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日，在五指山市毛阳镇牙力村的大片田洋里，豆角等瓜菜迎来丰收。贫困户早起采摘的新鲜蔬菜
从附近高速路互通上中线高速，运送至海口、三亚等地销售。图为在五指山市毛阳镇牙力村，收购商（右
一）在村里收购豆角。 本报记者 李天平 摄

新鲜瓜菜不愁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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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院受理申请执行人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海口丽晶支行
与被执行人吴崇光、阮妙梅、海南省六方装饰材料有限公司金融借款
合同纠纷一案，海口市秀英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8）琼0105民初
5311号民事判决书已经发生法律效力。依据法律规定，本院定于
2020年7月30日10时至2020年7月31日10时止在海南省海口市
秀英区人民法院阿里巴巴司法拍卖网络平台上进行公开拍卖（法院
账户名：海南省海口市秀英区人民法院，法院主页网址：http://sf.
taobao.com/0898/13）吴崇光名下位于海口市琼山区云龙镇云定路
104号云龙水郡（一期）8、9#楼13层9-1302房（YG066498）。特别提
醒：一、上述房产尚未办理不动产权证，后续能否办理不动产权证请
买受人自行咨询相关部门；二、上述房产系限购房产 ,竞买人应自行
了解海南省有关限购政策。特此公告。联系电话：0898-68651334

海口市秀英区人民法院
二○二○年五月十四日

（2019）琼0105 执 2128号
海口市秀英区人民法院公告 公 告

经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海南监管局核发，我司已
领取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海南分公司海口第二营
销服务部经营保险业务许可证。成立日期：2010年 07月 21
日；负责人：王崇让；机构住所：海南省海口市龙华区滨海大道
97号置盛西苑A栋三楼整层；邮政编码：570125；联系电话：
0898-68534437；机构编码：000018460108001；业务范围为：
承保人民币和外币的各种人身保险业务;包括各类人寿保险、
健康保险（不包括“团体长期健康保险”）、意外伤害保险等保险
业务；办理各种法定人身保险业务；代理国内外保险机构检验、
理赔及其委托的其他有关事宜；证券投资基金销售业务；经中
国银保监会批准的其他业务。

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海南分公司
海口第二营销服务部

公 告
经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海南监管局核发，我司

已领取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海南分公司洋浦营销
服务部经营保险业务许可证。成立日期：2011年06月29日；
负责人：周永丽；机构住所：海南省儋州市洋浦经济开发区远
洋路凯丰城市广场1号楼四楼402B、404A、404B、406号房；
邮政编码：578101；联系电话：0898- 28819535；机构编码：
000018469003002；业务范围为：承保人民币和外币的各种人
身保险业务;包括各类人寿保险、健康保险（不包括“团体长期
健康保险”）、意外伤害保险等保险业务；办理各种法定人身保险
业务；代理国内外保险机构检验、理赔及其委托的其他有关事宜；
证券投资基金销售业务；经中国银保监会批准的其他业务。

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海南分公司
洋浦营销服务部

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打下决定性基础

关注全国战疫英雄最美婚礼

■ 本报记者 习霁鸿

“社会各界都把最好的祝福给了
我们抗疫人员，包括这场婚礼。”5月
29日下午，呼和浩特市口腔医院颌面
外科护士滕晓红满怀感动和憧憬地
对海南日报记者说：“相信这场婚礼
会是一个很美好的回忆。”

2月3日本是他们举行婚礼的大
日子，报名支援湖北时，滕晓红没同
爱人连瑞君商量。“当时的形势那么
严峻，既然我干这份工作，理应要去
一线。”回想起自己当初的抉择，滕晓
红没有一丝后悔。

得知消息后，担心恋人的连瑞
君一时难以接受。后来经过恋人做
思想工作，连瑞君渐渐理解了女友，

甚至反过来给滕晓红宽心：“你安心
去‘打仗’，家里的事我来管。”他开
始调整心情，着手为滕晓红采买各
类用品、收拾行李，尽管没有一句甜
言蜜语，他的爱却让滕晓红看在了
眼里。

支援湖北时期，滕晓红被分在武
汉协和（西院）医院重症隔离病房，工
作任务很重，常常疲乏不堪。“那时
候，如果我上后半夜的班，他就会让
我抓紧时间先安心休息，由他盯着时
间，到时间了他再来叫我起床，充当
我的人工闹钟。”滕晓红说道。

滕晓红告诉海南日报记者，自己
和连瑞君性格含蓄，平时很少通过言
语表达爱意，甚至连一句“我爱你”都
极少说出口。但在自己支援湖北期

间，爱、疲惫、支持、担心、感动，种种
情绪交汇下，“我爱你”这句话出现的
频率越来越高。“以前一直觉得甜言
蜜语没有必要。在那种情况下，我们
才认识到，这样的话真的能够给人抚
慰和力量。”说到这里，滕晓红还是有
些不好意思，“那时他跟我说，等我回
去就结婚”。

3月27日，由于呼和浩特机场分
流，凯旋的滕晓红和援鄂医疗队员们
降落在鄂尔多斯。

飞机落地时，连瑞君就已经等候
在滕晓红隔离休整的酒店门外。他
赶了几百公里的路，从呼和浩特来到
鄂尔多斯，就为了给恋人送去睡衣、
护肤品等生活用品。“其实他很清楚
这趟根本见不到面，但他还是来了，
让我特别感动。”滕晓红回忆道。

过了隔离期，两人终于见上了面，
连瑞君带着滕晓红吃遍了她想念的呼

和浩特的美味，“牛肉面、烧卖、火锅
……家乡的味道太香了！”滕晓红笑道。

“经过支援湖北那段日子后，我
们的感情更升温了。”滕晓红坦言，过
去，自己和连瑞君的性格都比较刚
强，有矛盾时常常僵持不下，“我从武
汉回来后，他开始学会不计较了，我
们的相处更和谐了。”

5月20日那天，两人领了证，开
始筹划起婚礼相关事宜。

听说三亚将为全国100对抗疫
人员举办集体婚礼，两人都很兴奋：

“这样的婚礼多有意义啊！”两人一拍
即合，当即就报了名。

滕晓红告诉记者，作为一个北方
人，自己的内心一直渴望着大海，也
曾想象过在海边度蜜月的场景，“如
果有机会去三亚的话，特别想和他一
起看看浪漫的大海”。

（本报海口5月29日讯）

内蒙古呼和浩特市护士2月份取消婚礼支援湖北，期待与爱人在三亚执手相许

想和他一起吹吹风看看海

琼中携手上海中海龙高新
技术研究院打造博士智库

本报营根5月29日电 （记者李梦瑶 通讯
员王丽娟）5月29日上午，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
人民政府与上海中海龙高新技术研究院签署合
作框架协议。根据协议，后者将充分利用和发挥
研究院的人才和技术优势，通过科研研发、技术
创新、技术指导，在琼中全面参与科技研发、环保
治理、中药农业及旅游康养等领域投资建设，带
动和促进琼中现代农业、中药农业、大健康产业、
电子信息、生物医药和环境保护的快速发展。

据悉，上海中海龙高新技术研究院将在琼中
设立“琼中中海龙高新技术研究院”，建立国家级
博士智库；对海南中部（琼中）绿色产业园——生
态科技园区入驻企业（植物种植相关企业）进行技
术无偿指导；开展琼中中药农业、功能性蔬菜筛选
培植、新品种植物、琼中绿橙品种优化选育等探索
研究；与村集体经济和县属国资平台公司合作，依
托黎母山优质山泉水资源，打造“黎母山泉”，并逐
步拓展开发小分子饮用水，开发绿橙、三叶青等

“黎母”系列功能性饮品，带动村集体经济和扶贫
产业发展；参与琼中市政特色景观大道建设和“一
河两岸”景观工程建设等内容。

1例境外输入新冠肺炎
确诊病例在三亚出院

本报三亚5月29日电（记者李艳玫）5月29
日16时许，1例境外输入新冠肺炎确诊病例患者
经过综合诊治，符合国家卫生健康委新冠肺炎确
诊病例解除隔离和出院标准，于当天在三亚中心
医院出院。据悉，这是当前我省唯一从境外输入
的新冠肺炎确诊病例。

患者骆某某，女，38岁，甘肃省武威市凉州区
人。5月 13日从刚果（金）乘坐经批准入境的
CA082（座位号33D）航班抵达三亚凤凰国际机
场。入境时三亚市对所有航班人员现场采集鼻、
咽拭子送检，之后转运至三亚市集中观察场所进
行隔离医学观察。5月14日，三亚市疾控中心新
冠病毒核酸检测结果显示骆某某为阳性，三亚市
以无症状感染者进行网报，骆某某随即被120救
护车转送至定点医院隔离诊疗。骆某某入院后经
全面检查，其血常规及胸部CT影像符合国家新
冠肺炎诊疗方案（第七版）确诊病例标准。综合病
人情况，诊断为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并于15日订
正为确诊病例。

之前，该患者同航班人员入境三亚市后，即按
照我省入境人员防控要求，全程实行闭环管理，进
行14天集中隔离观察并进行核酸检测，检测结果
全部为阴性。

5月28日我省无新增
无症状感染者病例

本报海口5月29日讯（记者马珂）省卫健委
发布：5月28日0-24时，海南省报告新型冠状病
毒肺炎新增确诊病例0例，新增重症病例0例，新
增死亡病例0例，新增出院病例0例。

截至5月28日24时，海南省累计报告新型冠
状病毒肺炎确诊病例169例，其中境外输入1例。
现住院病例1例（境外输入），死亡病例6例，出院
病例162例。

截至 5 月 28 日 24 时，追踪到密切接触者
6787人，已解除医学观察6733人，尚有54人正
在接受集中医学观察。

截至5月28日24时，海南省报告新型冠状病
毒无症状感染者34例，当日新增转为确诊0例，
当日新增无症状感染者0例，累计解除隔离31
例，尚在医学观察3例（3例湖北输入）。

定安启动
端午美食文化节活动
11个活动持续1个月

本报海口5月29日讯（记者刘
梦晓）古城如画，美食飘香。5月29
日，定安县委县政府在省博物馆召开
新闻发布会，宣布2020年海南（定安）
端午美食文化节活动启动。

据介绍，本次端午美食文化节以
“古城里的小食光”为主题，以美食为
载体，共将推出11个活动，将持续至
6月28日，让市民游客充分感受“浓
情粽意”。活动除了展示更多的定安
美食之外，也将定安的旅游名胜、传统
戏曲、咖啡文化等多种文化内容一一
呈现，并融入时下最潮流的短视频、网
红直播、沉浸互动、前卫艺术、文创产
品等元素，让传统文化焕发新生。

本次端午美食文化节还将举办
“定安粽子移动工坊进社区”活动、“当
文宗遇见青梅”乡村文旅品牌推介活
动、“琼剧说定安—美食篇”活动、“车
友团端午节定安之旅”活动、“定安咖
啡嘉年华”活动、“乡约定安，味你而
来”田园餐桌美食品鉴亲子活动等。
其中消费嘉年华活动将通过现场发
放、有奖问答、现场抽奖、在线抢购等
方式领取美食优惠券、代金券，市民游
客可持代金券前往指定的门店消费。

儋州举办美食文化乡村游促进消费

5斤百年黄皮老树果
拍出4700元

本报那大5月29日电（记者林书
喜 特约记者李珂）儋州市持续推进国
际旅游消费年活动，5月29日，2020第
四届北部湾（海南儋州）旅游美食博览
会大成分会场、大成镇黄皮美食文化
乡村游暨消费扶贫活动启动仪式举
行。在黄皮果评比拍卖会上，一名海
口游客以4700元的拍卖价拍走5斤
300年黄皮老树果。

据悉，大成镇的黄皮果树种植面积
达5300亩，共16万株，黄皮果年产量
240万斤，年产值达1920万元。黄皮
果树主要分布于推赛、可运、调南、新风
等12个村(社区）。近年来，儋州市委、
市政府大力扶持大成镇发展黄皮产业，
黄皮已成为儋州九大农业品牌之一，黄
皮鸡荣登儋州“十大名菜”榜单，深受岛
内外消费者喜爱，还有黄皮蜂蜜、黄皮
肘子、黄皮寄生茶等一系列黄皮产品。

儋州举办大成镇黄皮美食文化乡
村游暨消费扶贫活动，以黄皮为媒，充
分挖掘乡村文化旅游资源，展示大成
黄皮产业的发展成果，进一步提升大
成黄皮的知名度、美誉度和影响力，打
造大成黄皮美食和旅游文化靓丽的名
片，加快推进美丽乡村建设，助力全域
旅游发展，推动乡村振兴。

现场还举办大成黄皮等特色农产
品及特色美食展销、大成黄皮鸡及黄皮
美食烹饪技能大赛、大成黄皮果评比拍
卖会、大成黄皮产业论坛暨签约仪式等
系列活动。海口游客、儋州市民、专家
学者、企业代表等1200余人参加活动。

琼海为贫困劳动力
提供“点对点”服务保障

本报嘉积5月29日电（记者刘梦晓 通讯员
罗颖）5月28日上午，包括9名贫困户劳动力、1名
边缘户劳动力在内的12名农村劳动力登上琼海
市贫困劳动力赴深圳比亚迪公司“点对点”专车，
开启了他们的外出务工旅途。

“我的家境不是很好，必须要出去工作，特别
感谢政府提供的就业机会。”长坡镇边缘户沈太
群说。

今年4月底，依托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提供的深
圳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大量用工需求平台，琼海市
人社、就业部门主动与深圳比亚迪公司对接，积极
宣传发动，对有就业意向的人员开展健康检查和核
酸检测，最终遴选出12名符合条件的农村劳动力。

目前，该市贫困劳动力总数为9502人，累计
就业8423人，完成2020年外出务工任务数7098
人的118.7%。

本报讯（海报集团全媒体中心
记者黄婷）新海南客户端自5月7日
上线试运行以来，以丰富的内容、权
威的信息、及时的发布，在短时间内
收获大量“粉丝”。一端在手，尽览海
南！截至目前，75家微信公众号已顺
利接入新海南客户端。“新海南客户
端可实时采集、发布海南各市县融媒
的内容，让读者通过一个客户端轻松
获取市县融媒的权威资讯。”新海南

客户端技术总监凌云义介绍。
新海南客户端是海南推进媒体深

度融合发展的顶层设计安排，是正在
推进建设的省级融媒体中心的重要组
成部分，是省级融媒移动发布平台。

新海南客户端正全面接入全省
各市县及机构、行业融媒体中心，接
入全省广电、报纸、网络等主要内容，
以此助力各市县、各行业、各媒体扩
大传播覆盖面，增强传播力，同时打

造用户获取海南区域资讯、政务服
务、生活服务的聚合平台。

目前接入新海南客户端的75家微
信公众号主要包括市县、厅局政务公
号、媒体公号。新海南客户端通过技
术手段采集到这些公号的内容后，第
一时间分类发布到客户端“要闻”“推
荐”“自贸港”“市县融媒”等栏目中。

据悉，新海南客户端还在积极搭
建融媒体生态平台——海南号，开放

供全省媒体、政府机构入驻。各媒体、
政府机构可在平台上开设账号，发布
新闻资讯，在客户端中展示、传播。

一端在手，尽览海南！

“新海南”客户端已“住进”75家微信公号

扫
码
下
载
新
海
南
客
户
端

■ 本报记者 李梦瑶

5月29日，位于五指山市毛道乡
毛道村的百香果科技扶贫示范基地，
一个个浑圆饱满的百香果挂在藤蔓
上。在不远处的“扶贫车间”里，百香
果经过不同生产工序后，又“摇身一
变”成了百香果酒或百香果红茶。

“大果装箱出售，小果进行深加
工，平时基地还能接待游客，果子挂在
枝头时就开始挣钱。”在毛道村驻村第
一书记黄叶军看来，摆脱传统模式，让
产业链朝加工、旅游延伸，毛道村正在
三产融合中让一颗颗百香果创造出

“三重”效益。
而在两年前，毛道村的村民们可

不这么想。“那时候看着别人种，我们
也跟着种，但产量和价格上不去，根本
挣不到什么钱。”毛道村村民黄朝宁
说，几年前村里的百香果产业如同它
的口感般“酸涩”。

明明是一颗“短平快”且颇具市场价
值的“黄金果”，为何只见涩味没有甘甜？

帮扶干部们请来农技专家现场
“把脉”，很快找到了问题所在：田地排
水不畅、品种老化、管理粗放。对照专
家们找出的问题，毛道村“对症下药”：
平整土地、修建排水渠，引入专业种植

公司，改“平棚式”种植为“垂帘”种植。
“现在我们村的百香果售价不仅从

每斤三四元涨至8元，最高曾达到15
元，亩产也由原先的500多斤增长到了
三四千斤。”黄叶军透露，2019年，毛道
村百香果种植基地采取“村集体+公
司+农户”的模式，引导群众整合土地扩
建连片基地至120亩，实现创收近200
万元。一颗颗百香果开始“由涩入甘”。

科技赋能让毛道乡百香果效益倍
增，黄叶军却并不满足于此。

“我们的百香果销量好，可总有些
小果、表皮有瑕疵的果被剩下，林林总
总加起来也是一个不小的数量，扔了实
在可惜。”黄叶军希望能变“卖鲜果”为

“卖产品”，这一想法与海南省农林科技
学校烹饪专业教师王仕君不谋而合。

2019年，王仕君被学校推荐成为
五指山市生态科技特派员后，申请专
项资金启动了百香果精深加工系列产
品的研发工作。“五指山的红茶十分有
名，我就想着能把百香果和当地的特
色产品相结合，通过创新深加工产品
提高其附加值。”王仕君给海南日报记
者算了一笔账，如果只卖鲜果，一亩百
香果产生的效益是3万余元，进行精
深加工后亩产值至少能翻一番。

“再加上我们使用的都是次果、小
果，算是变废为宝，实际增加的效益远
不止这些。”王仕君介绍，如今他们研
发出的百香果酒、百香果红茶等系列
产品相继投放本地市场后，已取得不
错的反响。

而随着毛道百香果的声名鹊起，

这个小村庄也逐渐成了当地名副其实
的“网红村”，不仅吸引了一拨又一拨
的观摩团，前来体验农趣的市民、游客
更是络绎不绝。

“未来我希望能在村里打造出一
处休闲观光采摘园，从‘卖鲜果’到‘卖
产品’再到‘卖风景’，向三产融合要效
益。”黄叶军坦言，百香果产业链的不
断拉升，带来的不仅是效益的倍增，更
带动大批贫困劳动力在家门口实现就
业，可谓一举多得。

目前，毛道村的百香果种植基地、
加工车间共带动 50 余人增收与就
业。一枚小小的百香果撬动了大产
业，黄叶军也期待着，村民们今后能从
产业链上的每一环受益。

（本报五指山5月29日电）

五指山市毛道村摆脱传统发展模式，打造百香果全产业链

一颗小果 两份产业 三重效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