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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解除房屋租赁协议的通知
王建明先生：

您所承租我方位于琼海市嘉积镇爱华东路紫瑞区，占地面积
为250平方米的8.5层楼房【产权证号：琼（2016）琼海市不动产权
第002461号】，时至今日尚有一年多的房屋租金没有支付，经我方
多次催交未果，加之无法联系上您，现特登报通知如下：1、我方依
据与您2013年3月4日签订的《房屋租赁协议》第十条条款约定和
2018年2月4日签订的《房屋租赁协议（补充）》第六条条款约定，
现我方决定自该通知见报之日起，解除与您2013年3月4日签订
的《房屋租赁协议》和2018年2月4日签订的《房屋租赁协议（补
充）》。2、您所拖欠我方的房屋租金请于2019年10月2日前付清
且自行搬离。逾期不处理我方将保留通过法律途径解决的权利。
特此通知。附：出租人：王磊（身份证号：450603198202051511）

承租人：王建明（身份证号：140122196611033816）
王 磊 2019年9月17日

吸收合并公告
经三亚天行电召出租汽车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602000563791521），海南烯康科技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91460200MA5RHWQ81M）于2019年9月1日作出股东决定，
三亚天行电召出租汽车有限公司吸收合并海南烯康科技有限公司，三
亚天行电召出租汽车有限公司存续，海南烯康科技有限公司注销。合
并前三亚天行电召出租汽车有限公司注册资本为1000万元，海南烯
康科技有限公司注册资本为100万元。合并后三亚天行电召出租汽
车有限公司注册资本为1100万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
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合并各方的债权债务均由合并后存续的三亚天行
电召出租汽车有限公司继承。请相关债权债务人自本公告之日起45
日内，前来办理清偿债务或提供相应债务的担保手续事宜。

三亚天行电召出租汽车有限公司

文昌市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使用权作价出资公告 文集土告字〔2019〕第9号
根据《文昌市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试点暂行办法》和《文昌市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交易规则》的有关规定，经文昌市人民

政府批准，文昌市东郊镇东郊村民委员会东蓝、西蓝、中蓝村民小组决定将以下壹（幅）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使用权以作价出资方式入市。
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一、作价出资地块的基本情况和规划指标要求：

二、意向合作方资格要求：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法人和其
他组织（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均可申请，申请人单独申请，不接受联合
申请。失信被执行人不得参加本次申请。意向合作方须在文昌新成立项
目公司进行作价出资申请，并提交与入市主体签订的作价出资合作文件
以及入市主体三分之二以上成员或者三分之二以上村民代表同意合作
的表决书。入市主体与意向合作方根据该地块成交价，确定各自占有股
权份额。增资扩股时，须按增资扩股时的土地市场价值重新确认入市主
体占有股份。三、本次作价出资宗地涉及占用2.153亩新增建设用地，意
向合作方成交后，需向市财政缴交共7.1049万元新增建设用地有偿使
用费（3.3万元/亩）。四、本次作价出资的公告期自2019年9月18日至
2019年10 月18日17时止。详细资料和具体要求，详见作价出资手册
（该作价出资手册所载内容为本公告的组成部分）。意向合作方可于公告
期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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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窗口购取作价出资手册
和提交书面申请。五、意向合作方交纳保证金的截止时间为2019年10
月18日17时00分（以保证金到账为准）。经审核，意向合作方按规定
交纳保证金，我局将在2019年10月18日17时30分前确认其作价出
资合作资格。六、本次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使用权作价出资活动
现场会定于2019年10月21日10时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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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期满，只有一家符合
条件的意向合作方提交申请，则按出价不低于底价的原则确定是否成
交；若公告期满，有两家或两家以上符合条件的意向合作方申请，则采
取现场竞价方式，按照出价高者且不低于底价者得的原则最终确定是
否成交。七、其他需要公告的事项：（一）取得土地后，意向合作方须按照
签订的《文昌市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使用权作价出资成交确认书》
约定与入市主体签订《文昌市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使用权作价出资

合同》，入市主体与意向合作方须在作价出资合同约定的期限内履行作
价出资手续，并将入市地块使用权办理土地变更登记至双方合作公司名
下。（二）根据文规函〔2018〕1355号文，该宗地属商服用地，项目建设规
划方案要符合当地建筑风貌，并报文昌市规划主管部门审批，意向合作
方须严格按照市规划主管部门批准的项目规划设计方案要求，在半年内
动工建设项目，两年内完成项目的投资建设。（三）土地作价出资成交后，
必须在20个工作日内签订作价出资合同。（四）本次作价出资宗地按现
状条件作价出资，意向合作方应当现场踏勘作价出资地块，一经办理手
续参与作价出资，视为对作价出资地块现状条件无异议，并愿承担参加
合作所产生的一切风险和责任。（五）办理作价出资及将土地变更登记至
双方合作公司名下后，合作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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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按照《文昌市发展和改
革委员会关于出具文集建试（2018）-29号地块拟建项目审核意见的复
函》本次作价出资宗地的投资强度不低于556万元/亩，项目达产时间为
签订《文昌市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使用权作价出资合同》后的5年
内，以上控制指标按规定列入《产业项目发展和用地准入协议》，属于协
议内容的组成部分，意向合作方在签订《文昌市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
地使用权作价出资合同》时，一并与文昌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签订《产业
项目发展和用地准入协议》，项目规划方案须符合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行业规定。（七）该宗地若需要实施装配式建筑，应按照装配式建筑有
关规定执行。（八）本次作价出资事项如有变更，届时以变更公告为准。
八、联系方式：联系地址：海南省文昌市文城镇白金路2号、海南省政府会
展楼二楼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联 系 人：黄女士 杨先生 金女士。
联系电话：0898-63330100 65203602 68538965。查询网址：http://
zw.hainan.gov.cn/ggzy/；http://lr.hainan.gov.cn/

文昌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19年9月18日

入市主体
东郊镇东郊村民委员会东
蓝、西蓝、中蓝村民小组

地块编号
文集建试

（2018）-29号

地块位置
文昌市东郊镇滨海旅游快
速干道北侧蓝田村地段

面积（m2）

1865

土地用途
零售商业用地
(商服用地)

作价出资年限

40年

主要规划指标
容积率≤1.5；建筑密度≤50%
绿地率≥20%；建筑限高≤4层

起始价（万元）
212.61 （ 折 合
1140元/平方米）

保证金（万元）

128

寻味·聚焦海南特色农产品

海南革命老区村庄行

■ 本报记者 陈卓斌
实习生 林琳 伍英姿

“咔嚓，咔嚓……”日前，海口市琼
山区云龙镇长泰村内，村民容丽穿过
一片齐人高的散尾葵，开始一天的劳
作。随着她手上的园艺剪大开大合，
散尾葵的枝叶应声落下，被装入竹筐
中。“一根叶子能卖4毛钱，四季均可
采收。粗略计算，每亩地年产值约
6000元。大伙儿的美好生活都‘仰
仗’它了！”容丽笑着说。

长泰村位于云龙镇西南侧，全村
共种有百余亩散尾葵，是远近闻名的

“散尾葵村”。但村子更为人所熟知的
是，曾出过一个响当当的英雄人物
——被周恩来总理誉为“琼崖人民的
一面旗帜”的冯白驹将军。

“革命战争时期，长泰村村民跟着
冯白驹一起干革命，赴汤蹈火也在所

不辞；新时代，他们积极建设家乡，振
兴乡村，用实际行动传承和弘扬将军
的革命精神，展现了老区人民的担当
和作为。”省老区建设促进会常务副会
长梁振球如此评价道。

英雄故里
记载峥嵘岁月

冯白驹故居位于长泰村的最高
处，经过多次修缮，仍保留着简朴而素
雅的风格。义务在此守护故居，为人
们讲述英雄故事的是冯白驹的堂侄、
长泰村村民冯尔动。

对故居的一草一木，冯尔动十分
熟悉。他告诉海南日报记者，战争时
期，敌人对长泰村实行“杀光、抢光、烧
光”政策，全村800多名村民或牺牲、
或失散，最终返村的村民不过10余
人。“冯白驹的祖屋也被焚毁，冯白驹

故居是地方政府于1984年根据残余
的地基、墙角重建的。但此处已不是
原址。”冯尔动说。

“冯白驹离村投身革命后，第一次
回到长泰村，是在1927年琼崖‘四二
二’反革命事变后。”冯尔动走到一株
见血封喉树旁介绍说，当时冯白驹奉
命撤回村里，为躲避敌人追捕，曾整夜
藏入这株见血封喉树旁一株古树的树
洞里。“可惜见证这段历史的那株古树
已于2015年枯死。”冯尔动说。

步入故居陈列室，珍贵的图片、文
件等史料被逐一罗列，展示了冯白驹
传奇而又坎坷的一生，将参观者拉回
那个战火纷飞、硝烟弥漫的年代。

传承精神
延续淳朴民风

今年7月，冯白驹的小女儿冯尔

曾回到长泰村，眼前的变化令她深感
欣慰。

“1974年，我曾作为上山下乡知
青，回到长泰村插队。”冯尔曾还记得，
那时，长泰村仅有几间瓦房，村道泥泞
不堪，百姓大多以种植水稻为生，条件
艰苦，“如今，大伙都住上了小洋楼，开
起了小汽车，宽阔的村道修到了家门
口，变化实在太大了。”

“变化的是环境，不变的是大家对
冯白驹的爱戴与尊敬。”冯尔动直言，
作为来自英雄故乡的人，长泰村村民
一直悉心呵护着这份骄傲和自豪，并
因此将淳朴的民风延续了下来。“新中
国成立后，村子夜不闭户、路不拾遗；
如今，大家依然保留团结互助的传
统。”冯尔动说。

村民周经发告诉海南日报记
者：“我们村家家都种散尾葵，遇到
哪家哪户来了收购商，大伙就会主
动去帮修剪、整理、打包散尾葵。”在
他看来，长泰村多红壤，也是历史的

“红土地”，大家在这里生长，都希望
把英雄的精神、优良的传统一代代
传承下去。

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让长
泰村的变化得以实现。长泰村党支
部书记周道华介绍，在党和政府的
支持下，长泰村硬化村道村巷超过
10公里，一批文化、教育、卫生设施
亦随之建成并投入使用，真正使得
老区焕新颜，大大改善了百姓生产
生活环境。

产业振兴
老树再发新芽

环境美了，革命老区人民如何富
起来，成了政府、村里最关心的问题。

“过去，长泰村主要以种植橡胶为
生，全村约有1000亩橡胶。随着胶价
下跌，我们也开始谋划发展新产业。”
周道华说，受周边农场带动影响，长泰
村部分村民早在21世纪初便开始种
植散尾葵，所以在转换产业方向时，散
尾葵也成了不少村民的首选。

“散尾葵粗种粗管，四季可采收，
平均每50天可以收割一次，近年来价
格也比较稳定，这项产业逐渐被村民
们所接纳。”周道华表示，在党和政府
的支持和搭桥引线下，村中散尾葵产
业快速发展，如今，常有广州、上海等
地的花卉老板到长泰村收购散尾葵，
大伙不用为销路犯愁，人均年收入已
达1.1万元。长泰村也因此成为云龙
镇较为富裕的村庄之一。

如今，作为海南省爱国主义教育基
地，每逢“七一”建党纪念日、“八一”建军
节等重要纪念日，都有一批批党政机关
干部职工来到冯白驹故居，接受革命精
神的熏陶，重温艰苦卓绝的斗争岁月。

“我们希望借此发展红色旅游，让
更多村民在家门口吃上‘旅游饭’，进
一步拓宽产业链，促农业增效农民增
收。”周道华说。

（本报海口9月17日讯）

将军故里精神代代传，产业振兴日子节节高

海口长泰村：红土地上万象新

栉风沐雨七十载，砥砺奋进再出发。
为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铭记海南革命老区人民解放前积极投身革命斗争、捐粮捐物、参战参

军，助琼崖革命创造“孤岛奋战、艰苦卓绝，二十三年红旗不倒”奇迹作出的重要贡献，海南日报社联合
省老区建设促进会，从即日起开设“壮丽70年 奋斗新时代——海南革命老区村庄行”专栏，陆续推出系
列报道，充分展现老区发展新貌，弘扬老区革命精神，激励广大党员干部牢记初心，担当作为，从历史中
汲取前进动力，为海南全面深化改革开放而努力奋斗。

■ 本报记者 袁宇

“鸭肉滑嫩，味道鲜美，肥而不
腻，好吃。”9月15日，在琼海昌隆饭
店，来自广东的游客赵倩坐在餐桌
前，一口白斩嘉积鸭肉、一口饭团，吃
得不亦乐乎。她说，中秋小长假到琼
海旅游，连着两天午餐都选择白切嘉
积鸭作为主菜。

嘉积鸭是海南四大名菜之一。
近年来，为了进一步将嘉积鸭打造成
特色优势产业，琼海市政府引进龙头
企业，建设标准化养殖基地，通过“公
司+农户”的模式，扶持嘉积鸭产业发
展。据琼海市畜牧兽医局初步统计，
目前琼海嘉积鸭年出栏量达到280
万只，年产值近3亿元。

标准化养出“正宗嘉积鸭”

“养殖方法是保持好品质的关键。”
琼海市畜牧兽医局局长王仪告诉海南
日报记者，嘉积鸭的养殖非常讲究，在
养殖环节中非常重视人工填肥，“嘉积
鸭出栏前至少要经过20天人工填肥，
以此来改善肉质，让鸭肉更加可口。”

在琼海市万泉镇的泉新鸭场，几
处养殖棚内饲养着2000多只嘉积
鸭，鸭场内环境整洁。这个鸭场每个
月出栏嘉积鸭近1000只，主要供应

琼海昌隆饭店等。
鸭场负责人何兴进养殖嘉积鸭

超过10年，他告诉海南日报记者，嘉
积鸭都是用煮熟的大米、统糠、木薯、
麦麸、豆粕、花生饼等碾碎后混合饲
喂。“嘉积鸭一般要110天至130天
才出栏。经过90天饲养后，再进行
人工填肥，经过至少20天填肥才能
出栏。”何兴进说，鸭子填肥通过人工
用米饭、米糠掺和捏成小条填喂，使
肉质肥而不腻。

为了保障嘉积鸭的品牌质量，
2006年我省发布实施了《嘉积鸭种
鸭饲养管理技术规程》和《嘉积鸭肉
鸭饲养管理的技术规程》。琼海市政
府更明确地向养殖户们提出要求，不
按《嘉积鸭肉鸭饲养管理技术规程》
养殖出来的嘉积鸭，就不能以嘉积鸭
（肉鸭）的名义进行销售。

两个《规程》的出台，受到一些有
长远眼光养殖户的欢迎。“品牌对于
一个产业来讲，至关重要，发展产业并
不意味着产量提高了，产业就繁荣
了。如果抛弃了品牌、质量，那么产业
的发展就没有意义了。”琼海嘉积上埇
胤裔嘉积鸭养殖场老板庄辉胤说。

“我做了23年的餐饮，一直坚持
卖嘉积鸭，我也相信嘉积鸭未来能发
展得越来越好。”在琼海拥有多家餐
饮店的海南昌隆餐饮酒店管理有限

公司董事长王冠说。昌隆饭店的“白
切嘉积鸭”和“公螺炖嘉积鸭”都被中
国烹饪协会评为“中国名菜”。

海南鸭多美味

“目前我们正在申请注册嘉积鸭
地理标志商标，预计今年底能完成注
册，到时嘉积鸭产业将迎来新一轮的
发展机遇。”王仪告诉海南日报记者，
琼海市政府一直大力培育嘉积鸭产
业，通过扶持嘉积鸭孵化、养殖、加工
龙头企业，使嘉积鸭出栏量保持稳步
增长，“2017年底，嘉积鸭年出栏量
约230万只，2018年底嘉积鸭年出栏
量达到280万只。”

据介绍，琼海市目前已经出台
《琼海市农产品品牌打造工作实施方
案》，明确在3年内先行重点打造油
茶、莲雾、胡椒、嘉积鸭、温泉鹅等农
业品牌，推动特色农产品走上基地
化、标准化、品牌化发展之路，其中包
括申请嘉积鸭地理标志商标，打造农
产品统一的公共品牌标识等。

海南鸭种品类颇多，除了名头响
亮的嘉积鸭之外，还有海鸭、咸水鸭、
红鸭、绿头鸭等品种，并在全岛形成
了各有特色的鸭养殖产业。

在万宁市后安镇坡仔村的海鸭
养殖场，成群结队的海鸭四处觅食，

偶尔有小群海鸭展翅从不远的湖面
上飞过。和常见的鸭养殖场不同，这
个基地四周拉起近 10米高的防护
网，笼罩住整个基地。

“海鸭由于运动量大，几乎没有多
余的脂肪，味道鲜美，很多人都喜欢
吃。”万宁后安野海鸭养殖公司负责人
翁永清养了30多年海鸭，因为海鸭养
得好，被当地人称为“鸭司令”，他介
绍，海鸭养到60天至100天后，就会
飞了，“所以要用防护网将基地罩住，
防止海鸭飞走。”

翁永清说，海鸭销路很好，不仅
以活禽供应当地农贸市场，还以冰鲜
包装供应海口、三亚乃至岛外市场。
翁永清的基地海鸭年出栏量超过30
万只，并注册了“后安海鸭”商标，成
了当地的一个特色品牌。

在万宁当地，咸水鸭也是颇受市
民青睐的食材。“宰杀好的咸水鸭售价
每斤20元，价格合适。”家住万宁市万
城镇的王茜说，咸水鸭熬汤、白切或红
烧都很合适，“我们家经常买来吃。”

据海南省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
示，今年上半年我省禽类出栏量为
8733.63 万 只 ，比 去 年 同 期 增 长
8.9%，其中禽类肉量达到15.26万吨，
比去年同期增长11.2%，在总肉量供
应中占比达到42.1%。

（本报嘉积9月17日电）

食用鸭肉对防治
这些疾病有好处

本报海口9月16日讯 （记
者马珂 通讯员全锦子 邢益照）
鸭肉与鸡肉一样，在营养学上被
称为“白肉”。那么食用鸭肉对
人体到底有怎样的益处呢？海
南日报记者就此采访了省内相
关专家。

海口市人民医院临床营养科
负责人徐超称，鸭肉蛋白质含量
丰富，脂肪含量适中且分布较均
匀，所含B族维生素和维生素E较
其他肉类多，能有效抵抗脚气病，
神经炎和多种炎症，还能抗衰
老。鸭肉中含有较为丰富的烟
酸，对心肌梗死等心脏疾病患者
有保护作用。另外，鸭肉含有钴
元素，比较合适糖尿病患者。徐
超称，鸭血含铁量很高，还含有微
量元素钴、维生素K，对贫血病和
恶性贫血病有一定的防治作用，
能帮助肠胃排毒清理垃圾，还有
止血作用。

省中医院保健专家符光雄
称，鸭肉适于体内有热、上火的人
食用；发低热、体质虚弱、食欲不
振、大便干燥和水肿的人，食之更
佳。同时适宜营养不良、产后病
后体虚、盗汗、遗精、妇女月经少、
咽干口渴者食用；还适宜糖尿病、
肝硬化腹水等患者食用。

嘉积鸭、海鸭、咸水鸭、红鸭、绿头鸭……

海南鸭：味美质优“飞”上百姓餐桌

中南六省（区）教育出版社
在琼探讨教育出版新发展

本报海口9月17日讯（记者尤梦瑜 通讯员
桂书方）9月17日，中南六省（区）教育出版社第
二十七届工作会议在海口举行。会议由海南出版
社承办，来自中南六省（区）的湖南教育出版社、湖
北教育出版社、广西教育出版社、大象出版社、广
东教育出版社，以及15家其它教育出版社相关负
责人参加了本次会议。

会上，海南出版社负责人介绍了该社的发展
情况，希望与各兄弟出版社加强联系，深入交
流，为改进海南出版社的教育出版工作，促进海
南教育的发展，为海南自由贸易试验区、中国特
色自由贸易港建设奉献出更多更好的出版精
品。来自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和江苏凤凰出版
传媒股份有限公司的专家，分别围绕传统教育出
版和数字教育出版作专题报告，对目前教育行业
存在的痛点以及行业的转型和未来发展作了深
入的剖析。

与会代表就新形势下守牢意识形态阵地，
提高图书编校质量的有效做法、探讨教育出版
融合发展的新路径、新模式等议题进行了深入
的探讨和交流。会议还宣布了 2018-2019 年
度中南六省（区）优秀教育读物评奖结果，并进
行了颁奖。

编
者
按

南航海南分公司
举办演讲比赛
引领员工严守安全底线

本报讯（记者王玉洁 通讯员肖盼）近日，南
航海南分公司在海口举办“快乐工作 安全幸福”
安全论坛演讲比赛。比赛吸引30余名员工参加，
大家结合各自工作领域，围绕机坪安全、空防安
保、危险品运输、载重平衡等角度阐述安全飞行的
重要性。

“保障每一个航班安全就是不平凡，每一位
‘南航人’都要把安全飞行牢记在心。”不少参赛选
手纷纷表示，经常参加与安全相关的集体活动，能
敦促大家把牢记严守安全底线的严谨用到工作
中，一个航班一个航班地盯、一个环节一个环节地
抓，保障旅客安全、顺畅、温馨出行。

外国人才来华就业经验分享和
交流座谈会海口举行

搭建引才桥梁
配置全球人才

本报海口9月17日讯（记者赵优）“很高兴
能在海南找到新的发展机会，我相信海南会越来
越好。”一周前，赛吉尔·弗南德斯从西班牙来到海
口，如今已在一家教育机构任职。9月17日，由
海南省科技厅、海口市科工信局、海口市公安局出
入境管理支队指导，海南丝路联合对外人才交流
服务有限公司举办的“把世界带来海南——外国
人才来华就业经验分享和交流座谈会”举行，为计
划和已经聘请外籍人才的海南企业提供信息共享
和交流的平台。

随着海南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的推进，我省
“引进海外高层次人才计划”“百万人才进海南行
动计划”等一系列招才引智的利好政策，不仅向海
外人才展现海南的吸引力，也使得各个企业的用
人需求日趋国际化。在新的背景下，如何搭建人
才互通的桥梁成为关键。

海南丝路联合对外人才交流服务有限公司董
事长庄华介绍，该公司业务覆盖外籍人才招聘服
务、签证服务、APEC商旅卡申请服务、外籍投资
企业工商注册办理服务、外籍实习生交流服务、人
事代理服务、政策咨询等。

座谈会上，海口公安局出入境管理支队签证
科相关负责人对外国人才的工作类居留相关提问
作了详细解答，并对今年颁布的促进自由贸易区
建设12条移民与出入境便利新政进行全面解
读。座谈会还吸引了一些计划招聘海外人才的企
业前来交流咨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