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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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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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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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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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其它费用自理。

咨询电话：0898-32182580
0898-32182710

海南省商务厅
2019年8月22日

关于报名参加第二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的通知
聚焦第二届进博会海南交易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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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岗位 促就业 助脱贫

2019年海口·定安就业扶贫暨大
中专毕业生专场招聘会活动公告

活动时间: 2019年9月26日 9:00-12:00

活动地点: 定安县定城镇兴安大道2号镇政府大礼堂

主办单位：海口市人力资源开发局

定安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承办单位：定安县就业局

协办单位：海南新视线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

服务对象：

（一）有劳动能力和就业意愿的贫困家庭劳动力；

（二）应届和往届大中专毕业生；

（三）有转移就业意愿、技能培训意愿及创业意愿

的劳动者；

（四）有用人需求的企业和各类单位。

欢迎各企业电话预约展位及有劳动能力和就业意

愿的贫困家庭劳动力、应届和往届大中专毕业生、有转

移就业意愿、技能培训意愿及创业意愿的劳动者到现场

应聘咨询，均为免费。

咨询电话：林先生0898-31170088（早8:30至晚

17:30）

13518800484（24小时值班电话）

海南国拍拍卖有限公司
拍卖公告

现受委托，我公司定于2019年10月10日15:30公开拍卖：核
电厂弃土。整体起拍价：1783.21万元，竞买保证金：300万元。

展示时间：见报之日起至2019年9月27日。展示地点：昌江核
电厂区内。报名截止时间：2019年10月9日17:00（以款到账为
准）。有意者请于2019年10月9 日16:00前与我公司人员联系了
解详情并办理相关竞买手续。

公司地址：海南省海口市华海路安海大厦8A4房。
拍卖地址：海南省昌江黎族自治县昌江大道88号海南银湾美

高梅花园酒店木棉厅。
联系电话：0898-66243059。

海南恒鑫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
受委托，我司定于2019年10月10日上午11时在琼中黎族苗族

自治县财政局六楼会议室对以下标的物按现状依法进行公开拍卖：
琼中县三江源国有资产投资有限公司位于原琼中县长安农场

16,864.30平方米国有出让旅游建设用地（旅游服务配套）使用权
及地上2578平方米建筑物，参考价：1207万元/整体，竞买保证金：
1207万元。

标的展示时间：自见报之日起至2019年10月9日止
标的展示地点：标的所在地
有意竞买者请于2019年10月9日下午5时前到我司了解详情

并办理竞买手续，逾期将不予办理（以保证金到账为准）。
联系地址：海口市滨海大道115号海垦国际金融中心9层
联系电话：0898－65203602 13398975899
公司网址：www.hnhxpm.net

海南恒鑫拍卖有限公司
2019年9月23日

广告

临高线下馆开业 海口火山绿橙上线

海南爱心扶贫网
“双喜临门”

本报海口9月22日讯（海报集团全媒体中
心记者姚皓）9月22日，海南爱心扶贫网第四十
六期榜单揭晓，海南农垦、陵水、澄迈位居销量排
行榜前三。另据记者获悉，海南爱心扶贫网临高
线下馆已于9月18日开业，贫困户种植的海口火
山绿橙也在爱心扶贫网商城上线了，每卖出一份
（5斤），贫困户可收入43元。

海南爱心扶贫网临高线下馆，可以加快拓宽
贫困户农产品销售渠道，加大产销对接力度，在农
产品市场需求与贫困户生产之间构建便捷、畅通、
高效、稳定的产销流通渠道。

临高通过建立贫团村电子商务服务站、阿里
巴巴农村淘宝县服务中心等，充分运用“海南爱
心扶贫网”的资源，搭建“互联网＋消费扶贫”公
益平台，实现了农村电商“农特产品上行”和“消
费品下行”同步发展。截至2019年8月，临高县
农村电子商务服务中心备案线上产品总交易额
超2280万元，线下消费扶贫的扶贫产品销售金
额超186万元。

绿橙是海南热带水果中的一大品牌，无污染，
少有虫病害，果实饱圆，皮青肉黄，酸甜适度、化渣
率高，且品质好。日前，海口火山绿橙上线海南爱
心扶贫网商城，省内包邮55元/5斤，由海口市秀
英区永兴镇贫困户王爱月家种植。

上周，海南爱心扶贫网收到三个爱心企业的
大宗订单。9月16日，有两家爱心单位在爱心扶
贫网上大宗采购，采购总额为20616元，它们分别
是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海口分行、海南省残疾
人联合会海南省残疾人康复指导中心。

第150期省脱贫致富电视夜校今晚播出

分享湖南湘西十八洞村
扶贫经验

本报海口9月22日讯（记者陈卓斌）第150
期省脱贫致富电视夜校将于9月23日20时在海
南经济频道、20时30分在三沙卫视，9月29日16
时20分在海南卫视播出。

2013年11月3日，习近平总书记赴湖南湘西
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十八洞村，同群众共商脱贫之
策，首次提出“精准扶贫”的重要理念。本期电视
夜校邀请到湖南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十八洞村
原扶贫工作队队长、现湖南湘西国家农业科技园
区管委会主任龙秀林，和夜校观众分享十八洞村
可复制、可推广的扶贫经验。

■ 本报记者 陈卓斌 通讯员 刘炜

金风送爽，秋色怡人。
9月18日，海南职业技术学院教

授李琳娜也没闲着。李琳娜在学校边
处理手头上的繁杂事务，边和农户们
聊微信：“你家今年瓜果收成好不好？
销路找到了吗？”字里行间，满是牵挂。

从事职业教育28年，李琳娜立足
三尺讲台，为农村培养和输送了一批
批电商人才；来到田间地头，她为百姓
找销路、谋产业，是一名为农民称道的

“泥腿子”专家……日前，李琳娜获评
2019年全国教书育人楷模称号。

“李教授上课，在咱们学校是出了
名的好。”海职院2012级电子商务专

业毕业生、海南觉森电子商务有限公
司总经理李达成告诉海南日报记者，
李琳娜老师每次上课，都会结合自身
经历或时下热点、典型案例，把复杂抽
象的专业理论讲得深入浅出、头头是
道，牢牢吸引学生们的注意力。

李达成还记得，李琳娜常常会把
课堂搬到田间地头，结合农业实际问
题展开教学，并引导学生用所学知识
助农增收。

“令我印象深刻的是，在乐东黎族
自治县尖峰镇，农民饲养的五脚猪肉
质鲜美，可当时总找不到销路。”李达
成说，为帮助农民，李琳娜带领学生们
仔细记录五脚猪的生长和粗加工过
程，返校后，大家又将收集到的资料制

作成图文页面，在各大电商平台推广
五脚猪产品，帮助农民们打开销路，使
五脚猪卖出了好价钱。“这次经历，让
我萌生了创办电商企业，服务百姓的
想法，并最终将想法变成了现实。”李
达成说。

海职院2003级电子商务专业学
生吴高义如今也创办了自己的企业，
在他的印象中，李琳娜似乎总是停不
下来，“李教授当年在课堂上说过‘要
在最短的时间内，做最有效率的事’。
这让我印象深刻，并以此作为自己运
作企业的秘诀之一。”

“停不下来”是海职院师生们在评
价李琳娜时，说得最多的话。课堂教
学、走村入户……虽然已过退休年纪，

但李琳娜仍保持着对工作的高度热
情，日程表总排得满满当当。

“一件接着一件干，一年接着一
年干。”带着这样的信念，李琳娜用
实际行动推动着各项问题解决，在
土地上书写着教学和科研的奋进篇
章——

农村电商人才不足，李琳娜便大
胆改革创新教育教学模式，培养了一
批“懂农村、懂农业、懂农民”的高素质
农村电商人才，并组织他们与农户“结
对子”，利用所学大幅提升农产品的

“进城率”；为解决农产品运输途中的
保鲜问题，李琳娜受聘担任首任海南
冷链物流研究所所长，研究解决技术
难题，并带领学生在农产品保鲜与储

运、鲜活农产品交易、信息化管理等方
面提供人力和技术支持等。

此外，李琳娜还参与到海南电商
扶贫、新农村建设、电子商务进农村等
多项工作中，累计争取项目资金6000
多万元。她还策划实施了“助推海南
电子商务发展”系列公益活动，累计帮
助农民销售农产品逾百万元。

“职业教育发展的春天来了，我
还有很多没完成的任务。”李琳娜说，
如今，海南推动自贸试验区、自贸港
建设，实施乡村振兴战略，都需要大
量的高职专业人才，自己将继续深耕
电商等行业，为海南育良才，为农民
谋发展。

（本报海口9月22日讯）

全国教书育人楷模、海南职业技术学院教授李琳娜：

育电商人才 助农民增收

为期3天的2019年第三届海南名
特优产品采购大会于9月21日在海南
国际会展中心圆满闭幕，本次大会共有
供货商、采购商、金融企业和物流企业
等参展企业367家，参展人数达3000
余人，大会总成交金额38.16亿元。

2019年第三届海南名特优产品采
购大会旨在打造国内知名的融合采购、
供货、物流、金融、保险等企业为一体的
供应链合作平台，积极有效地把海南省
品牌企业和名特优产品推向全国市场
甚至是全球市场。本次大会现场共展
出了近500家企业的近6000种名特优
产品，涵盖了具有海南特色的深加工农
产品、林产品、水产品、菌类产品、果蔬
产品、肉蛋类产品、畜产品，各类食用产
品、各种饮料产品、椰雕工艺品、沉香、
珍珠等，产品类别全、品种多。

在闭幕式上，组委会根据签约金
额和签约合同数量评选出了最受欢
迎采购商、最受欢迎供应商各3家，最
受欢迎金融企业、最受欢迎物流企业

各1家，联华超市股份有限公司、中石
化易捷销售有限公司、黑龙江远大购
物中心有限公司、海南东方富山果业
有限公司、海南瑞源乳业有限公司、
海南岛屿食品饮料有限公司、海南八
达里物流有限公司、海南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等企业上榜。

参展企业对本次大会的评价是：大

会规格高，参展商众多、品类齐全，海南
省政府为企业理清思路、打开销路，是
非常具有前瞻性和战略性的举措，主办
方省商务厅对参展企业科学组织、安排
采购洽谈专区、举办供应链合作交流论
坛，体现了海南省政府的高度重视和对
企业需求的细致照顾。

（策划、撰稿/柳莺）

2019年海南名特优产品采购大会闭幕
总成交金额38.16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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