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注共享农庄建设
■ 本报记者 傅人意 实习生 孙绮睿

一颗酸酸甜甜的柠檬，能产生多
大的产值？当柠檬开始“芳香”之旅，
会发生什么样的化学反应？

在位于屯昌的梦幻香山共享农
庄，以“芳香文化”为主题，做出了一颗
柠檬的“新味道”：园区共种植400亩
柠檬，鲜果销售价格 10 元/斤至 20
元/斤，今年前三季度，柠檬销售额约
600万元，同时，带动周边村民种植柠
檬增收致富。

11月2日，海南日报记者来到梦
幻香山共享农庄，坐落在门口的一座
粉色城堡和一片美丽的格桑花让人心
情愉悦。

在梦幻香山共享农庄餐厅，游客们
正在品尝一道“爆款”美食——凉拌柠
檬。只见柠檬果肉晶莹剔透，里面伴着
黄灯笼辣椒酱、蜂蜜，夹杂着柠檬本身
的清甜，客人直呼好味道。不仅是“凉
拌柠檬”受欢迎，在共享农庄内的柠檬
加工坊，一群小朋友们正围着员工李华
霞学习制作“曲奇柠檬饼干”。

“今天已经接待了9个亲子团了，
大家玩得很尽兴！”李华霞说，这里可
以供游客制作柠檬手工产品，还可以
体验柠檬采摘、冲泡柠檬茶等。“小小
的柠檬给我们带来了甜蜜的日子，作
为新入职员工，我每月收入2800元，

还可以就近照顾家人。”
在海南屯昌梦幻香山实业投资有

限公司总经理杨琳的眼里，这颗小小
的柠檬，日渐发展成梦幻香山共享农
庄的一大产业支撑。

“梦幻香山以芳香文化为主题，柠
檬作为香果，年产量超过100万斤，单
柠檬收益一项已能支撑日常的费用
了，也帮助我们在去年疫情时期渡过
难关。”杨琳说，购买柠檬鲜果的客源
来自省内外，部分还实现出口。

这颗小柠檬为何如此受欢迎，其
实还要从源头找答案。

海南日报记者在一片柠檬种植示
范区看到，这里种植的柠檬表皮光滑，
颜色深绿，果实饱满，散发着淡淡的香
气。在柠檬树底下，还间隔安装许多
微型滴灌系统，轻拧开关，成片的柠檬
树得到精准灌溉。

梦幻香山共享农庄办公室相关负
责人税红介绍，共享农庄开发初期，由
于当地土壤比较贫瘠，农庄便花了两
年时间进行土壤改良和地力提升。“我
们种植的柠檬品种是北京柠檬，自从
种植以来一直坚持走生态循环的道
路，园区数万棵柠檬树，每一棵树都采
取地下微型滴灌系统进行灌溉，同时
浇灌当地富锌泉水，‘吃’有机肥，才能
结出好果子。”

2019年，梦幻香山共享农庄种植

的柠檬获得国家“绿色食品”认证，目
前梦幻香山已拥有包括果树修剪和摘
果等12项专利技术。

海南屯昌梦幻香山实业投资有限
公司董事长孙佩林表示，梦幻香山共
享农庄在早期开发时，就考虑到必须
有农业产业作为支撑，才能走出一条
差异化的发展道路。目前，梦幻香山
利用种植的柠檬、香茅和众多的芳香
植物，开发出了香草盆栽，以及香草养

生茶、水果茶、鲜花茶、香草咖啡等，还
研发生产了从芳香植物中提炼加工成
的多种精油及精油做成的多种天然芳
香产品。同时，客人可以通过看香山、
走香道、闻香气、吹香风；品香茶、吃香
餐、采香果、购香物；洗香浴、睡香房、
圆香梦、结香缘、忆香情实现芳香生活
体验的全过程，实现了一二三产业的
融合发展。

杨琳说，梦幻香山共享农庄还带

动附近村庄种植20亩的柠檬，采取企
业出苗、出技术、包销路，农民种植、利
益共享的模式，进一步助农增收。“随
着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步伐的加快，
全域旅游、共享农庄政策的推行，梦幻
香山共享农庄将朝着‘农业+旅游、文
化+旅游、企业+农户’的产业发展模式
不断发展。接下来，我们还将打造‘一
村一品’，为乡村振兴注入新力量。”

（本报屯城11月3日电）

屯昌梦幻香山共享农庄走出芳香文化与三产融合特色发展之路

梦幻正成真 香山更“吃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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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海口11月3日讯（记者马
珂 实习生王菲）11月3日下午，海南
省归国华侨联合会、海南医学院第二
附属医院在海口举行“海外侨胞等非
持有中国居民身份证人士网上预约医
疗开通”新闻发布会。

据悉，结合党史学习教育、作风整
顿建设年活动和“查堵点、破难题、促
发展”活动，省侨联聚焦侨胞、侨商最
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问题，深入开
展调研，广泛听取意见，努力做到查准
堵点、破解难题、促进发展、取得实
效。其中，海外侨胞等非持有中国居

民身份证人士反映较集中和突出的问
题，就是医疗服务便利化和医疗服务
国民待遇问题。

省侨联主席黎才旺表示，随着海
南自贸港的加快建设，必将吸引更多
的海外侨胞等非持有中国居民身份证
人士来琼投资兴业，参与自贸港建
设。便利化的医疗服务不仅是海外侨
胞等非持有中国居民身份证人士普遍
关注的具有代表性的具体民生问题，
也是建设自贸港便利化营商环境的重
要内容。目前，我省居民基本上实现
凭居民身份证可网上预约医疗服务，

但非持有中国居民身份证的海外侨
胞、港澳台同胞、外籍人士，尚不能凭
护照、港澳台通行证网上预约接受医
疗服务。为了打通海外侨胞等非持有
中国居民身份证人士在琼医疗服务中
的“最后一公里”，省侨联将其作为堵
点难题，积极协调推动解决，得到海医
二院的大力支持，全力研究解决问题。

海南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党委书
记王毅表示，经过医院与省侨联深入
探讨，确定采用增加英文指示优化预
约界面，收集护照信息建立就诊档案
并绑定就诊卡的方式解决海外侨胞等

非持有中国居民身份证人士就医不便
的问题。

海医二院建设线上外籍认证通
道，实现非中国居民身份证也能在手
机上建档，预约挂号，让海外侨胞等非
持有中国居民身份证人士能够自主选
择时间、错峰来院就诊。

同时，海医二院完善了线上就医
服务体系，复诊的非持有中国居民身
份证人士还可以下载“智慧好医院”
APP在线咨询医生；医生开具影像检
查申请单，患者可以直接在手机预约
检查时间，只需要根据预约时间段提

前30分钟到科室报到等候检查，使高
质量的医疗服务惠及更多海外侨胞等
非持有中国居民身份证人士。

来自日本、澳大利亚、美国、加拿
大、丹麦、马来西亚，以及中国香港、澳
门、台湾等16个国家和地区的侨胞代
表出席发布会。新闻发布会后，澳大
利亚海南总商会会长蔡霜飞表示，

“海外侨胞等非持有中国居民身份证
人士网上预约医疗通道”的开通，极
大地方便了海外人士享受就医服务，
增加了在海南工作和生活的获得感
和幸福感。

我省打通非持有中国居民身份证人士在琼就医堵点

海外侨胞等用护照就可预约医疗服务

查堵点 破难题 促发展

本报海口11月3日讯（记者孙
慧 通讯员王琦）海南日报记者11月3
日从省水利电力集团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水电集团）获悉，迈湾水利枢纽工
程、天角潭水利枢纽工程两个重大水
利建设项目预计11月中下旬进行大江
截流，这是两个水利建设项目的关键
节点，标志着项目将全面进入主体工
程施工阶段。

迈湾水利枢纽工程、天角潭水利
枢纽工程均为国务院确定的172项重
大水利工程，是我省水网建设规划的
重要基础设施项目，两个水利工程项
目自去年4月13日正式开工建设，目
前两个水利工程项目按照计划时间节
点进入决战决胜大江截流的关键时
刻，所有工作都围绕大江截流目标发
力。

大江截流是指水利枢纽工程在江
河修筑戗堤，把江河水引到导流洞引
流，在河床形成临时围堰进行大坝施
工。今年以来，为推进水利工程建设

项目建设进度，业主单位水电集团以
开展党史学习教育为契机，开展以“争
进度、赛质量、比安全”为内容的劳动
竞赛，号召全体员工只争朝夕，奋勇争
先，抓安全生产，做精品工程。结合我
省正在开展的“查堵点、破难题、促发
展”活动，水电集团加强与水务、资规、
林业等政府职能部门的沟通，以及项
目所在地市县政府的沟通，加快解决
工程临时用地、移民安置等问题，组织
设计单位编制工程导截流技术报告，
上报省水务厅审批，并督促施工单位
编制完成导截流及围堰施工方案。

截至目前，迈湾水利枢纽工程累
计完成开挖工程量达557万立方米，
占坝肩开挖总量的94.9%，为项目实施
大江截流奠定了基础。天角潭水利枢
纽工程也正齐头并进，该项目已签订
34米水位线以下的72户水库移民过
渡搬迁协议，引水隧洞压力钢管完成
了焊接工作，引水隧洞即将通水，为11
月中下旬大江截流做好准备。

即将进行大江截流
项目将全面进入主体工程施工阶段

11月3日，俯瞰迈湾水利枢纽工程施工现场，该项目位于南渡江上游，即将进入大江截流阶段。(图片由水电集团提供)

博鳌机场首开
南京厦门泸州等新航线

本报嘉积11月3日电（记者袁宇 通讯员刘
云鹏 王应峰）11月3日，海南日报记者从博鳌机
场获悉，今年冬春航季，博鳌机场首次开通了至南
京、厦门、泸州的3条新航线。

据悉，博鳌机场新开通的南京、厦门、泸州三
条航线将分别由东方航空、河北航空和多彩贵州
航空运营。执行冬春季航班计划后，将有18家航
空公司在博鳌机场投入航班运力，开通并运营国
内航线40余条。博鳌机场对一线、重点以及部分
特色城市通达性在持续增强，国内航线网络覆盖
范围进一步扩大。

博鳌机场市场部经理王海介绍，目前博鳌机
场整体航班运行情况保持平稳，本次航线换季后，
博鳌机场每周进出港国内航班总量将达到506班
次，同比增长24.6%。2021年，博鳌机场预计可
保障航班7160架次，旅客吞吐量有望突破80万
人次，货邮吞吐量预计达1313吨。

博鳌乐城引进优势资源
推动中医药产业发展

本报博鳌11月 3日电 （记者袁宇）11月 3
日，海南日报记者从海南博鳌乐城国际医疗旅游
先行区管理局获悉，国家（华东）区域中医肿瘤诊
疗中心日前成立，位于乐城先行区的上海中医药
大学博鳌国际医院成为其中重要的分中心。

据悉，上海中医药大学博鳌国际医院未来将
根据自身优势和发展定位开创富有地域特色的诊
疗新技术，共建中西医结合肿瘤疾病诊治关键技
术手段的成果转化与应用平台，促进区域中医肿
瘤学术交流联动良性发展，实现合作共赢，全面提
升区域内肿瘤诊疗水平，带领区域中心中医肿瘤
专科联盟成为全国联盟医疗先行区。

这是乐城先行区大力引进优势资源，推动中
医药产业发展的一个缩影。过去一年，乐城先行
区先后与北京泰济堂中医医院、海南省中医院等
开展合作，依托其完善的中医药服务运营体系优
势和中医药国际贸易窗口，加速海南本土特色中
医药技术与成果转化，不断推动中医药产业高质
量发展。

乐城先行区管理局相关负责人表示，乐城先
行区将通过坚持中西医并重，以专科联盟为纽带，
整合区域联盟成员单位的优势及特色资源，充分
利用好先行区国际化平台，展示中医药研究新成
果，为百姓提供中西医结合优质服务。“希望早日
将制剂成药在中国的市场上市，能够让中医中药
更大范围地造福国内的患者。”

2021全球饮品高峰论坛在海口举行

探讨数字化时代
饮品行业新机遇

本报海口11月3日讯（记者孙慧）饮品是快
消品行业，在当前新消费浪潮下，饮品行业如何变
革转型？11月3日，2021全球饮品高峰论坛在海
南国际会展中心举行，与会嘉宾聚焦饮品行业发
展前沿态势，共话数字化时代下的饮品行业新发
展转型之路。

与会嘉宾认为，在当前的数字化时代，饮品市
场开始重新洗牌，新消费、新趋势、新场景带来新
机遇、新价值。不少饮品企业以数字技术驱动产
品核心竞争力，饮品行业在加速转型。中国宏观
经济研究院教授常修泽在主旨演讲中表示，新消
费强势增长成为当代中国饮品行业的新趋势之
一。饮品是内需消费品，必须与消费群体需求变
化挂钩。企业要把握新阶段、新理念、新格局“三
新”机遇，在消费升级新命题上，走出具有自身优
势的差异化道路。

海南自贸港开放政策将给饮品行业发展带来
哪些机遇？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研究院副院长朱
华友表示，未来海南或将是中外交流的一个枢纽，
希望能有更多企业抓住海南自贸港的发展机遇，
与海南自贸港共同发展壮大。

第25届中国国际渔业博览会举办

我省12家企业组团参加
本报讯（记者傅人意）日前，由中国国际贸促

会农业行业分会（农业农村部农业贸易促进中心）
主办的第25届中国国际渔业博览会（以下简称
渔博会）在山东省青岛市红岛国际会议展览中心
举办。海南翔泰渔业股份有限公司、海南勤富食
品有限公司等我省12家企业参加，众多买家到
我省企业展会现场洽谈、下单，尤其是海南鲷产
品供应火爆。

本届渔博会吸引19个国家和地区的970家
企业参展，展出面积10万平方米。展会首次推出
的“全球渔商荟”，为参展商搭建数字化智能化渔
业B2B商贸平台，线上线下双驱动增强渔博会发
展活力。我省企业结合市场变化情况，克服疫情
影响，以内销推介宣传为主线，在贸易市场与产品
结构上进行调整，将往年渔博会“以外贸为主”变
成“以内贸为主”的贸易方式。

海南展团由海南省农业农村厅相关单位和海
南省水产流通与加工协会组织企业组成。

全省打击新闻敲诈和假新闻专项行动举
报热线65332869、66810531

海报集团热线、虚假新闻有偿新闻举报：
966123

俯瞰屯昌梦幻香山共享农庄。 （受访者供图）

迈湾水利枢纽工程
天角潭水利枢纽工程

本报三亚11月3日电（记者周
月光）三亚“查堵点、破难题、促发展”
出新招。11月3日下午，三亚市委副
书记、市长包洪文到三亚市12345政
府服务热线在线接访，为群众解决

“急难愁盼”问题。
在市长在线接访现场，三亚市住

建局、吉阳区政府、天涯区政府负责
人在接线台旁设了一张“临时办公
桌”，可无缝对接市长接听到的民困
民忧，并第一时间协调处理。

当天下午，三亚市民董先生通过
12345政府服务热线，向包洪文反

映，三亚火车站对面有一条烂尾路，
许久未动工，已成为菜摊聚集地和垃
圾堆放地，影响附近居民出行。包洪
文马上把问题反映给了“旁听席”，

“群众反映的都不是小问题，一条烂
尾路切实关系到市民的生活质量，要
尽快处理解决。”

三亚市住建局局长常成云和天
涯区政府代区长陈潇现场表态，将
立即启动该路段的重新修建工作，
并于当天下午5时许召开工作碰头
会进行会商，查明烂尾路成因，研究
解决方案。

董先生事后表示，市长在线接访
这件事他也是偶然得知，抱着试一试
的态度拨通了热线，没想到效率这么
高，“必须为三亚市政府为民办实事
的决心和态度点赞。”

实行市长在线接访，是三亚对标
自贸港建设政务服务新要求，创新政
府热线接访新模式，是三亚开展“查
堵点、破难题、促发展”的新举措。为
畅通群众传递诉求的渠道，当天三亚
12345开通两条市长接访专线，同时
配备10个座席协助接听群众来电。
短短两小时，有近200名市民打进热

线，反映办房产证难、小区充电桩少
等问题。

三亚市12345政府服务热线管
理办公室有关负责人介绍，三亚将每
月安排一名市政府领导班子成员轮
流到12345平台进行在线接访，实行
首接负责制，切实“听民声、察民情、
问民意、解民忧”。对群众合理的诉
求事项，接访市长跟踪落实，原则上
当日受理当日完毕；如不能当天处
理完毕，将以工单形式转派相关职
能部门，明确处理时限。对缺乏政
策依据的诉求事项，做好解释疏导

工作。对接诉的问题，三亚市政府
和热线将进行跟踪督办，及时把处
理结果向市民反馈。

据介绍，自2010年4月开通运
营以来，三亚市12345政府服务热线
积极探索、不断创新政务服务热线的
新模式新举措，努力提升服务水平和
质量，切实为群众排忧解难，让群众
更有获得感、幸福感。今年1月1日
至10月31日，三亚12345热线平台
共受理诉求85.9万余件，办结85.5
万余件，办结率99.55%，正在处理
3826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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