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陵水“80后”许方瑜返乡发展现代农业

“敢吃螃蟹”的农家女带乡邻致富

生活英语

自贸英语

【资料来源：省委深改办（自贸
办）、省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厅】

自贸英语角

A：Is the Aerospace Sci-
ence Museum in Qionghai？

航天科普馆是在琼海吗？
B：No，it is in Wenchang.
不是，它在文昌。
A：I hear that we can see

pandas in Hainan Tropical
Wildlife Park and Botanical
Garden.

我听说在海南热带野生动植物园
可以看熊猫。

B：Yes， and you can feed
alpacas there，too.

是的，在那里还可以喂羊驼。

充分利用博鳌亚洲论坛等国际交
流平台，推动海南与“一带一路”沿线
国家和地区开展更加务实高效的合
作，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重要战
略支点。

Make full use of interna-
tional exchange platforms like
the Boao Forum for Asia
（BFA） to promote more prag-
matic and effective cooperation
between Hainan and the BRI
partner countries and regions
and build Hainan into a strate-
gic node for the Maritime Silk
Road in the 21st Century.

科技特派员亮相脱贫致富电视夜校

把科技送到田间地头

本报海口8月26日讯（记者陈卓斌）精准扶
贫，科技先行。在脱贫攻坚中，广大科技工作者是
如何瞄准地方特色主导产业，有针对性地开展科
技成果转移转化，以及加强农民技能培训的？这
些问题，在8月26日晚播出的第146期海南省脱
贫致富电视夜校均得到解答。

“科技特派员紧紧围绕服务对象的需求，帮助
解决生产技术难题，开展技术推广、科普宣传和创
新创业活动等。”省科技厅农村科技处副处长戴恩
宇受邀主讲。他介绍，党的十八大以来，省科技厅
共组织派遣了2000多名科技特派员扎根海南农
村，服务“三农”。

戴恩宇说，我省自推出科技特派员机制以来，
取得了阶段性成效，具体包括覆盖范围大，人才储
备足；科技服务平台建设管理得到强化，科技服务
成效突出；推动科技特派员单位扶贫新模式不断
建立健全。

观众可以登录海南网络广播电视台、下载“视
听海南”手机客户端收看本期完整节目内容。

省人大常委会党组（扩大）会议指出

抓实落细主题教育
确保“四个到位”

本报海口8月26日讯（记者李磊）8月26日
上午，省人大常委会党组在海口召开扩大会议。

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内蒙古考察并
指导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时的重
要讲话精神，推进海南全面深化改革开放领导小
组第三次办公会议精神和海南省贯彻措施，中共
中央《关于支持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
示范区的意见》，国务院《关于印发中国（上海）自
由贸易试验区临港新片区总体方案的通知》和《中
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临港新片区管理办法》
等内容，并研究相关贯彻落实意见。

会议指出，省人大常委会党组要深刻学习领
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主题教育“四个到位”的明确
要求，紧密结合人大职能，切实做到把理论学习贯
穿始终，广泛深入基层开展调查研究，深刻检视存
在的问题，做到立行立改、即知即改，通过进一步
抓实落细主题教育，不断开创人大工作新局面。

会议由省人大常委会党组副书记、副主任许
俊主持，省人大常委会党组副书记、副主任何西
庆，党组成员、副主任林北川、关进平出席会议。

新时代国际战略峰会
在文昌举行

本报文城8月26日电（记者李佳飞 实习生
梁小奕）8月26日至28日，新时代国际战略峰会
（以下简称峰会）在文昌市举行。专家学者将围绕
相关议题进行对话。

峰会由中央党校专家工作室策划，省委宣传
部指导，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海南省社会科学
院）及文昌市委、市政府主办，省南海战略研究会
承办。

峰会议题包括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战略、“一带
一路”国际合作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战略意
义、海南自贸区与粤港澳大湾区两大战略布局和
对接等。中央党校、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武
汉大学等多所著名高校和研究机构的马克思主
义、国际战略、区域发展战略、金融、海洋、科技等
领域的专家，将围绕上述议题进行对话，助力海南
全面深化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建设的
深入推进。

■ 本报记者 邓钰 特约记者 陈思国

近日，在位于陵水黎族自治县文罗
镇的兴罗果蔬产销农民专业合作社农
业基地，黄秋葵、火龙果等农作物长势
正旺。这片农田，是“80后”许方瑜带着
乡亲们大展拳脚的广阔天地。在这里，
她撒播下现代农业的“种子”，打开农民
了解市场的窗口，助村民增收致富。

“可以说我是踩着农田长大的，对农
业很有感情。”许方瑜介绍，她是土生土
长的文罗农家女。在成长过程中，她发
现农户辛苦种地几年，许多农作物在收
成后，只能以极其低廉的价格卖给收购

商，甚至出现滞销，她心中憋着一股劲，
“要让乡亲们靠种田也能过上好日子。”

2004年，许方瑜从海南大学经济
系毕业后，在海口等地历练了几年，创
立海南四方达农业开发有限公司，业
务范围包括农资销售、农林种植、家禽
养殖等农业综合开发产业。在此过程
中，她常去北上广深等地调研市场，并
深入基层，了解农户们的产业困境。

“许多农民商业嗅觉不灵敏，种植
的作物品种远落后于市场需求。”经过
多地走访、对比，许方瑜发现，一个

“旧”字阻碍了家乡农业的发展。农户
依赖经验种田，墨守成规，品种旧、技

术旧、思维旧，跟不上瞬息万变的市
场。“就拿火龙果来说，传统白心果收
购价可能是三四元，而大红2号火龙果
能有七八元，燕窝火龙果就更贵了。”

摸清症结，许方瑜决定返乡发展产
业，带着农民们追市场，把新理念、新品
种和新技术送到村民身边，引导他们淘
汰落后品种，种植市场需要的高效作物。

“第一个吃螃蟹”的人能发现机
遇，但也意味着承担更多风险。最令
许方瑜难忘的，是2016年在文罗镇带
动农村发展黄秋葵种植产业的经历。

“当时，黄秋葵在市场上属于高端
蔬菜，供不应求，收购价稳定在每斤5
元左右，利润可观。”许方瑜介绍，黄秋
葵喜热怕冷，十分适合在陵水种植，且
产量稳定，当年每亩利润近8000元。

而文罗镇的农民习惯种植辣椒，每亩
利润两三千元。2016年，她计划带动
村民种植200亩黄秋葵，让特色产业
在文罗镇扎根。

但许方瑜的一腔热情遭受了冷
遇。“种惯了辣椒的村民根本不信任我
们，他们怕投入、怕赔本、怕麻烦！”为
了打消村民的后顾之忧，许方瑜做了
个大胆的决定：以公司的名义为村民
提供种子、肥料试种，全程进行技术指
导，黄秋葵成熟后，保底收购，再从中
扣除种子、化肥成本。

“如果没跟着阿瑜干，我不知道何
年何月能过上好日子。”文罗镇农户符
亚民在许方瑜的带动下，承包了约20
亩地种植黄秋葵，这几年，他不仅顺利
脱贫，还新盖了两层小楼。

2016年，许方瑜仅带动村民种植
了40余亩黄秋葵。2017年，村民们
看到效益，踊跃响应，黄秋葵种植面积
扩大到200余亩。

为了更好地带动村民发展高效农
业，许方瑜注册成立了兴罗果蔬产销
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黄秋葵、黄金百
香果、燕窝火龙果等特色种植产业，以
及文罗鹅养殖。合作社以“有工出工，
有地出地”的方式优先吸纳贫困户入
社，先后带动了近300户贫困户。许
方瑜还注册了“文罗”“新农人”商标，
带着一批年轻人做起了电商。

“我希望能尽自己的力量，让家乡
人越过越好。”当问起做农业的初心
时，许方瑜总是这么说。

（本报椰林8月26日电）

■ 本报记者 张惠宁 通讯员 刘彬宇

8月26日上午，临高县博厚镇乐
豪村旁一片面积大约200亩香蕉园
里，一排排香蕉树苗已经种了起来，
几位技术人员正在给蕉农讲解如何
施肥、打药……在乡村振兴工作队的
引导下，乐豪村正改变传统农业产
业，大规模种植香蕉。

“如何在土地上做文章，提高农
村土地产出效益，进而推动乡村振

兴，是我们驻村以来一直深入思考和
探索的课题。”乐豪村乡村振兴工作
队队长孙发尧说。

乐豪村村民和临高其他村庄一
样，多年来，以田地种植甘蔗、坡地种
植桉树为主。近年来，临高县推出退
蔗发展高效农业，补贴500元亩的优
惠政策，但缺乏深入宣传引导，乐豪村
村民对“退蔗改种”的热情不是很高。

今年2月底，孙发尧带领村“两
委”干部及村民小组组长和村民代表

到乐东考察学习，着力转变村民产业
种植观念。同时，乡村振兴工作队还
积极探索“专业公司承包部分土地经
营+村民跟种+村民打工”的经济发
展路子。

经过孙发尧等人的多方努力，投
资商与村民历经数次协商终于谈
妥。文舍、乐东、乐西、汗流等4个村
民小组50户农户同意出租200亩田
地，给一家农业开发公司种植香蕉，
租期2年，每年每亩租金500元。农
业公司今年早些时候已经投资10万
余元打了一口270米的地下深水井，
用于生产灌溉。

乐豪村乡村振兴工作队和村“两
委”干部还因地制宜，根据乐豪村海
岸线绵长、环境优美等自然资源优
势，主动联系旅游公司到村里实地考
察，洽谈开展合作事宜。

“目前，一家旅游公司与新安、乐
豪村民小组接近达成合作协议，计划
出租30年，每亩租金每年700元，15
年一付，后15年租金根据当时市场
行情浮动调整，青苗赔偿费每亩
3200元。目前只剩6家农户没有签
名，旅游公司正想办法促成村民全部
签名。”孙发尧说。

（本报临城8月26日电）

临高乐豪村乡村振兴工作队在土地上做文章，提高土地产出效益

公司请进村 产业兴起来
乡村振兴工作队在行动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最美奋斗者

海口市公安局秀英分局
24小时自助服务区，配备了
出入境自助填表机、出入境
证件（卡式）自助签注机、出
入境证件发证机、身份证自
助受理机、身份证自助发证
机等便民设备。市民自助办
理业务仅需5分钟左右，节省
了窗口排队时间，业务办理
效率大大提高。

图为8月26日晚8时许，
一市民在海口市公安局秀英
分局24小自助服务区填写信
息、办理业务。

见习记者 封烁 摄

海口公安便民服务

24小时“不打烊”

专题 值班主任：蔡潇 主编：林容宇 美编：杨薇

《江苏省自由贸易试验区江北片
区综合金融服务方案》以国务院公布
的总体方案为基础，突出江北片区的
战略定位，为江北新区提供两大类六
个系列金融服务方案，意向性授信额
度总额将达到1000亿元。

第一，为区内客户群体配置了跨
境金融服务、产业集群服务、中小企业
服务、个人金融服务、四项专属金融服
务。这些服务突出区内“自主创新”的
特点，服务于生产要素便利化和自由
化的目标，不仅针对企业客群，而且为
区内高端居民和非居民客户量身定制
个人金融服务方案，是一套全方位、多
领域的金融服务体系。

在跨境金融服务方面，交通银行作
为国有大行中唯一具有离岸牌照的银
行，充分利用自己在离岸业务上的优

势，打造自贸区内“离岸+”金融服务支
持体系；同时，交通银行紧跟外汇改革
步伐，依托NRA账户体系，为非居民本
外币资金汇划融通提供更多重选择；交
通银行还将配合外管政策，积极进行外
汇划转便利化的尝试和创新，推进人民
币国际化；除此之外，交通银行将依托
境外分行布局优势，为企业提供境外发
债、全口径跨境融资、海外投资并购等
跨境服务，助力区内企业发展壮大。

在产业集群服务方面，交通银行将
利用交银集团全牌照优势，推进新区创
新集成、产业集群、空间集聚，积极满足
自贸区客户全生命周期融资需求，提供
包括过桥融资、固定资产融资、经营周转
融资、收益权融资、并购融资、结构化证
券等多种服务；对于大型跨国集团客户，
重点提供全球账户管理、流动性管理以

及相关信息、投融资等综合化服务，有效
降低跨国经营资金风险；为服务区内实
体企业，交通银行推出“蕴通产业链”
金融服务，围绕相关行业中的核心企
业，为其上下游的客户提供融资、结
算、风险管理等综合性金融服务，推动
江北新区建设成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
产业科技创新中心的重要基地。

在中小企业服务方面，交通银行针
对中小企业的业务特点，重点推出便捷
线上融资服务，突出线上特点，实现了
线上审批额度和线上提款放款，方便快
捷；为支持区内科技类中小企业的发
展，交通银行为科创企业提供专门科技
类贷款产品保贷通，解决科创企业的实
际需求；另外，交通银行还为中小企业
提供商票快捷贴现服务，实现中小企业
无授信便捷贴现。

在个人金融服务方面，交通银行
重点关注区内居民和非居民的教育、
医疗、置业、消费等现实需求，配合区
内针对高端人才的相关政策，尝试在
涉外医疗保险费用的划转、个人外汇
住房贷款、跨境结算服务推出便利化
产品和服务，助力区内人才战略的实
施，促进江北自贸区的长远发展。

第二，为江北新区产城融合、城乡
融合战略的实施提供专属金融服务。
此类服务主要针对区域建设和战略定
位，提供基础设施建设服务方案和新
金融中心建设服务方案。

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交通银行
将江北新区视为重点支持对象，通过
专项融资授权和集团总额预授信体
系，为新区提供多维度金融服务，加快
项目审批效率，积极支持江北新区交

通、能源及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包括
加大对区域内综合枢纽、轨道交通、过
江通道、快速路，高速公路、港口等重
大工程项目建设期内融资支持；加大
对超低排放和节能减排的优质电力、
太阳能、生物质能等能源项目融资需
求的支持；加大对新区河道整治、棚户
区改造、保障房建设以及海绵城市、地
下管廊、城市管网等新型城市基础设
施建设的资金支持等。

在新金融中心建设方面，交通银行
将充分发挥丰富的离岸业务经验、广泛
的海外分行布局、全牌照的金融服务优
势，通过设立分支机构，支持江北新区
金融电子化流程，协助新区在新金融领
域提高软实力。包括为区内财政、住
房、公积金、社保、医院、高校等提供财
政国库集中支付系统、财政非税代收缴

系统、“银检通”、“缴税通”、社保资金归
集系统、住房公积金归集系统、物业维
修基金系统、存量房资金监管系统、预
售房资金监管系统、金融社保 IC 卡、

“银卫安康”、“财智校园”、公务卡等新
型电子化系统产品，推动江北新区金融
现代化改革步伐。

交通银行推出的江北自贸区综合
金融服务方案充分彰显了交银集团全
牌照、全流程的服务优势，体现了交通
银行“国际化、综合化”战略，以实际行
动对接区内各类需求，将有效推动江
苏江北自贸区的高质量发展。

除了江北自贸区综合金融服务方
案之外，交通银行也于第一时间推出
了针对连云港片区的综合金融服务方
案，结合片区定位和特色，为所在片区
提供金融服务支持。

发挥金融服务优势，支持自贸区建设

交通银行推出自贸区综合金融服务方案
8月26日，国务院正式公布设立江苏省自由贸易试验区。江苏省自贸区包含南京江北片区、苏州片区和连云港片区三个片区，强调提高

境外投资合作水平、强化金融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和支持制造业创新发展，这将为江苏地区带来重大发展机遇。
为对接江苏自贸区江北片区的设立和发展，交通银行江苏省分行于第一时间推出了《交通银行江苏省自由贸易试验区江北片区综合金融

服务方案》，聚焦江北片区“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服务区内相关企业，以金融力量助力江苏自贸区江北片区的建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