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三卿村村民小组组长林杰院野未来的
这片火山田园袁我们会把它全种上玫瑰袁
包括把火山尧生态尧田园和村落袁包括这
样的一个景观的结合袁 三卿村未来会是
一个非常漂亮的全域旅游的示范点遥 冶三
卿村这批玫瑰将以野火山玫瑰冶的名称与
市民游客见面遥 目前石山镇已经在互联

网运营中心尧生态旅游名村尧青年驿站民
宿等地开始推广种植遥

石山镇副镇长胡炜彬介绍袁 他们下
一步是想把美社村里面袁 也是在美社村
农户的家里面袁 农户的窗边上挂上这种
花架来种植玫瑰袁 一方面能够让游客过
来的时候参观游览袁 另外一方面也能提

高农民收入遥 如今袁 秀英正以深化推进
野双创冶为契机袁全面落实野多规合一冶袁加
快石山镇路网尧光网尧电网尧气网尧水网等
基础设施建设步伐袁促进农旅融合遥 以石
山野花园小镇冶建设做为纽带袁优化旅游
业态袁以三角梅尧玫瑰花野为媒冶全力打造
点尧线尧面相结合的全域旅游示范点遥

加快基础设施建设步伐促进农旅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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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了解到袁 红辣椒是定安的传统
农作物袁因其肉厚耐运输袁产量高袁色泽
鲜艳袁市场需求大袁逐渐成为主流种植品
种遥近年来袁定安县农业部门积极引导当
地农民在道路两旁的大田里种植辣椒袁
收获喜人遥
定城镇美南乡南卜村委会种植大户

符传贵说院野以前袁 我们主要以种粮食及
辣椒为生袁收入一般袁而现如今小辣椒成
为了我们家的主打产业袁 今年一亩辣椒
产 5000斤袁最高价卖到 8元每斤袁即使

现在价格降了袁卖到每斤 2元以上袁农民
今年种辣椒都有钱赚了遥 冶
另一名农民边从车上抬下一袋袋辣

椒边对记者说袁今年受寒潮天气影响袁辣
椒产量有所降低袁 按平均每亩产 4000
斤袁每斤 4元计算袁农民每亩辣椒可以收
获近 2万元袁这在近年是少有的好行情遥

定安县定城镇政府相关负责人告
诉记者袁今年定城镇农民种植辣椒确实
价格好袁火红的产业袁确实让不少农民
发财了遥

该夜市位于观澜湖华谊冯小刚电影公
社 1942民国街内袁主要集中在钟楼广场袁每
晚有民国风的演艺节目袁特色小吃袁旅游小
商品购物街袁并有经典电影午夜场袁此外袁距
离市区仅 10分钟的车程袁 且有大型的免费
停车场袁也为市民尤其是有车一族提供了更

多便利遥 试业当天袁记者在现场看到很多游
客慕名而来袁现场人气很旺袁气氛很热烈遥
据悉袁观澜湖华谊冯小刚电影公社目前

已开设 1942民国街和南洋街两条街袁 每天
都会为游客提供精彩的街区表演袁吸引大家
驻足观看袁拍照留念遥 作为文化旅游的新地

标袁 电影公社已经成为海南游客的心中首
选遥此外袁五一期间袁除目前的两条街每天为
游客提供精彩的节目表演外袁还在影视基地
四个摄影棚内举办了三场展览袁五一小长假
三天袁客流爆棚袁在 1号当天更是突破 40000
人次袁成为名副其实的热门景区遥

野到我们美社村除了可以欣赏路边
美景还可以跟我们买黑豆尧 花梨串尧根
雕尧全木家具这些产品遥单单今年一月份
我就拿到十多万元的订单遥 冶 美社村村
民王建平如是说遥

去年 11月袁火山口大道尧慢行步道
经过升级改造袁路两边种上具有野热情大

方尧顽强奋进冶特质的三角梅袁野彩化冶道
路景观袁被人们称为野最美乡道冶遥今年秀
英又在三角梅花丛中见缝插针种植 700
多棵代表野浪漫尧热情尧美丽冶的玫瑰花袁
使整条道路景观进一步得到提升遥

据了解袁 为了把石山镇打造成全域
旅游示范点袁秀英经过调研考察尧意见征

集尧专家咨询尧花种比选袁并结合火山地
质景观尧民俗文化和区位优势袁引进花卉
企业以野协会+企业+合作社+农民冶的模
式袁种植高附加值的玫瑰花袁不但点缀景
观袁还带动农民就近就业袁增加收入遥 三
卿村率先在火山梯田里试验种植的两亩
玫瑰花已获得成功遥

商报讯渊记者 王辉冤为展示野互联网农业小镇冶周年建设成
果袁推广农村电子商务先进经验遥 7日下午袁我省在秀英石山镇
召开优电联盟竞购活动新闻媒体见面会袁利用全媒体宣传袁实现
海南特色农产品与 500家电商企业的对接遥
在新闻媒体见面会上袁我省各市县的生产企业尧合作社分别

向省内外电商展示自己的无核荔枝尧菠萝尧粽子等一批特色农产
品遥 石山镇施茶尧建新村委会农业合作社展示出富硒农产品黑豆尧
荔枝尧黄皮尧石斛袁同时展现了 16个火山特色产业休闲体验园遥 据
了解袁去年 5月袁海南在海口秀英石山镇启动首个互联网农业小
镇建设袁同年袁文昌尧澄迈尧琼海尧儋州尧陵水尧三亚尧白沙尧琼中尧屯昌
也相继启动互联网农业小镇建设遥 经过一年的建设袁 探索出了
野36524冶的基本思路袁目前 10个互联网农业小镇因地制宜袁百花齐
放袁初步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发展模式袁有力促进了农业生产经营
方式转变尧农民生活方式转变和农村生态环境转变遥
这次优电联盟特色农产品推介是 5月 19日农产品竞购会

的预热宣传遥 到时袁将依托互联网优电联盟平台袁以海口为主会
场袁分设北京和成都两个分会场共同举办 2016年度海南优电联
盟竞购活动袁和 500家省内外电商进行订单交易袁促进电商尧物
流尧金融尧保险尧快递尧质量监管等资源合作袁统一品牌尧统一检
测尧统一保险袁使优电联盟成为企业价值的倍增平台遥

海南登云科技有限公司负
责人表示袁首个云平台采用虚拟
化技术袁根据行政区域划分和行
业划分为海南构建省站 1个尧市
站 3个尧县渊区冤站 21个尧乡渊镇冤
站 324 个四级云平台袁 共对应
36000多个云平台站点袁 为社会
提供大量的尧廉价的尧新型电子
商务和信息发布平台遥 实体经济

按所属区域和行业有序入驻云
平台袁形成野虚实结合袁线上线
下冶新型电子商务遥 数十万个社
区性服务网站共同构成网站集
群袁 保证基层信息同时在乡镇
渊街道冤尧县渊区冤尧市尧省尧全国平
台站点呈现传播袁从根本上解决
目前互联网上存在的城乡信息
不对称和信息孤岛难题袁实现城

乡信息一体化遥 据悉袁平台主要
推广应用对象为海南市县渊区冤尧
乡镇尧农村互联网用户袁快速提
供互联网信息通道袁为网民在互
联网上创业尧 创新提供机会袁为
海南中小企业转型升级尧农村信
息化建设尧地方经济发展做出贡
献袁并促进解决野三农冶问题遥

海口民国主题夜市试业，去逛逛！
系第一个以景区为背景的夜市 或将成为海口市民夜游热点

海口秀英建设石山“花园小镇”
力争把石山镇打造成全域旅游示范点

商报讯渊记者 王辉冤 海口市秀英以改善民生和增加农民收入作为推进新型城镇化的手段袁引进适合石山
生长的玫瑰花卉产业袁积极探索农民创业创收与观光旅游相融合的野花园小镇冶建设模式袁力争把石山镇打造成
全域旅游示范点遥连日来袁在石山镇火山口大道尧慢行步道两旁的花池中袁花团锦簇的三角梅花与玫瑰花争奇斗
艳袁把道路装扮得格外妖娆美丽遥 每天都吸引大批骑行游尧亲子游尧乡村游的市民前来休闲度假尧踏青赏花遥

海南特色农产品将与500家电商对接

带动农民就近就业增加收入

首个云计算应用网络平台落户海南
从根本上解决城乡信息不对称和信息孤岛难题

商报讯渊记者 王辉冤 全球首个云计算应
用网络平台落户海南发布会于 2016年 5月
7日上午在海南生态软件园多功能会议厅
隆重举行遥 海南登云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成
为北京鸿蒙网科技有限公司 (简称鸿蒙公
司)在海南省唯一的合作机构袁这也标志着
首个云计算应用网络平台正式落户海南遥

建设巨复杂的“云中云体系”

据介绍袁平台建立在野无限
分层信息遗传技术尧海量信息数
据库管理技术尧搜索引擎目标核
心优化技术冶三项国家级创新技
术和专利基础上袁根据中国行政

区域架构袁在每个行政区域大到
省尧市尧县袁小到乡镇尧街道都有
对应的区域门户云平台尧行业门
户云平台尧鸿云商城云平台尧369
购物云平台尧CHCI智能终端管

理系统等系列云平台遥 每个云平
台既可独立运行袁 又能互联互
通袁是一个多用户尧多通道尧多系
统尧巨复杂的野云中云体系冶遥

定安红辣椒价格喜人 种植户笑开颜
一斤最高价卖到 8元 即使价格降到每斤 2元以上种植户还赚

商报讯 渊记者李兴民 摄影报
道冤 今年定安红辣椒价格喜人袁不
少农民种植户赚了遥 昨日中午袁国
际旅游岛商报记者来到定安县定
城镇政府附近一个收购点袁看到收
购点里放着的一堆堆尧一袋袋鲜红
耀眼的辣椒袁还有前来卖辣椒的村
民们脸上荡起的甜美笑容遥不少农
户看记者拍照袁 便欣喜地对记者
说院野我们今年种红辣椒发了冶遥银收购点里放着的辣椒

相 关 新 闻

商报全媒体讯 渊数字记者 丁铭
特约记者 邱小惠 摄影报道冤 白沙借
助地方农业特产和生态旅游资源袁开
办挖地瓜比赛尧皮划艇比赛尧骑马游尧
母亲河探源游来帮助游客过母亲节遥
5月 8日袁 由白沙黎族自治黎族自治
县人民政府主办的 野小手牵大手袁感
恩母亲节亲子系列趣味活动冶在白沙
元门乡罗帅村尧福才村举行遥据悉袁本
次活动的主题是野小手牵大手袁感恩
母亲节冶 趣味亲子活动暨 野旅游+农
业冶旅游开发推广活动遥 当天的趣味
亲子活动共有 50 组家庭参加比赛袁
奖品除了福才地瓜尧白沙绿茶尧红茶尧
咖啡等白沙特产外袁还有那吉跑马场
的骑马票遥

野我们开展这个活动的目的袁是希
望用白沙有名的生态农产品和生态
旅游资源和亲子活动为载体袁让家长
带孩子在劳动中袁感受劳动的喜悦和
艰辛袁并借机弘扬母爱尧让孩子们懂
得感恩袁以达到促进家庭和谐袁增进
父母与孩子感情沟通的目的遥 冶白沙
文化旅游商务局局长赖伟在活动启
动仪式上说遥

50组家庭白沙
参加亲子活动

商报讯渊记者 王辉冤 五一小长假刚过袁观澜湖华谊冯小刚电影公社在节日期间的超
高人气还没有退去袁5月 7日晚袁电影公社 1942街民国夜市开始试业袁这一消息一发出袁
又立即点燃了海口市民的热情遥 这是第一个以景区为背景的夜市袁也是第一个民国主题
的夜市袁每晚 18院00要24院00袁将为海口市民提供又一个夜游的好去处遥

银母子在挖地瓜比赛中
首个云平台采用虚拟化技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