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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梁君穷 通讯员 何莉雅

近日，一场突然降下的大雨，让保
亭黎族苗族自治县忙碌的工地、逛街
的市民都停了下来。但海南日报记者
在保亭电子商务公共服务中心看到，
主播仍在通过直播热情地向网友售卖
当地特产波罗蜜、椰子油等产品。

“波罗蜜、红毛丹等都是最近热
销的农产品，上个月做了为期5天的
专卖促销，光是线上销售就卖了
1.7万多个波罗蜜。”保亭电子商务公
共服务中心负责人关善泽介绍，目前
已有数十种保亭农特产品上线，网友
可通过保亭电商微信公众号、保亭电

商微商城、淘宝店、京东中国特产扶
贫馆等第三方平台购买。

2019年底，保亭全面启动实施
国家级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项
目建设工作，推进该县电商产业发
展，许多农户的生活搭上“电商快车”
而有了喜人的变化。

“多亏有了电商公共服务中心，
我的香芋冬瓜才没有烂在地里。”保
亭加茂镇石建村村民黄金沉说，自新
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他自家种的香
芋冬瓜因受疫情影响，加上品种比较
小众，出现了滞销的情况。

正当黄金沉愁眉不展时，保亭电
子商务公共服务中心的工作人员联

系上了他。该中心通过村货宅配服
务，将黄金沉种的香芋冬瓜配送到全
县各个小区，既解决了销路问题，也
方便了市民购买优质农产品。

“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项目
不仅仅是帮助农产品网上销售，更要
培育本土电商人才，解决农村电商发
展‘最后一公里’的物流瓶颈，以电子
商务助推精准扶贫。”关善泽说。

目前该项目开发了“一户一码”
电商精准扶贫系统，建立“电商中
心+一户一码+合作社+贫困户”信息
对接销售平台，结合扶贫义卖帮销、
爱心消费、线上预售等营销方式，扩
大农产品销售数量，同时借助各大平

台全网销售建档立卡贫困户农产品。
“我们对全县 9个乡镇的合作

社、农户产品都做了详细摸底，然后
通过数据化处理，上传到京东、淘宝
及拼多多等相关平台。”关善泽介绍，
截至6月该项目已录入216户建档
立卡贫困户的农产品信息，并对接本
地果农，纳入81款保亭特色产品。

截至6月底保亭已完成9家乡镇
电商服务站、40家村级电商服务点建
设运营；共举办培训73场，累计培训人
数3215人次，其中建档立卡贫困户
1683人次。项目已有7家电商企业、
微商团队入驻，目前保亭电子商务公
共服务中心与该县部分电商企业电商

平台线上销售额达2300多万元。
“过去村里人收发快递都要跑几

公里山路到镇上去，很不方便。”响水
镇合口村脱贫户陈其冲在村里开着
一个小卖部，保亭村级电商服务点建
设启动后，他家的小卖部成为服务
点，既方便了村民收发快递，也让他
多了一份收入。

下一步，保亭电子商务公共服务
中心将借助国家级电子商务进农村
综合示范项目探索“电商+旅游”、跨
境电商等业务。同时，将通过发起全
民直播、全民带货、全民创业等活动，
让更多本地居民加入，推进电商产业
发展。 （本报保城7月22日电）

保亭扎实推进国家级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项目

“电商快车”开跑 农特产品远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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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在乐东黎族自治县
抱由镇的海南农垦荣光农场
有限公司乐光分场龙眼种植
示范基地，一串串龙眼挂满枝
头，公司职工忙着采摘龙眼。

近年来，荣光农场公司以
“公司+技术团队+贫困户”模
式发展龙眼种植产业，打造
80余亩龙眼标准化种植基
地，共种植龙眼2000余株，
年均产量可达12万斤，年产
值近百万元，并带动近20户
巩固户脱贫增收。

文/本报记者 邓钰
通讯员 王秋英

图/本报记者 袁琛

龙眼俏 眉眼笑

■ 本报记者 叶媛媛

“修剪三角梅前要记得先给工具
消毒，同时保证刀具锋利，这样切口
会更平滑。”7月20日清晨，在定安县
定城镇深田村三角梅产业扶贫基地，
脱贫户王玉花正忙着给三角梅修剪
枝芽。

“我说的这些都是前几天老师
刚教的呢，确实管用！”王玉花口中
的老师，是来自海南省农业科学院
热带园艺研究所、中国热带农业科

学院热带作物品种资源研究所的授
课老师。就在7月14日，定城镇政
府联合大湖桥园林股份有限公司，
在深田村三角梅产业扶贫基地开展
了三角梅产业扶贫及庭院经济的田
头培训。

深田村驻村干部刘先觉告诉
海南日报记者，此次培训一是希望
通过专家的讲解，提高脱贫户对定
城镇三角梅扶贫项目的知晓率和
满意度，二是带动、触动脱贫户，利
用自家门前屋后的空地发展庭院

经济。
不仅在深田村三角梅产业扶贫

基地里，王玉花家门前的空地上如今
也种上了一排排三角梅。她每天除
了在基地里照看花卉的固定工作，还
会抽空给自己栽种的285盆三角梅
浇水、施肥。

既然在三角梅产业扶贫基地里
工作，为何自家也搞起了三角梅种
植？王玉花说，是因为看到了增收的
希望。

“种植的物料和技术是公司提供

的，地布和隔网是镇里支持的，我基
本不用出钱。”王玉花笑道，遵循公司
指导的方法栽种，到了合适的花期，
一盆三角梅能卖到20元。如此计算
下来，除了在基地打工，还能有额外
五六千元的收入，“地空着也是浪费，
三角梅种在家门口既漂亮，还能增
收，我为什么不做呢？”

在王玉花看来，这份三角梅事业
不仅是份能挣到钱、学到技术的活，
还是她未来增收致富梦想的基础。

据悉，三角梅产业扶贫项目是定

城镇为夯实集体经济基础、引导产业
转型做的一次积极探索。目前，除了
以“政府+企业+村集体+脱贫户”的
合作模式发展三角梅产业扶贫基地，
定城镇还在努力发展包括三角梅盆
栽在内的庭院经济，以产业发展带动
脱贫户增收致富。“下一步，我们还将
依托三角梅基地，鼓励更多脱贫户发
展村庄庭院经济，打造网红打卡点，
吸引游客前来赏花游玩，带动脱贫户
增收致富。”定城镇委有关负责人介
绍。 （本报定城7月22日电）

定安把技术培训送到田间地头，发展三角梅庭院经济助脱贫户增收

一盆火红三角梅 两份收入四季美

“海南省诚信企业等级评价”
授牌仪式举行

本报海口7月22日讯（记者王黎刚）2018-
2019年度海南省诚信企业等级评价授牌仪式22
日在海口市民游客中心举行。

据了解，本次评价活动于2019年 11月 16
日正式启动，参照《企业诚信管理体系》国家标
准制定《海南省企业等级评价考评表》《海南省
诚信企业等级评价管理暂行办法》，经组织报
名、条件审核、信用筛查、实地考察、评委评价、
社会公示等环节，最终评选出五星级诚信示范企
业18家，四星级诚信先进企业16家，三星级诚
信企业13家。

本次获诚信星级企业将共同努力倡导国家信
用体系建设，共同续写“树立诚信企业品牌 助力
海南自贸港建设”新篇章，大力弘扬诚信文化，积
极树立海南诚信企业的标杆形象。

省诚信企业协会会长孙秀山表示，汇聚诚信
力量，共建诚信海南是协会使命。在加快推进海
南自贸港建设的征程中，只有高度重视企业诚信
建设，企业才能持续健康发展。省诚信企业协会
将继续保持初心，大力营造守信氛围，为打造“诚
信新海南”努力。

自然资源部南海局“下单”
10万元琼中农副产品

本报讯（记者李梦瑶 通讯员林学健）7月21
日下午，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与自然资源部南海
局（以下简称南海局）定点采购农副产品支持扶贫
工作合作协议签署仪式在广东省广州市的南海局
长洲综合保障基地举行。

按照双方约定，南海局将从琼中定点采购10
万元的琼中山鸡、山鸡蛋、牛肉、猪肉、羊肉、食用
菌、蜂蜜等绿色健康农副产品，为南海局所属的海
洋科考船、单位食堂等提供食品保障。

海南日报记者了解到，近几年，南海局持续从
琼中采购琼中山鸡、山鸡蛋、牛肉等优质农副产品
用于单位食堂日常供应，受到广大干部职工的青
睐。与此同时，南海局持续加大对琼中消费扶贫
的力度，鼓励单位食堂、工会和干部职工购买优质
的琼中农副产品，帮助琼中有效拓宽了农副产品
销路。

下一步，琼中将深化与南海局的合作，探索建
立长期工作机制，为琼中山区百姓开展种植养殖
工作提供技术支持和帮扶，带动山区百姓依靠发
展种植养殖产业实现致富。

◀上接A01版
其中，海南农垦30万头生猪全产业链项目、罗
牛山儋州乐满 20万头生态养殖基地、嘉禾现
代休闲农业观光园等项目快速推进，积极助力
乡村振兴。陵水17-2气田项目投资力度持续
加大，带动全省采矿业投资同比增长 2.5 倍。
海口 TOD、三亚南繁起步区商住配套项目和
总部经济东岸起步区项目建设步伐加快，带动
全省租赁和商务服务业投资增长 48.4%。与
热带特色高效农业、油气产业、现代服务业相
关的行业投资实现跨越式增长，产业投资增长
好于其他领域。

抓投资促发展，我省通过抓好投资“引擎”马
力释放，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

抓优结构。上半年，非房地产投资增长
13.3%，房地产开发投资下降10.2%。非房地产
投资累计增速连续4个月超过两位数，占总投
资比重为 61.7%，较上年同期提升 5.7 个百分
点；生产性投资占总投资比重40.1%，较上年同
期提升4.2个百分点。投资结构进一步优化，为
推进我省经济高质量发展、海南自由贸易港建
设夯实基础。

抓实基础。上半年，全省建筑和安装工程投
资较去年同期增长3.0%，增速较1月-5月提高
2.4个百分点。从占比来看，上半年，全省建安工
程投资占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为73.4%，分别较
今年一季度、1月至 5月提高 6.8 和 0.8 个百分
点。建安工程投资增速明显加快，为下半年投资
更快增长提供支撑，进一步夯实全省投资持续稳
定增长基础。

省发改委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截至
7月5日，省重点项目累计完成投资308亿元，
完成率45%；累计开工项目15个，开工率75%，
超过序时进度；累计竣工项目2个。6月，全省
新开工总投资 1 亿元以上项目 26 个，总投资
182亿元。2020年海南共安排省重点项目105
个，总投资 3772 亿元，年度计划投资 677 亿
元。其中，三大主导产业项目 34 个，总投资
1461亿元。

项目“引擎”马力不断积累，投资“引擎”马
力持续释放。这些项目的开工建设，不仅对于
常态化疫情防控下完成今年经济社会发展预期
目标、实现“十三五”规划圆满收官意义重大，
更是积极稳妥推进自贸港建设早期安排、全力
争取早期收获，确保自贸港建设开好局、起好步
的切实需要。

省发改委相关负责人表示，下一步，我省将以
超常规的认识、举措、行动和实效，推进项目引进
和集中开工，全覆盖调度推动总投资500万元以
上各类项目建设，通过抓项目促投资、抓投资促发
展，高质量高标准建设海南自贸港。

（本报海口7月22日讯）

项目“引擎”促投资
投资“引擎”促发展

■ 本报记者 尤梦瑜 实习生 林郅奕

“我的快乐终于回来了！”
7月22日，省电影局印发《关于做

好疫情防控常态化条件下我省电影院
恢复开放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
明确在做好疫情防控的前提下，省内
影院可于当日恢复有序开放营业。

海南日报记者当天通过猫眼、淘
票票等平台看到，我省中视影城各分
店、三亚乐天城盛唐时代国际影城等
率先开业。影院首日上映影片除了
《第一次的离别》《误杀》等新片外，还
有《寻梦环游记》《哪吒之魔童降世》
《战狼2》等曾创下高票房的佳作。

严格执行防控要求

22 日下午，在海口市国兴大道
的中视影城国秀城店，3名观众按影
院的指示标识按秩序排队。其中两
位尚未购票的观众在工作人员的指
导下通过购票平台购票；已经购票的
观众经过实名登记、测温、出示健康
码等程序后顺利进入影院。影院也
规划了集中的出入口。

“观众入场一定要佩戴口罩，否则按

照规定，无法进入大厅和观影区域。”该
影城工作人员介绍，影院在门口登记、测
温处也贴心地为观众准备了口罩，“不让
观众因忘戴口罩而扫兴离开。”

影城营运经理黄仙梅表示，中视
影城国秀城店拥有6个观影厅，今日
恢复开放1号至3号影厅，其中1、2号
均为满座260座的大厅。“按照最高
30%的上座率，目前这个规模的影厅
最多可容纳78人。”黄仙梅说。

海南日报记者看到，中视影城国
秀城店3个已开放影厅门上均张贴了
消毒记录表，影城不仅会在当天开映
前进行一次全面消毒，每个厅结束放
映，待观众离场后也会进行消毒。虽
然恢复开业首日适逢工作日，客流量
不多，但影城各岗位均有工作人员在
岗，毫不松懈。

“期盼了太久了，真是热泪盈眶。”
黄仙梅说，“大家都是老员工了，可是
复工第一天，心里除了激动，也有点紧
张。特殊时期给我们的工作带来了特
殊要求和更高标准，疫情防控工作流
程一环不能少，一丝不能松，大家都打
起十二分精神全力应对。”

“连日来，中视影城各分店不断加
强对员工在疫情防控方面的培训，反

复演练，同时做好放映设备维护工
作。21号下午我们就拿到了拷贝硬盘
和密钥，等待主管部门的进一步通知，
没想到22日上午省电影局就下发了
文件。做好了充分准备的前提下，中
视影城旗下各门店第一时间便开门迎
客。”中视影城负责人林向东介绍。

“理解，非常理解！虽然多了几道
程序，但是特殊时期，影院这么做我们
看得也放心。”大学生小林说，当天下
午，他和朋友们在影院观看了动画片
《寻梦环游记》。据了解，开业首日上
映的影片中，《寻梦环游记》《哪吒之魔
童降世》等针对年轻人的影片票务销
售情况相对较好。需要注意的是，目
前观众观看3D影片，需自行携带3D
眼镜，影院内也会出售3D眼镜。

省内影院将陆续开放

省电影局相关负责人介绍，截至
目前，全省已有83家电影院向省电影
局报备，将于近期陆续开业。

“目前我们正在加紧准备，计划
在7月25日星期六正式开门迎客。”
海口宜欣影城负责人介绍。此外，不
少影城还在做最后准备，计划在本周

末开放。
值得一提的是，已经恢复开放的

多家影城，其观影券、会员充值卡均
可正常使用。

短期内还会上映哪些影片？业
内人士表示，这要等待影片发行方等
多方的计划安排，特别是关于新片的
投放。此外，影院的排片计划也取决
于其加盟院线的总体安排。据了解，
《我在时间的尽头等你》《动物特工
局》《何以为家》《疯狂动物城》《木兰：
横空出世》等影片即将陆续上映。

除了电影院须按照相关文件规
定做好防控措施外，观众们观影还要
注意哪些问题呢？“戴好口罩、保持距
离。特别是注意全程戴好口罩，不要
进食。”省疾控中心专家提醒公众，进
入电影院后务必注意手部卫生，如出
现发热症状一定要及时就医。

海南日报记者22日在中视影城
国秀城看到，影院停售爆米花、香肠
等小吃，仅销售瓶装饮品，工作人员
在售卖时会提醒观众不要在观影厅
内饮用。 （本报海口7月22日讯）

省内电影院恢复营业首日严格做好防控工作迎接影迷

银幕久别重逢 佳作再飨观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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