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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公路管理局新入职
干部培训班澄迈开班

本报金江12月 19日电 （记者邓海宁
通讯员林佳燕）12月18日，由省公路管理局
主办、省宣传干部培训中心承办的该局新入
职干部培训班在澄迈开班。80余人参加了
此次培训。

此次培训旨在进一步提升省公路管理局
新入职干部的党性修养、政治理论、理想信
念、思想觉悟、行为规范和职业道德等综合能
力，着力锻造一支政治坚定、业务精湛、作风
优良、人民满意的高素质专业化队伍。

本次培训为期5天，设置了“《中华人民
共和国行政处罚法》解读”“党政机关法定公
文种类、格式和行文规则”“《中华人民共和国
公路法》与《公路安全保护条例》解读”“新入
职干部的心理健康与调适”等专题课程，并将
组织学员前往澄迈县反腐倡廉警示教育基地
等地开展现场教学。

12月18日，2021年全民
健身业余网球公开赛——三
亚站赛开幕。图为参赛选手
在比赛中。

三亚站赛作为2021年海
南国际旅游岛欢乐节三亚分
会场的活动内容之一，旨在以
网球赛事为媒介，弘扬全民健
身精神，推动三亚“体育+旅
游”产业融合发展。

三亚站赛共设置 8个项
目，分别是男子单打、女子单
打、青年组男子双打、青年组
混合双打、女子双打、常青组
男子双打、常青组混合双打、
团体赛。
本报记者 徐慧玲 武威 文/图

省科技成果转化投资基金
完成首批项目投资

本报讯（记者邱江华）海南省科技成果
转化投资基金日前完成首单对有趣科技、罗
格科技2家公司合计400万元股权投资，同
步带动其他社会金融资本跟投、跟贷投资
4100万元，标志海南省科技成果转化投资基
金首批项目投资落地，其中有趣科技已落地
三亚崖州湾科技城。

海南省科技成果转化投资基金是经海南
省政府批准设立的政府引导性基金，由省科
技厅发起，鲲腾（海南）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
限公司、银河源汇投资有限公司、广州简达网
络技术有限公司、广州市久邦数码科技有限
公司以及政府出资代表海南金融控股股份有
限公司5家机构共同出资，基金总规模2亿
元，其中，省财政出资4000万元，其他4家机
构合计出资1.6亿元。海南通过设立科技成
果转化投资基金，发挥财政资金引导作用，吸
引并撬动社会资本加大对我省科技成果转化
的投入，助力科技成果转化产业化，实现海南
省科技成果、技术、产业和资本的有效配置。

鲲腾资本管理合伙人武嘉表示，“在省科技
厅的科技金融支持体系下，海南省科技成果转
化投资基金投出了第一批投资项目，鲲腾资本
将继续发挥股权投资基金对科技型企业的支持
作用，促进技术创新和科技成果转化，支持科技
成果产业化投资，引导社会资本支持科技成果
产业化，打通科技成果转化‘最后一公里’。”

陵水多措并举保供稳价，基本蔬菜、综合食品价格降幅居全省首位

“产供销”有保障“菜篮子”拎得稳

业余网球公开赛
三亚站开拍

■ 本报记者 王迎春

日前，在陵水黎族自治县椰林镇
中心农贸市场的平价蔬菜销售网点，
前来买菜的顾客很多。“这里蔬菜品种
多还新鲜，比其他摊位便宜不少。”家
住市场附近的居民穆美珍是平价菜网
点的忠实顾客。今年以来，穆美珍等
不少陵水居民愈发体会到，手中的“菜
篮子”越拎越稳当、越轻松。

据省发改委统计，截至11月，陵水
“15+3”种基本蔬菜累计均价3.29元/
斤，比去年全年均价下降0.72元/斤，
降幅位居全省第一；其他蔬菜累计均
价 3.19 元/斤，比去年全年均价下降
0.39元/斤，降幅位居全省第一。综合
食品价格累计降幅达10.39%，同样位
居全省第一。

近年来，陵水将“菜篮子”工程作
为一项重要惠民工程抓细抓实，围绕
生产、供应、销售等全链条综合施策，
通过加强“菜篮子”基地建设和打通

流通领域“梗阻”，保障蔬菜供应和价
格基本稳定。今年 2月，陵水县委、
县政府成立由书记、县长为“双组长”
的平价蔬菜保供惠民行动专班，各乡
镇、单位根据年度任务清单和专班调
度部署各司其职、各负其责，并密切
沟通、相互配合，形成了党政主要领
导带头，全县上下互动协同的良好工
作局面。

一排排蔬菜大棚内，品种丰富的
蔬菜长势喜人，种植户正忙着收菜
……这是海南日报记者在陵水新村镇
桐海村菜篮子种植生产基地看到的景
象。据悉，该基地占地800亩，于今年
7月建成并投入使用。截至11月底，
蔬菜产量累计达到119吨。

“现在品质和数量上去了，蔬菜价
格也就降下来了。”新村镇副镇长王仕
伟告诉记者，陵水菜篮子商务有限公
司按照保底价与基地签订购销合同。
由于保障好、政策好、服务好，镇里不
少农户都选择在基地种菜。

这种模式也在全县遍地开花。据
了解，陵水菜篮子公司现已与65个基
地、145 个种植户签订《蔬菜订购协
议》，涉及种植面积4218.26亩。不仅
如此，陵水还积极探索蔬菜价格保险
工作，降低农民种植生产风险。

在运输、储存和供应环节，陵水选
择从多方面着手，降低“中间成本”。
菜篮子公司在每个乡镇均设置了收购
点，让农民在“家门口”就能卖菜。除
此之外，该县加强蔬菜储备，打通蔬菜
运输线“梗阻”，促进全县平价菜价格
的平稳下调。

与此同时，平价菜的销售渠道越
来越畅通。今年6月底，陵水商务局印
发平价蔬菜销售网点布设实施方案，
在全县11个乡镇的所有农贸市场设置
平价蔬菜销售摊位，并在“三湾”区域、
大型居民小区设置了7个平价蔬菜专
卖店，销售网点达到29个，每日零售量
在1万公斤以上。

陵水菜篮子公司还与重点超市、

电商、菜贩建立“平价蔬菜产销联盟”，
由公司在菜源等方面予以支持，产销
联盟成员以平价对外销售蔬菜，114家

企业的加盟，也对陵水提高平价菜市
场占比提供了有力支持。

（本报椰林12月19日电）

日前，在陵水新村镇桐海村菜篮子种植生产基地，农户正在采收茄子。
本报记者 武威 摄

国内三大帆船赛事海口落幕

海南队获男子49人级
长距离亚军

本报海口12月19日讯（记者王
黎刚）经过8天的角逐，国内三大帆船
赛事——2021全国帆船冠军赛、2021
年全国帆船锦标赛及全国风筝板锦标
赛12月19日在海口落幕。海南体育
职业技术学院队的符峰和张金玺组合
获得男子49人级锦标赛长距离亚军
和场地赛第4名。

此次国内三大帆船赛事吸引了来
自广西、宁夏、山东、浙江、福建、海南、
广东、四川等地的18个代表队共300
余名运动员参赛，竞赛项目均为奥运
会级别，竞技性和观赏性极强，吸引大
量市民游客在沙滩上与运动员、帆船
合照“打卡”。

比赛由中国帆船帆板运动协会、
海南省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厅、海口
市人民政府主办。

“现场咖啡已售罄，要
提前收工了！”12月19日15
时，海南国际会展中心，
2021年中国（海南）国际热
带农产品冬季交易会现
场，迈号咖啡品牌创始人
周经镍一边收拾展位一边
歉意地向来访者挂出“售
罄”的告示牌，4天来，该
展位接待试饮市民游客2
万余人次，达成合作意向
近百万元。

航天文昌，魅力侨乡。
此次冬交会上，文昌馆优质
农产品品牌琳琅满目，受益
的绝不止迈号咖啡。文昌
市农业农村局初步统计的
数据显示：本届冬交会文昌
展区共有51家企业及合作
社参展，带来近300种特色
优质农产品，创历年参展数
量之最，现场多个品牌农产
品供不应求。 迈号咖啡源自1898年，由文昌华侨

从南洋带回咖啡种子，在文昌迈号地区
种植，因而得名。

“没想到海南咖啡也有这么悠久的
历史，口感和品质也都不输国外品牌，值
得推荐给全国的消费者。”来自内地的采
购商赵先生表示，期待接下来与迈号咖

啡开展良好合作，助力海南本土品牌走
得更远。

“海南椰子半文昌”，作为著名的椰
子之乡，文昌馆的主打产品，毫无疑问都
打上了“椰乡”的烙印。“三禾椰娘”便是
其中一个响当当的品牌，主推产品有冷
榨椰子油、手工皂、椰子油护肤品等。

“观展客户的反馈非常好，现场完成
销售额近10万元，让我们对椰子油产品
未来市场充满信心。”“三禾椰娘”品牌创
始人邢少恋介绍，今年是“椰娘”第六次
参加冬交会了，收获满满，非常开心。

在文昌馆，颇受关注的还有“文椰”
系列椰子苗：“文椰2号”“文椰3号”和

“文椰4号”，均是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
椰子研究所选育的矮种椰子。相较传统
高种椰子，来自椰子之乡的“文椰”系列，
具有产果早、产果量高、椰水甜和香味浓
郁等优势。结果后，人们站在地上伸手
便能摘到。近年来，“文椰”系列矮种型
椰子正逐步在我省推广种植。

此次冬交会，文昌馆展品由文昌市
农业农村局从全市17个乡镇中甄选而
出，富有地方特色和代表性。为让更多
消费者了解文昌特色优质农产品，文昌
馆还特别设置了直播间，以“网红”直播
带货这种“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进
一步拓展优质农产品销路。

返乡创业大学生云晓静是文昌馆直
播间的带货“网红”主持人之一。今年文
昌商会换届，她被选为市工商联副主席、
文昌市工商联青年企业家委员会主席。
冬交会期间，她忙碌又快乐，许多青年企
业家像她一样都亲自上阵，促销自己的
产品，既当现场产品促销员，又在馆内的

网红直播间作主持人。
“今年文昌馆展销的农产品90%以

上都是文昌市总商会和青年商会企业家
带来的，从这里可以看到文昌市工商联
正发挥民营企业家力量的作用，利用商
会组织凝聚力量，促进文昌经济社会发
展。”云晓静说。

今年冬交会上，云晓静重点推介的
是她与农户共同种植的冯坡“节仔
米”。冯坡“节仔米”从100亩规模扩大
2000亩，直到今年的5000亩，不仅解
决了农田撂荒问题，更带动农户增收致
富，是文昌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成
果之一。

18日至19日，恰逢周末，前
来逛馆购物的市民成群结队，文
昌馆各个展位都异常忙碌。

“文昌鸡供不应求，卖断货
了！”在文昌鸡展区前，一位观展
嘉宾正在向工作人员了解展品
信息，她表示之前曾于其他的文
昌鸡供货商有过合作，对该农业
品牌非常有信心，这次冬交会希
望能够达成新的合作。

“这次冬交会我们结合文昌
特色，推出了椰子鸡套餐，消费
者买回家后能够直接搭配开
煮。”“榕味印记”文昌鸡品牌工
作人员介绍，为了方便市民游
客，购买文昌鸡还将提供寄递，
减缓市民游客逛展负担。“除了
批量出售，单件商品我们也会
提供寄递服务，并且省内快递
包邮。”该工作人员表示，冬交会
期间，该品牌每日都会寄出多件
单品。

逛展当然少不了试吃，新鲜
出炉的文昌花螺香味四溢，吸引
了一大波逛展观众。“这次文昌
展出了许多优质水产品，马鲛鱼
和花螺都非常不错！想多买几
袋回去！”游客吴先生说。

此外，亚妹牛肉干、会文信
封饼、铺前马鲛鱼等10余种农
产品也备受热捧，吸引着一批又
一批的参展嘉宾、客商驻足品尝
和选购，大家纷纷抢先品尝“文
昌味道”，购买特色产品。“产品
品质好，服务对接很贴心，相信
未来的合作一定非常愉快，期待
文昌品牌越来越好！”来自内地
的客商顾先生表示。

（撰文/李飞 图片/阮琛）

优质产品深受好评

直播带货拓宽销路

产销对接服务贴心

冬交会文昌馆人气十足。阮琛 摄 “人气产品”椰子油现场销售额超10万元。（受访者供图）

工作人员为前来咨询的观众讲
解椰子品种。 阮琛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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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专题
关注2021年中国（海南）国际热带农产品冬季交易会

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 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51家企业及合作社参展冬交会，带来近300种特色优质农产品

文昌特色农产品“吸睛”也“吸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