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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海口2月27日讯（记者计
思佳 特约记者陈创淼 通讯员符志
敏）伴随着疏花机转动，荔枝花成片落
下——2月25日，村民肖植玉正在位
于海口市秀英区永兴镇的荔枝基地里
进行疏花作业。果园里，一朵朵黄灿
灿的荔枝花竞相开放，预示着丰收的
景象。

目前正是荔枝果树“控花保果”的

黄金时期，秀英区组织各荔枝种植基
地有序开展果树春季疏花、防病除害
等主要内容的春季果园管理工作，全
力抢抓“农时”，为荔枝丰收结果打下
基础。

秀英区永兴镇农业服务中心主任
韦发润表示，疏花管理是荔枝管理的
重要环节，对果树的连年稳产、提高坐
果率和果品质量、增强树势、增大果实

具有重要作用。“为做好荔枝增产增收
工作，农业服务中心在各个节点邀请
农技专家对农户进行培训，目前已进
行8场培训。”

据了解，秀英区的荔枝花期还有
10余天即将结束，荔枝树的盛花期主
要依靠蜜蜂授粉让荔枝增产，实现丰
收。目前秀英区各种植基地的剪枝工
作已经接近尾声，随后将邀请49户蜂

农携上万箱的蜜蜂到果场采蜜授粉。
“蜜蜂授粉能使荔枝的品质更好，

让荔枝提升坐果率和甜度等。”海南省
蜜蜂产业协会会长陈昌卓表示，蜂农
也在采花授粉的过程中取得了采蜂蜜
的大丰收，可以起到双赢的效果。

韦发润说，秀英区永兴镇共种植
荔枝 2.3 万亩，其中荔枝王 1.79 万
亩。下一步该镇还会邀请农技专家深

入果园看长势、察枝情，手把手为果农
教学，尽心提供技术服务，并与大家进
行互动交流、分享心得，帮助解决实际
问题。

据介绍，秀英区“火山荔枝”目前
的成花率为75%至80%，初步预计该
区“火山荔枝”2022年平均亩产量为
1200斤/亩，总产量为2765万斤，同
比2021年总产量增长约7.71%。

海口秀英区预计今年荔枝总产量将达2765万斤

荔枝花开兆丰年

■ 本报记者 张文君
特约记者 方宇杰

2月25日，在位于东方市感城镇
的感恩花卉兰花种植基地，只见一株
株兰花长势良好，村民正在给兰花除
草。“在这里务工，不仅方便照顾家
庭，每月还能有3000多元的收入。”
感城镇宝东村村民吴道孔说，他去年
底进入基地，主要负责给兰花除草、
打药、施肥、包装等。

吴道孔能实现就近稳定务工，
得益于东方市感城镇推出的创新发
展举措。2020年，在感城镇委、镇
政府的大力支持下，感城镇辖区内
的民兴村、不磨村、陀头村、陀烈

村、宝东村、宝西村、生旺村等7个
村庄的合作社共同合资创办了海南
感恩花卉有限公司，大力发展特色
兰花产业。

“村庄的发展资金有限，在产业
发展上，还要考虑产业选择、技术、
销路等各种因素。如果村庄‘抱
团’，能更好地促进共同发展。”感城
镇镇长刘安镇说，创新采取“合作
社＋公司”抱团发展的经营管理模
式，“这种方式，既解决了各村发展
产业的顾虑，又发展壮大了村集体
经济。”

“兰花生长周期短，生长6个多
月后就可以销售，而且效益高，种植
管理技术易掌握，是一个致富产

业。”海南感恩花卉有限公司管理人
员张琼浪说，2020年6月，公司利用
7个村投入的755万元启动资金，首
批购买了约 36.4 万株兰花苗，于
2020年12月就开始销售。目前基地
共种植约96.4万株兰花，有泼墨、纯
绿、小红花、水晶、迷尔红白、金如意
等8个兰花花卉品种。

“基地种植的兰花基本不愁销
路，主要销往广东、广西、云南等地。”
张琼浪介绍，公司与东方市迦南兰花
农民种植专业合作社开展了合作。
该合作社除了提供兰花种苗和种植
技术指导，还提供订单式服务，按照
9.5元/株的协议价格统一收购公司
基地的兰花。

据了解，自2020年12月开始销
售兰花以来，截至去年12月底，公司
基地已销售兰花约30.6万株，销售总
额近300万元。同时，公司将所得收
益的20%，作为产业持续发展的资
金，并将所得收益的80%，分给那7
个村庄，用于村庄发展。

“基地主要吸纳当地村民就业，
目前累计带动1000余人次就业。”
海南感恩花卉有限公司董事长杨泽
寿说，公司基地还为附近的村庄村民
提供兰花种植、兰花包装等培训，为
村民提供良好的技能技术培训平台，
带动村民发展兰花产业，助力增收，
推进乡村振兴。

（本报八所2月27日电）

东方感城镇7个村合资创办公司发展特色兰花产业

一个镇一条心 一个目标一起拼

昌江海尾镇预计今年上半年
地瓜产值约达1.37亿元

种下地瓜 富了农家
本报讯（记者刘婧姝 特约记者黄

兆雪 通讯员冯定坤）2月23日一大早，
昌江黎族自治县海尾镇沙地村村民曾
义秋便来到当地的一处地瓜种植基地
里，开始一天的地瓜分拣、装箱工作。

“在基地工作每天有 100 元至
200元的报酬，在家门口就有工作可
以做，生活有奔头。”曾义秋说。

当前，海尾镇地瓜开挖上市，收获
期将持续至5月。这些天，曾义秋便
在各个地瓜基地忙着分拣、装箱。

同样在地瓜基地里务工的还有沙
地村村民桂良科，之前在外省务工的
他，长期与家人分居两地，收入也不稳
定。如今，他在地瓜基地里当起了管理
员，实现稳定增收。“每个月工资7000
元，地瓜采收后还有分红。”桂良科说。

海尾镇独特的沙壤土和气候条件
适宜地瓜种植和生长，市场前景广
阔。目前在海尾镇种植地瓜的企业已
超过10家，已发展有高系14号、小香
薯、西瓜红、安纳芋红薯等多个品种，
主要销往广东等地。

据了解，海尾镇共种植近1.7万
亩地瓜，预计今年上半年产量约4590
万斤，市场价每斤3元左右，产值约达
1.37亿元。

海南电网“一站式”服务
新能源项目并网

本报讯（记者邵长春 通讯员朱玉）海南日报
记者2月25日从南方电网海南电网公司获悉，该
公司近日已开辟太阳能、风力、生物质能、地热能
和海洋能发电等新能源并网服务绿色通道，进一
步简化、优化新能源发电项目并网流程，为客户提
供“一站式”并网服务。

据介绍，为更好服务“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实
现，全力支持以新能源为主体的新型电力系统建
设，海南电网公司按照简化并网流程、压减并网时
间、降低并网成本的基本原则，缩短新能源发电项
目接入系统审批和接网工程前期及建设周期，提
高服务效率、促进新能源高效利用。其中，优先接
纳新能源项目所发电量上网，全额保障国家光伏
扶贫补助项目清单内的光伏项目所发电量上网。

海南电网公司还建立新能源服务工作专班，明
确一名客户经理负责全过程并网服务，“对新能源发
电项目客户，我们专人一跟到底，给客户提供一步到
位的服务，让客户少跑腿或不跑腿。”海南电网公司
客户服务中心的邓境松说，对于分布式新能源发电
项目，该公司还将为客户免费制定接入系统方案。

新能源发电项目客户可通过海南电网公司各
营业窗口、95598服务热线、互联网等多种渠道了
解并网服务指南、相关政策规定。

据了解，2021年海南风电、光伏、生物质等新
能源发电量33.1亿千瓦时，占统调发电量10%。

“十四五”期间，海南全省规划新增光伏发电装机
500万千瓦，新增海上风电装机300万千瓦。

海南队林诗栋将参加
WTT新加坡站比赛

本报海口2月27日讯（记者王黎刚）海南日
报记者从国乒队获悉，新加坡站WTT（世界乒乓
球职业大联盟）大满贯3月7日将在新加坡体育城
拉开帷幕，海南省乒乓球队的17岁选手林诗栋获
得正赛“外卡”，将代表国乒队参赛。这也是海南乒
乓球队选手第一次参加成年组高水平世界大赛。

海南省乒乓球队林诗栋今年初入选了国家乒
乓球队，备战2022年世界大赛，这是林诗栋入选
国乒后参加的第一项世界大赛。

遗失声明
儋州润霖黄花梨种植农民专业合

作社遗失公章、财务专用章、（钟世

伟）法人私章、营业执照正、副本，

注册号：469003NA001026X，税

务 登 记 证 正 、副 本 ，证 号 ：

46000308252531X，声明作废。

●何山遗失三亚凤凰水韵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E区一组团2#205

产 证 费 用 收 据 一 张 ，编 号 ：

029459，金额：48121 元，声明作

废。

●车旭遗失三亚凤凰水韵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E区一组团5#302

产 证 费 用 收 据 一 张 ，编 号 ：

028798，金额：14614 元，声明作

废。

●东方市东海喜运来酒行遗失食

品经营许可证副本，许可证编号：

JY14690070010513，声明作废。

●韩蕾遗失三亚凤凰水韵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 E 区三组团 C1#

1502 产证费用收据一张，编号：

3351411，金额：41166元，声明作

废。

●罗鹏飞遗失三亚凤凰水韵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司E区二组团15#

201 产证费用收据一张，编号：

2351688，金额：66680元，声明作

废。

●季雪遗失三亚凤凰水韵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E区二组团23#505

产 证 费 用 收 据 一 张 ，编 号 ：

1538377，金额：96208元，声明作

废。

●周巍巍遗失三亚凤凰水韵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司E区二组团17#

202 产证费用收据一张，编号：

7318814，金额：47450元，声明作

废。

●赵婧、陈兵遗失三亚凤凰水韵房

地产开发有限公司E区三组团5#

815 产证费用收据一张，编号：

7350573，金额：13130元，声明作

废。

●儋州市光村镇欧宅村委会新丰

老村村民小组遗失公章一枚，声明

作废。

寻一千万启动项目（有担保）
利益商定，电话：15559580098郑 遗失声明

海南海黄汇黄花梨生态管理有限
公司遗失公章、财务章、私章、合同
章，声明作废。
●胡丽梅不慎遗失石梅山庄传奇
43号楼负一层南向库房收据三
张，收据编号：1908681，金额：
9000 元；收据编号：1908682，金
额 ：191000 元 ；收 据 编 号 ：
1908751，金额：606000 元，声明
作废。
●孟强不慎遗失海南省司法厅律
师 执 业 证 ， 证 号 ：
14601201710919358，现声明作
废。

典 当

遗 失

通 知
●杨昌霖不慎遗失工程系列建筑

学专业中级建筑师职称资格证书，

证书编号：170311435，特此声明

作废。

●海南天保利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遗失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姜东阳不慎遗失海南雅居乐房

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开具的专项维

修资金收据，收据编号：雅海

0149812，金额：8619 元，声明作

废。

●李平不慎遗失海南雅居乐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司开具的房款收据，

收据编号：雅海 0067920，金额：

997293元，声明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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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用钱-找银达
全国典当连锁集团

银达典当诚信经营23年，全国连锁
分店25家，办理房产、汽车、名表、钻石、
黄金、铂金、股票、数码产品及大宗房地
产项目等典当贷款业务。正规专业、快
速灵活、高额低息。海口公司：国贸玉沙
路椰城大厦一层。电话：68541188、
68541288、13307529219。三亚公
司：三亚解放路第三市场旁，电话：
88558868，13518885998。

通知
彭金林（身份证号码：43300119****
1035），你无故连续旷工多日，请你
自该通知见报15日内返回单位办
理相关手续，如逾期不回，将按有
关规定处理。

海口机辆轮渡段
2022年2月17日

商 业

广告·热线：66810888

坟墓搬迁公告
因定安县龙河镇九定岭采矿权项目建设需要，拟对项目加工区

及生活办公区用地、临时用地内的坟墓进行搬迁，现就搬迁有关事
宜公告如下：

请在龙河镇九定岭项目区域范围内，南勋村委会南勋三队和西
坡村委会冯宅队、马六园二队、光岭队、坡心队等的坟主自公告刊登
之日起15日内到九定岭项目现场项目部办公室（定安县龙河镇南勋
村八角亭65号）办理登记和补偿手续，于2022年3月31日前完成坟
墓搬迁工作。逾期未迁的，将按无主坟墓处理。因迁移坟墓涉及的
相关补偿，按照我县坟墓迁移相关补偿政策执行。

龙河镇人民政府联系方式：63772219
润丰公司项目联系方式：陈先生 13617553510

陈经理 18789926768
定安县龙河镇人民政府

2022年2月28日

屯昌县退役军人服务中心建“示范”创“标杆”

屯昌县退役军人服务中心自成立以来，认真贯彻落实关于退役军人工作
重要论述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牢记“让军人成为全社会尊崇的职
业”的初心使命，在全县退役军人事务系统广大干部职工的共同努力下，紧紧
围绕“示范型退役军人服务中心（站）”标准，健全服务保障体系，发挥职能作
用，提升服务效能，全力做好退役军人服务各项工作，为维护全县政治、经济和
社会稳定做出了积极贡献。

地址：屯昌县屯城镇锦绣大道1号屯昌县退役军人服务中心 电话：0898—67818900

详 情 请 扫 码

教您预约办
理个税2021年
度汇算。
电话:0898-12366
网址:http://hainan.chinatax.gov.cn/

国家税务总局
海南省税务局

详 情 请 扫 码

——切实做好退役军人服务保障工作

海南省“全健康”项目
研讨会召开

本报讯（记者陈蔚林 通讯员曲怡臻）海南省
“全健康”项目研讨会近日在海南大学召开。与会专
家围绕“全健康”领域标志性项目、标志性政策等展
开探讨，对海南省“全健康”项目的基线调查实施方
案、行政管理机制、管理技术手段等进行综合讨论。

中国工程院院士、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
心研究员陈君石，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农业大学
动物医学院院长沈建忠，中国工程院院士、华中科
技大学公共卫生学院院长邬堂春，中国科学院院
士、海南大学校长骆清铭出席会议。

骆清铭表示，海南“全健康”项目的实施，有利
于解决人类健康、生态发展问题；有利于规避自由
贸易港最高水平开放形态下，人员、货物的自由流
动和种质资源中转交换带来的公共卫生风险；有
利于为世界公共卫生安全问题提供可推广、可复
制的中国标准和经验。海南大学全健康协同创新
中心将在省发改委的有力指导下，集中科研力量，
加强协同创新，对标国际先进，紧紧围绕海南自由
贸易港建设，产出一批高质量成果，当好海南“全
健康”工作的排头兵。

仙人掌
出致富路指

2月24日，在儋州市王五镇东光村的中美墨（海南）仙人掌产业发展有限公司的仙人掌种植基地，工人在清
理杂草，对仙人掌进行养护。该公司的仙人掌品种是从墨西哥引进的，可以食用，还能用于制药、美容、观赏。

据了解，海南儋州通过发展特色农产品加工产业，延伸产业链，提高经济效益、增强产品竞争力，推动仙
人掌（果）产品深加工产业化。 本报记者 袁琛 实习生 张芷毓 图/文

三亚首批
蔬菜收入险兑现
15种植户获近11万元赔付款

本报三亚2月27日电（记者李
艳玫）2月25日，三亚市农业农村局联
合中国太保产险海南分公司为首批投
保到期的15位种植户送上蔬菜收入
保险理赔款，合计赔付金额近11万
元。据悉，这是三亚蔬菜收入保险首
批赔付款。

保费缴纳方面，其中省、市级财政
补贴比例分别为40%、35%，种植户
自缴比例为25%，三亚市农业保险工
作小组对农户自缴部分再补贴50%，
进一步减轻种植户的经济压力。截至
今年2月中旬，三亚蔬菜收入险累计
承保35户次，承保面积190亩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