛高铁实行
新列车运行图

本报海口6月28日讯（记者邵长春 通讯员
符转）海南日报记者从海南铁路获悉，为进一步优
化海南环岛高铁动车组列车开行方案，方便旅客的
出行，自2019年6月30日起实行新列车运行图。

海南环岛高铁调整列车运行图后，将开行
动车组列车40对，较旧图减少1对。其中环岛
高铁东段26对，三亚⇌三亚环岛列车8对，海
口东⇌海口东列车环岛6对；取消环岛高铁西
段本线车（即三亚和海口间只走西线的车取
消）；开往海口站的动车组列车由8对减至3.5
对，进出海口站主要运输工作将交给海口市郊列
车担当。

关注海口市郊列车试运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