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扫二维码，下载
“新海南”客户端参与
直播互动。

返乡创业共绘乡村振兴新图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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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澄迈洋道村村民陈利群为了生计外出打工；如今，他返乡创业带领乡亲奔向好日子

“石榴哥”的翻身仗

省资规厅将开展
“安全生产月”活动

本报讯（记者陈雪怡 通讯员李拉）2020年
6月是我国第19个“安全生产月”。省自然资源
和规划厅将通过加强安全生产知识宣传教育、加
强自然资源和规划领域执法监察、强化矿产资源
开发监管、加强汛期地质灾害防御等，扎实开展

“安全生产月”活动。这是海南日报记者近日从
该厅了解到的。

省资规厅将多形式开展好安全生产宣传活
动，确保安全生产宣传教育进机关、进企业，强化
安全生产红线意识。

在自然资源和规划领域执法监察方面，省资
规厅将持续集中整治自然资源和规划领域安全
生产中的突出问题。同时，该厅将进一步加大
对矿山企业超量装载矿产品上路的监管，促进
矿山清洁生产、安全生产。

此外，省资规厅和各市县资规局还将组织开
展省级、市县级地质灾害防治专项培训，全力防
范地质灾害引发生产安全事故。

■ 本报记者 李佳飞 通讯员 王家专

14年前，穷得“叮当响”的陈利
群，卖掉家中唯一的猪仔，换得几百元
钱，买了两张出岛的船票，带着媳妇到
广州打工，3岁的儿子托管在老家的
幼儿园里。

14年后，返乡创业的陈利群，不
仅成功将当地番石榴卖出了好价钱，
而且带动特色乡村游兴起，年接待游
客近5万人次，帮助周边村民销售农
产品数百吨。

这场漂亮的翻身仗，就发生于澄
迈县福山镇洋道村，主人翁陈利群今
年38岁，因销售番石榴而出名，因此
也被大家叫作“石榴哥”。

从逃离到归来

“石榴哥，今天又卖了多少番石
榴？”“大概七八千斤，不算多，好的时
候一天能卖两万多斤呢！”……6月4
日上午，洋道村阳光明媚，头戴草帽的
陈利群在乡间穿梭，他身后的片片果
园郁郁葱葱，村民的询问并没有让他
停下匆忙的脚步。

洋道村隶属于福山镇敦茶村委
会，全村 38户 208人，耕地 2000多
亩，主要种植番石榴、杨桃、莲雾等，其
中番石榴最多，约1200亩。可在以
前，不懂营销的村民只能低价贱卖，或
者干脆让成熟的番石榴烂在地里。

“都是这富硒的肥沃土壤种出的
优质农产品，为什么不能像桥头地瓜、
福山咖啡那样打出品牌、卖出好价钱
呢？”陈利群常常为此扼腕叹息。

2015年，澄迈县出台扶持返乡创
业的相关政策，同时启动了福山互联
网农业小镇建设，互联网运营中心在
福山咖啡风情小镇投入运营。嗅到

“商机”的陈利群果断返乡，成立了洋
道村石榴专业合作社。

“当时就想着，能不能通过互联网
平台帮乡亲们把番石榴都卖出去？”陈
利群说，得益于互联网运营中心的帮
助，再加上自学研究，他逐渐掌握了电
商平台营销的技巧，订单渐增，洋道番
石榴的价格也从之前的0.5元一斤提
高至6.8元一斤。

从质疑到依赖

然而，创业的路并非一帆风顺。
原本想着帮助更多村民的陈利群，在
主动邀请村民加入合作社时却吃了

“闭门羹”。“这小子回来不会是忽悠我
们钱吧？”有村民这样质疑。

无奈，陈利群只好先从自家的果
园开始，利用电商平台推销，并通过淘
宝网店、手机微信等渠道宣传，吸引游
客到洋道村来体验番石榴采摘。这一
做法收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别人家
的滞销时，他家的番石榴却供不应求！

看到陈利群的收获，不少村民动
了心。2016年，贫困户符善南第一个
加入陈利群的合作社。“没想到，电商
渠道销量这么好，价格还高，多赚了近
10倍！”回想起“触网”的经历，符善南
喜不自禁。

这一年，澄迈县以建设美丽乡村
为契机，加大了对洋道村的环境卫生
整治和基础设施建设投入，洋道村村

容村貌得到极大的改善，陈利群领进
村子的旅游团也越来越多。

应游客的要求，陈利群又动起了
开办农家乐的脑筋。可是，他的本钱
不够。他向银行提出贷款申请，也遭
到拒绝。怎么办？不服输的他买回一
口高压锅，树荫底下放3张桌子，妻子
林凤丽掌勺，农家乐就这样开张了！
直到赚钱后，才逐渐添齐了冰箱、消毒
柜等设施。

起步虽艰难，但游客的兴致不
减。每逢周末节假日，私家车、旅游大
巴车一辆辆驶入洋道村，一桌桌农家
饭摆起来时，村民们都将自家的地瓜
叶、鸡蛋、木瓜、龙眼等拿到农家乐摆

摊售卖。
“石榴哥，明天有没有旅游团来

呀？”“石榴哥，我们家果园的果子熟
了，什么时候带客人来采摘？”渐渐地，
愿意与陈利群合作的村民越来越多，
还常有人这样向陈利群“打听”。不知
不觉，洋道村番石榴合作社成员发展
至50多户，人均年收入以每年约30%
的速度递增。

从产品到品牌

走进洋道村，一股咖啡的香气从
林间咖啡馆飘出，“羊豆咖啡”的门牌
立于高大的芒果树下，旁边停放着几
辆小轿车，十分醒目。

再往前走，就是农家乐餐厅。除
此外，陈利群还与人合作在村里建起
了两栋民宿，共20个房间，去年建成
投入运营。

“经过这几年的发展，洋道村拥有
的已经不止番石榴等农产品了，而是
一个品牌，以整个村庄为基础，将农业
与休闲旅游业相结合，带动全体村民
及周边农户增收。”陈利群说，今年春
节以来，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乡村旅
游团暂停了，但是通过电商平台销售
的洋道番石榴并没有受太大影响，平
均每天销量1万斤左右，价格稳定在5
元一斤。他的理想就是通过“互联
网+农业+旅游”的模式推动传统农业
转型升级，让农村的产业兴起来，让农
户在家门口就能挣钱，从而留住人，实
现乡村振兴。

去年一年，洋道村接待游客近5万
人次。为发挥其辐射带动作用，敦茶
村委会以洋道村为接待服务窗口，除
日常开展农旅融合的消费活动外，还
建设了洋道村旅游扶贫农产品集市，
将整个行政村贫困户家的农特产品放
到洋道村来销售，促进增收脱贫。

（本报金江6月4日电）

6月4日，陈利群看着长势良好的番石榴喜笑颜开。 本报记者 苏晓杰 通讯员 王家专 图/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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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海南自贸港系列直播”第一期
今日下午开播

主播带你逛免税店买买买
本报海口6月4日讯（海报集团全媒体中心

记者苏靓）新海南客户端、南海网、南国都市报从
6月5日起联合推出“走进海南自贸港系列直播”，
带着网友走访《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总体方案》里
提到的项目、工程、园区，看看现在的海南，展望未
来的自贸港。5日下午，第一期直播将分别走进
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三亚国际免税城。

5日下午3时30分至4时30分，打开“新海
南”客户端、南海网，或者下载抖音、今日头条、微
博，搜索南国都市报、南海网，进入相对应的抖音
号、头条号，观看直播。主播天琴、天浩将带您看
琳琅满目、品类多样的免税商品，体验“云购物”的
刺激，为您解答关于免税购物的相关问题。对于
海南免税购物，您有什么好建议、好问题吗？欢迎
进入直播间参与互动！

中国华融海南分公司拥有对海南英利新能源有限公司三笔债权
资产，本金余额为188781.07万元人民币，欠付的重组宽限补偿金、收
益及费用以协议约定为准。债务企业抵质押资产涉及海口市狮子岭
工业区工业用地、厂房及机器设备等，拟组包公开处置，现予以公告。
资产详细信息可登录华融网查看：http://www.chamc.com.cn/。

交易条件为：投资者信誉好，需按中国华融海南分公司规定
的要求支付转让价款并能够接受资产存在的瑕疵及购买债权所
带来的风险，交易资金来源合法。

对交易对象的要求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支付能力的
企业法人或自然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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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公司工作人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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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2020年6月5日起至7月3日止公告期内受理该资产处置

有关异议和咨询。
受理公示事项联系人：
卢先生：联系电话 0898-66746602；
郑女士：联系电话 0898-66734699。
受理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话：0898-66774868
联系地址：海口市龙昆北路53-1号。
传真：0898-66700042。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省分公司：
发布日期：2020年6月5日
征询或异议的有效期：2020年7月3日
公告结果记录：
项目人员：卢秋宇 2020年6月5日
项目负责人或资产管理部门负责人：郑志坚

2020年6月5日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省分公司资产处置公告

中国华融海南分公司拥有对北京中铁快运有限公司、中铁物
流集团飞豹快线有限公司、北京飞豹投资有限公司、海南飞豹物流
有限公司债权资产及中铁中基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债权资产，两项资
产本金余额为22599.42万元人民币，欠付的重组宽限补偿金、收益
及费用以协议约定为准。债务企业抵质押资产涉及洛阳市中心区
域酒店及物流行业公司股权等，拟组包公开处置，现予以公告。资
产详细信息可登录华融网查看：http://www.chamc.com.cn/。

交易条件为：投资者信誉好，需按中国华融海南分公司规定
的要求支付转让价款并能够接受资产存在的瑕疵及购买债权所
带来的风险，交易资金来源合法。

对交易对象的要求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支付能力的企
业法人或自然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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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公司工作人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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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2020年6月5日起至7月3日止公告期内受理该资产处置
有关异议和咨询。

受理公示事项联系人：
卢先生：联系电话 0898-66746602；
郑女士：联系电话 0898-66734699。
受理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话：0898-66774868
联系地址：海口市龙昆北路53-1号。传真：0898-66700042。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省分公司：
发布日期：2020年6月5日
征询或异议的有效期：2020年7月3日
公告结果记录：
项目人员：卢秋宇 2020年6月5日
项目负责人或资产管理部门负责人：郑志坚

2020年6月5日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省分公司资产处置公告

文昌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公告
文土告字〔2020〕第17号

经文昌市人民政府批准，文昌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决定以挂牌方
式出让文昌市文城镇清澜墟钛矿厂、海藻养殖场片区棚户区（城中村、
旧城区）改造项目回迁安置商品房地块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现将
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挂牌出让地块的基本情况和规划指标要求
本次拟挂牌出让的文国土储（2020）-20号地块位于文昌市文城

镇清澜路北侧地段，面积14738.93平方米（折合22.108亩），具体四至
坐标详见地块界线图。该宗地符合文昌市总体规划（空间类2015-
2030）和所在区域控制性详细规划，符合文昌市产业政策和国家、省
供地政策，属国有储备建设用地，已列入文昌市2020年度土地利用供
地时序计划安排。该宗地作为文城镇清澜墟钛矿厂、海藻养殖场片区
棚户区（城中村、旧城区）改造项目回迁安置商品房用地，省住房和城
乡建设厅已于2019年9月24日以《关于文城镇清澜片区棚户区改造
有关问题的复函》，将该项目纳入我省2018—2020年棚户区改造计
划。供地方式符合法律规定，出让土地用途与现行供地政策没有矛
盾，符合节约用地原则。

根据《文昌市清澜片区控制性详细规划》，该宗地用地性质为二类
居住用地，各项规划指标：容积率≤2.5，建筑密度≤16%，绿地率≥
40%，建筑限高≤20层（不超过45米）。出让土地使用权年限为70
年，具体规划指标情况详见《关于文国土储（2020）-20号地块规划情
况的核定书》（文自然资规指〔2020〕89号）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法人、自然人或其他组织（法律另有
规定者除外）均可申请参加竞买（注：失信被执行人不得参与本次竞
买），申请人应单独申请竞买。本次挂牌不接受联合体竞买，不接受竞
买人电话、邮寄、电子、口头报价。申请人应具备的其他条件：

（一）申请人（或其关联公司）须同时具备如下竞买资格条件：
1、2019年《财富》中国500强企业。2、2020年〔中国房地产百强企
业〕。3、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一级资质。4、具有国内成熟的棚户区
（城中村、旧城区）改造项目开发经验。

为最大限度保障回迁房的房屋质量和交房时间，申请人需到文昌
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进行资格初审。并按规定缴交土地竞买保证金，
经过审核我局将在规定的时间内确认其资格，签发竞买资格确认书。

（二）经政府相关部门核实，在文昌市境内申请人存在下列情形之
一的，申请人及其控股股东禁止参加挂牌：（1）存在伪造公文骗取用地
和非法倒卖土地等犯罪行为的；（2）存在非法转让土地使用权等违法
行为的；（3）因企业原因造成土地闲置一年以上的；（4）开发建设企业
违背出让合同约定条件开发利用土地的；（5）拖欠土地出让金的。

三、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设有底价，并按照出价高
者且不低于底价者得的原则确定竞得人。本次挂牌地块起始价为人
民币3625.7768万元整。每次加价幅度为1万元或者1万元的整数
倍。竞买人在报名时需交纳竞买保证金2175.5万元。

四、本次挂牌出让的详细资料和具体要求，详见挂牌出让手册。
申请人可于2020年6月13日至2020年7月3日到文昌市自然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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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窗口购取挂牌出让手册和提交书面申请。

五、申请人交纳竞买保证金的截止时间为2020年7月3日17时
（以竞买保证金到账为准）。经审核，申请人按规定交纳竞买保证金，
具备申请条件的，我局将在2020年7月3日17时30分前确认其竞买
资格。

六、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活动定于2020年6月26日
8时30分至2020年7月6日10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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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2020年7月6日10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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挂牌现
场会。

七、其他需要公告的事项：
（一）竞得土地后，竞得人须当场签订《成交确认书》，并在签订《成

交确认书》后20个工作日内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合
同签订后1个月内必须缴纳出让价款60%的首付款，余款要按合同约

定及时缴纳。分期支付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价款的，受让人在支
付第二期及以后各期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价款时，同意按照支付
第一期土地出让价款之日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贷款利率，向出让人支
付利息。

（二）本次出让宗地属棚户区改造回迁安置商品房项目用地，以土
地带项目回迁安置商品房建筑设计方案，结合清澜墟钛矿厂、海藻养
殖场片区棚户区（城中村、旧城区）改造进行分期出让，土地竞得人应
按照文昌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审核的设计方案进行深化设计和建设
（审核的回迁安置商品房建设设计方案及已开展的前期工作内容向项
目主管部门文昌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咨询）。

（三）本次出让宗地属棚户区改造回迁安置商品房项目用地，出让
方式为：限房价，竞地价。本项目回迁商品房的回购限定价格为：建筑
面积5900元/平方米。项目所有回迁安置商品房均由文昌市住房和
城乡建设局组织特定回迁人按限定价格进行回购。具体名单和购买
条件由文昌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提供。

竞得该宗土地后，竞得人须严格按照批准的项目规划设计方案要
求，以及有关部门的行业规定，在半年内动工建设项目，两年内完成回
迁房建设达到交房条件。不按批准的项目规划设计要求进行开发建
设，以及不履行《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约定的，报经文昌市
政府批准后，按该合同约定，退还除该合同约定的定金以外的全部或
部分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价款（不计利息），收回国有建设用地使
用权；受让人造成土地闲置，闲置满1年不满2年的，依法缴纳土地闲
置费；土地闲置满2年且未开工建设的，出让人有权无偿收回国有建
设用地使用权。

（四）本次出让宗地按净地条件出让，即土地权利清晰、安置补偿
落实到位、地上附着物清表、无法律经济纠纷、土地开发利用规划条件
明确、符合土壤环境质量要求、具备动工开发所必需条件。竞买人应
当现场踏勘出让地块，竞买人申请参加竞买的，视为对出让地块净地
条件无异议。

（五）按照《关于印发<海南省建设用地出让控制标准（试行）>的
通知》（琼国土资规〔2018〕7号）和《关于实施产业项目发展和用地准
入协议的指导意见》（琼国土资规〔2018〕8号）有关规定，本次出让宗
地住宅项目用地控制指标，投资强度为不低于500万元/亩，不设定年
度产值指标和年度税收指标，开发建设的项目产值和税收征缴按照现
行有关法规政策规定执行，达产年限5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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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得人
在签订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时，一并与文昌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签订《产业项目发展和用地准入协议》。

（六）竞得土地后，竞得人须在文昌市注册公司进行项目开发，拟
注册成立新公司进行开发建设的，申请人应在申请书中明确新公司的
出资构成、成立时间等内容。如已在文昌市注册具有相应土地开发资
质的公司，可不再注册公司。

（七）竞得土地后，竞得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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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该宗地若需要实施装配式建设，应按照装配式建筑有关规定
执行。

（九）本次挂牌出让事项如有变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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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先生、杨先生、欧阳先生
联系电话：0898-63330100、65303602、68529777
查询网址：http://www.landchina.com
http://lr.hainan.gov.cn/
http://zw.hainan.gov.cn/ggzy/

文昌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0年6月5日

海南亿海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关于紫竹园二期
项目1#、5#、6#楼与地下室分期规划核实公示

我司建设的紫竹园二期项目1#、5#、6#楼与地下室已完工，达到规
划核实条件。根据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的要求拟对本项目1#、5#、
6#楼与地下室规划核实。为了广泛征求公众和相关权益人的意见和建
议，现将分期规划核实程序进行公示。1、公示时间：10天（2020年6月5
日至2020年6月14日）。2、公示地点：紫竹园项目入口处。3、公示意见
反馈方式：⑴电子邮件请发送到lhghfjoo@haikou.gov.cn；⑵书面意
见请邮寄到：海口市国贸路48号新达商务大厦607室 邮编：570000；
⑶意见和建议请在公示期限内提出，逾期未反馈，将视为无意见；⑷咨询
电话与联系人：66785662骆先生；13807596515郭女士。

海南亿海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2020年6月5日

海南省农垦设计院有限公司是一家建院66周年的海南

本地勘察设计企业，按照《海南自贸港建设总体方案》的规划

部署，积极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根据业务发展需要，现面向

社会公开招聘农业水利工程、土地规划、城乡规划、给排水、岩

土工程等专业中高级技术人员。具体资格要求、应聘方式等

内容，请登陆公司网站、关注公司公众号（海垦设计）查询。

联 系 人：齐女士（手机:15109896246）

办公电话：0898-31665974

海南省农垦设计院有限公司

2020年6月5日

人才招聘公告

根据陵水黎族自治县清理拖欠民营企业中小企业账款工作的相

关要求，我部对历年来发包的村级办公活动场所项目进行了清理，但

由于时间间隔过长，部分原承包单位的联系方式和联系人已经变更，

现已无法联系到相关企业。

为顺利推进清欠工作，请①屯昌龙顺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涉及

“陵水县村级活动场所一标（本号白毛村、光坡章宪村、椰林桃源村）、

提蒙乡村级组织办公场所（沟尾村）、英州镇红鞋村办公场所建设项

目工程和陵水县椰林镇桃源村委会办公楼围墙工程”等4个项目】；

②海南琼华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涉及“陵水县村级活动场所二标（新

村桐海村、英州万安村）”等1个项目】；③海南省第七建筑工程公司

【涉及“陵水县村级组织办公场所建设（光坡镇港坡村）、陵水县村级

组织办公场所建设（椰林镇北斗社区）和陵水县村级组织办公场所建

设（椰林镇坡留村）”等3个项目】；④海南祺商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涉

及“本号镇村级组织办公场所（长埇村）和提蒙乡曾山村委会办公楼

围墙工程”等2个项目】；⑤陵水丰达土方工程有限公司【涉及“椰林

镇联丰村委会办公楼绿化工程”等1个项目】；⑥屯昌县建筑安装工

程公司【涉及“英州镇军田村办公场所建设项目工程”等1个项目】等

6家相关企业自公告发布之日起15日内，派员到中共陵水黎族自治

县委组织部办理相关事宜，逾期未前来办理的，将按有关文件精神及

法律规定办理债务清偿手续。

（办公地址：海南省陵水黎族自治县建设路156号县政府大院

B108办公室，联系电话：0898-83087955，邮箱：lszzbqq@163.com）

中共陵水黎族自治县委组织部

2020年6月5日

中共陵水黎族自治县委组织部
关于办理工程项目竣工结算尾款的公告

广告·热线：6681088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