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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第二届进博会海南交易团

各企业（单位）：
2017年 5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一带

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上宣布，中国将从
2018年起举办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举办
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是中国政府坚定支持
贸易自由化和经济全球化、主动向世界开放
市场的重大举措，有利于促进世界各国加强
经贸交流合作，促进全球贸易和世界经济增
长，推动开放型世界经济发展。

第二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以下简称
第二届进博会）定于2019年11月5日-11日
在上海国家会展中心举办，由商务部和上海
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世界贸易组织、联合国
贸发会议、联合国工发组织等相关国际机构
为合作单位。本届进博会展览面积共33万
平方米，其中国家综合展3万平方米，拟邀请

60个国家参展，只展示不成交；企业商业展
30万平方米，涵盖装备、消费、食品、健康、服
务等五大板块，装备板块包括轻型装备、重型
装备、汽车等；消费板块包括日用消费品、科
技类消费品、高端消费品等；食品板块包括农
产品、休闲食品、饮料和酒类等；健康板块包
括医疗器械设备、药品保健品、养老康复等；
服务板块包括金融、旅游、物流、设计、检验
检测等。同时，新增新产品、新技术和新政策
统一发布平台，组织采购商洽谈对接，设立多
维度体验区、活动区、洽谈区，增强展区辅助
功能。目前已有数千家企业报名和签约，其
中包括大批世界500强和龙头企业。

根据商务部和第二届进博会组委会要求，
我省将组织海南交易团参会、到会采购。为确
保我省组团各项工作顺利开展，通知如下：

关于报名参加第二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的通知
一、展会时间、地点
时间：2019年11月5日-11日
地点：上海市国家会展中心
二、主要活动内容
（一）采购商到会采购。组织我省有意愿赴进博

会开展采购、对接、洽谈的企业参会，争取获得采购
成果。

（二）招商洽谈活动。充分发掘第二届进博会的
到会境外嘉宾开展适合海南自贸区、自贸港的招商
合作活动。

（三）采购成交签约仪式。对我省交易团在进博
会期间与参展商洽谈成交的采购协议举办签约仪式。

三、相关要求
（一）采购商要求。注册地址在我省并有采购意

愿和采购能力的各类企业、事业单位、科研机构等。

（二）实施精准化洽谈采购。结合第二届进
博会参展的境外企业（名单详见进博会官网企业
商业展栏目下的展商名单），根据自身需求积极
开展展前展中、线上线下贸易对接和洽谈磋商，
争取会期成交。

（三）积极参加现场活动。各企业（单位）积极报
名参加组委会组织的各类现场活动。同时，围绕进
口博览会的主题、目标和定位，结合我省实际需要，
积极开展高质量、高水平的现场推介活动，推进我省
企业与境外企业在产业、贸易、投资、技术、人才等方
面加强合作。

（四）报名注册。各企业（单位）按照相关工作流程
进度与要求，登录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官方网站
（www.ciie.org）在线注册报名，如实填写企业（单位）
和参会人员信息。海南交易团邀请码：10049179172。

报名截止日期：2019年9月20日。
四、参会费用
（一）参会人员证件费用由我厅统一免费办理。
（二）采购企业人员在进博会举办期间的住宿，

按500元/人/天标准以及实际住宿天数，最多补助
4天住宿费用，每人住宿补助不超过2000元。

（三）参会单位在进博会期间开展的现场贸易对
接、推介、项目对接、需求发布、签约仪式等现场活动
场地由我厅统筹安排。活动场地需求必须在8月
31日前报我厅汇总以便安排。

（四）其他费用自理。

咨询电话：0898-32182580/0898-32182710

海南省商务厅
2019年8月22日

生活英语

自贸英语角
A： Are there any forest parks in

Hainan？
海南有热带雨林森林公园吗？
B：Yes，there are ten。For example，

Yalong Bay Tropical Paradise Forest Park
and Bawangling National Forest Park.

有十个，例如，亚龙湾热带天堂森林公园和
霸王岭国家森林公园。

Theme park主题公园
Zoo 动物园
Botanical garden 植物园
Amusement park 游乐园

自贸英语

支持海南按照实际需要统筹使用各类编制
资源。

Support Hainan in making compre-
hensive use of various institutional or-
ganization resources as per actual needs.

（资料来源：省委深改办（自贸办）、省旅游和
文化广电体育厅）

扫码收听本报记者
尤梦瑜朗读的英语音频。

广告

电子税务局办理实名认证小结：

（1）传统做法：纳税人需到办税服务厅才可以办理实名认证。

（2）电子税务局操作：纳税人登录电子税务局，通过支付宝的人脸识别，即

可随时随地轻松完成身份采集验证。

足不出户2分钟和至少跑一次税务局，您更愿意选择哪种办税方式呢?

一、登录海南省电子税务局网址：

https://etax.hainan.chinatax.gov.cn/（推荐使用非 IE内核的浏览器、

IE8.0以上版本浏览器）

二、办理路径

【我要办税】—【综合信息报告】—【身份信息报告】—【实名采集】

三、操作说明

进行实名采集的纳税人需有已注册成功的支付

宝，详细操作请扫描下方

二维码。

详情请扫二维码 ▲

在使用电子税务局过程

中有任何问题和建议，可拨

打服务热线4006012366进

行咨询或联系主

管税务机关。

海南省电子税务局
2019年 9月 1日全省正式
上线运行，实现了税费一
体化申报缴、发票管理、
退抵税、资料报送、征纳
互动等 437 项便利服务，
纳税人足不出户就可以在
网上轻松办理90%以上的
涉税申请业务。为了确保
广大纳税人懂操作、知流
程、会使用、会办理，充
分享受电子税务局带来的
便利办税体验，国家税务
总局海南省税务局专门开
设“电子税务局引领办税
新时尚”专栏，系统介绍
电子税务局的功能特点。

网上实名认证 一次都不跑

电子税务局
办税新时尚引领

②

海南联合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资产处置招商公告

海南联合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我公司”）拟对以下资产按
现状进行公开转让处置，现予以公告招商。1.海口市人民政府签发《换
地权益书》七本。七本证书记载价值合计为人民币42,895,847.20
元。2.对海南华旗实业投资有限公司债权及附属权利。截止本公告
刊登之日，该债权本金总额为人民币7,000,000.00元，利息按原借款
合同约定计算。有意受让者请与我公司联系。交易对象要求具有完
全民事行为能力、支付能力的法人、组织或自然人，且以下人员不得购
买：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警、金融资产管理公
司的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管理层以及参与资产处置工作的律
师、会计师、评估师等中介机构等关联人。联系方式：海南省海口市滨
海大道81号南洋大厦23楼，联系人：孙女士 0898-68582835。受理
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话：0898-68517895。

违反劳动纪律告知书
韩前光：

你作为我行员工，自2019年9月9日起未经批准擅自脱岗，

至本告知书出具日已连续旷工超过5个工作日，严重违反我行劳

动纪律。在此期间，我行工作人员分别通过电话、短信、微信等

方式联系你，你均未予应答回复。

鉴于你的行为已严重违反国家法律和银行内部规章制度规

定，我行现通知你必须于2019年9月20日前返岗工作，逾期我

行将解除与你的劳动合同关系，届时法律后果全部由你自行承担。

特此告知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省分行

2019年9月19日

海口市残疾人就业服务中心
公开招聘工作人员公告
海口市残疾人就业服务中心属海口市残疾人联合会下

属经费预算管理全额事业单位。经报市委组织部、市机构

编制委员会办公室同意，我单位拟面向海南省范围公开招

聘1名事业编制工作人员，详情请登录海口市残疾人联合会

网站（http://www.hkscl.org.cn/）查询。

咨询电话：0898-66214879

海口市残疾人就业服务中心公开招聘工作领导小组

2019年9月19日

海口市秀英区人民法院公告
(2019)琼0105执2060号

本院立案执行申请执行人谭芬娥与被执行人谭新碧、海南兴达
环保建材有限公司离婚后财产纠纷一案，执行依据为本院作出的
(2018)琼0105民初887号民事判决书、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
的(2018)琼01民终4593号民事判决书。因被执行人拒不履行生效
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本院拟裁定将被执行人谭新碧名下的海南兴
达环保建材有限公司3%的股权变更登记至申请执行人谭芬娥名
下。如对上述股权权属有异议者，请自公告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
提出书面异议并提供相关证据材料，逾期本院将依法强制执行。

特此公告
二○一九年九月十七日

本院地址：海口市秀英区海盛路68号
联系人：薛法官联系电话:68663840

携程发布国庆游预测报告

三亚位居国内自由行
人气目的地榜首

本报海口9月18日讯（记者赵优）国庆黄金
周即将来临。日前，在线旅游平台携程发布
《2019国庆旅游趋势预测报告》指出，今年国庆黄
金周预计将有8亿人次出游，其中三亚成为人气
最高的国内自由行城市。

海南日报记者从携程获悉，目前有来自
近 500 个国内外城市的旅游者预订携程度假
产品，国内游热度明显超过去年同期。从携程
平台上数以万计的国内游订单看，跟团游目前
最热门的目的地分别是兰州、西宁、乌鲁木齐、
额济纳旗、北京、丽江、昆明、三亚、桂林和张
家界。国内自由行目前最热门的目的地是度
假气息浓郁的三亚，位居榜首，其余为广州、成
都、上海、北京、重庆、西安、厦门、丽江和珠海
等城市。

寻味·聚焦海南特色农产品
■ 见习记者 余小艳
本报记者 李佳飞 通讯员 王家专

“白切鹅真心赞，肉嫩味美，
而且肥肉少不油腻，鹅掌和鹅头
也很香。”9月15日，在澄迈县老城
镇的一家白莲鹅饭庄，海口市民
王先生一边说着，一边和朋友大
快朵颐。

白莲鹅，产自澄迈县白莲镇。
白莲镇紧邻国道，海南建省初期，乘
车从海口向西去往临高、洋浦、昌江
等地的人们，都会途经白莲镇并在
此停下休息，品尝当地人制作的美
味白切鹅。30多年来，白莲鹅的名
声愈发响亮。

白莲鹅年出栏逾300万只

9月17日，海南日报记者来到老
城经济开发区新华达白莲鹅养殖基
地，只见水池里，上百只雪白的白莲
鹅嬉戏、觅食，更多的鹅聚集在岸边
的树荫下、遮阳棚内。

这座种鹅场占地250余亩，是海
南省最大的白莲鹅生产基地，隶属海
南海红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除了这个基地外，我们还在琼
中、保亭分别建了一座基地，还有

3家白莲鹅专业合作社，产量逐年加
大，市场供应量稳步上升。”海南海红
实业集团董事长罗海平介绍，目前该
企业白莲鹅年出栏量超过300万只，
其中70%在岛内市场销售，30%销往
北京、上海、广州等省外城市。

“我们在2017年底至2018年初
做过一个调查，要满足全省鹅肉消
费，起码年产量应达到800万只，因
此我们的供应量还在继续扩大。”罗
海平说。为了进一步满足岛内市场
供应，该公司计划扩建鹅产业基地，

按照国际标准，打造白莲鹅共享农
庄，发展一二三产业融合的农旅产
业，提升产值和品牌影响力。

打造产供销全产业链

“国家白莲鹅养殖综合标准化示
范区”“海南省五好畜产品认定合格
单位”……新华达白莲鹅种鹅场办公
楼荣誉墙上，20多个国家级、省市级
荣誉证书吸引了记者的注意。

罗海平说，该基地立足澄迈良好

的生态环境，建设繁殖、屠宰、分割、冷
藏、深加工产业链，在鹅源、养殖、检验
检疫等各个环节严控品质，确保呈现
在消费者面前的鹅肉美味且安全。

海南海红实业集团有限公司运
营总监丁长春说，今年以来，该公司
新推出了白切鹅、土窑鹅、烧鹅及鹅
附加产品等熟食品种，满足消费者的
多样化需求。目前海口已有4家商
超上架白莲鹅熟食，白莲鹅产品将逐
步在全省各商超推广布局。

（本报金江9月18日电）

澄迈白莲鹅：借商超平台拓市场

三亚荔枝沟鹅：三亚市荔枝沟镇
散养的农家鹅肉质鲜美细腻，深受当
地群众和游客的喜爱。海南饮食讲
究清淡原味，鸡鸭鹅的做法通常是水
煮白切，也有红烧和干煸之类的吃
法。搭配着细嫩的鹅肝、脆生生的鹅
肠、肥厚的鹅掌，回味无穷。

琼海温泉鹅：温泉鹅作为琼海
市著名的特色农产品，源于琼海民

间传统“公道”美味。上世纪 80 年
代中期，琼海“鹅肉公道”开始兴起，
逐渐成为深受市民游客青睐的佳
肴。温泉鹅以白羽鹅种为主，主要
产于万泉河中下游沿岸的嘉积镇、
博鳌镇、中原镇等地。温泉鹅属于
杂交鹅，生长快、抗病力强、个体适
中，因此肥瘦适中，口感较好。

（李佳飞 辑）

海南这些鹅也很好吃
本报海口9月18日讯（记者马

珂 通讯员汤颖）鹅浑身都是宝。省内
营养学专家介绍，鹅肉是理想的高蛋
白、低脂肪、低胆固醇的营养健康食
品，含蛋白质、钙、磷，还含有钾、钠等
10多种微量元素。鹅肝营养丰富，鲜
嫩味美，可促进食欲，是世界三大美味
营养食品，被称为“人体软黄金”。

据海南省人民医院临床营养科主
任黎艺介绍，鹅肉营养丰富，富含人体

必需的多种氨基酸、多种维生素和微
量元素，并且脂肪含量很低，不饱和脂
肪酸含量高，对人体健康有益。

海南省中医院保健专家符光雄
称，中医理论认为鹅肉味甘平，有补
阴益气、暖胃开津、祛风湿防衰老之
效，是中医食疗的上品，适宜身体虚
弱、气血不足、营养不良之人食用。
凡经常口渴、乏力、气短、食欲不振
者，可常喝鹅汤，吃鹅肉，尤其对治疗

感冒、急慢性气管炎、慢性肾炎、老年
浮肿、肺气肿、哮喘有良效。特别适
合在冬季进补。

一般人都可食用鹅肉，但温热
内蕴者、皮肤疮毒、瘙痒症者、痼疾者
忌食。

鹅肉鲜嫩松软，清香不腻，制作
方法以煨汤居多，也可熏、蒸、烤、烧、
酱、糟等。鹅肉炖萝卜、鹅肉炖冬瓜
都是“秋冬养阴”的良菜佳肴。

鹅肉营养丰富适合秋冬进补小贴士

本报三亚9月18日电（记者徐
慧玲）海南日报记者9月18日从三亚
市有关部门获悉，针对日前全国各地
猪肉价格出现上涨情况，三亚出台了
一系列政措施，确保肉类价格平稳、供
应充足。三亚市场上目前的猪肉价格
如何，海南日报记者对此进行走访。

当天，在三亚市国际购物中心旺
豪超市和解放四路公益性平价市场内
的惠民猪肉应急投放点，海南日报记
者看到，猪排骨、五花肉、精瘦肉等各
类猪肉类产品供应充足，且价格相对
实惠，吸引了不少消费者选购。

“精瘦肉 20.8 元一斤，五花肉
18.8元一斤，排骨31.8元一斤，每斤
比农贸市场上便宜近3元。”三亚市国
际购物中心旺豪超市鲜肉区工作人员

孙树清介绍，超市的惠民猪肉应急投
放点启用后，相对优惠的价格，吸引了
不少消费者前来购买。中秋小长假期
间，猪肉价格也未受波动。除了保障
供应，三亚部分超市还针对部分猪肉
商品进行打折促销，三亚市国际购物
中心旺豪超市的冷鲜猪肉颈骨以每斤
12.8元的优惠价出售。

“这几天的猪肉的价格和前段时
间相比，实惠多了。”三亚市民李洋说，

中秋节日期间猪肉价格也没有波动，
政府的保供稳价措施让百姓享受到了
真正的实惠。

三亚市发改委（市稳价办）相关
负责人介绍，目前三亚第一批9个政
府惠民猪肉应急投放点已经投入使
用，本月内三亚还将开设45个猪肉
应急投放点。此外，在今年旅游旺季
到来前，三亚各区政府及育才生态管
委会将至少建设并投入使用1个公

益性批发平价市场及自产自销区（小
型批发市场），市场面积不小于3000
平方米；对暂时无法提供建设场地
的，将结合15分钟生活圈建设，因地
制宜组织在农贸市场周边或大型小
区开设定时、定点便民菜篮子（蔬菜、
猪肉、牛羊肉等农产品为主）销售区，
并配备临时设施和日常管理人员，维
护交易秩序，以缓解旅游旺季供应压
力，助力农民增收。

海南日报记者走访三亚惠民猪肉应急投放点发现,猪肉价格平稳、供应充足

保供稳价措施让百姓享实惠
多措并举 保供稳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