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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导工人打包最后一批荔枝运
往收购站袁 海口琼山区云龙镇办内
村循环农业示范点负责人周永岛乐
呵呵地对记者说袁 虽然受年初变化
多端天气影响袁 但在农业部门的精
心指导下袁今年荔枝收成不错袁而且
收购价格创历年新高袁可谓双丰收遥

三门坡镇龙鳞村农庄不仅为游
客提供餐厅娱乐服务袁 还专门开发
荔枝采摘活动袁 每天接待前来采摘
的游客络绎不绝袁5-6月份接待游客
上万人次袁该农庄负责人唐吉说袁荔
枝采摘附加值比单纯的销售高袁采

摘入园 10元袁 带走也是每斤 10元袁
比销售价格高将近一倍袁 而且还省
去了人工摘荔枝费用袁全村 400多亩
荔枝基本都是用来做采摘袁 今年产
值近 200多万元袁荔枝采摘不仅拓展
了荔枝销售渠道袁 提高了荔枝附加
值袁还丰富了乡村游休闲内容遥

三门坡红明农场是全省最大
的荔枝连片种植基地袁 种植面积
达 2.5万亩袁产量达 1.5万吨袁该荔
枝标准化基地有关负责人说袁琼山
荔枝的大丰收袁农场职工心里乐开
了花遥

琼山区农林局局长李茂顺介
绍说袁 农业部门主要从技术服务尧
信息服务尧品牌服务尧保险服务尧管
护服务等几个方面给荔枝种植户
指导袁从开花期开始袁农技中心根
据天气情况袁每周出一期技术指导
简报通过书面尧短信等形式发给种
植户袁组织技术员不定期实地指导
荔枝开花尧坐果曰免费给农户派送
有机肥袁 引导农户提高果实品质遥
主动野走冶出去袁到山东尧西安等地
对接收购商尧电商袁西安科果为此
专门开辟档口销售琼山荔枝遥 此
外袁为保障农户利益袁还穿针引线袁
促成中国人民保险公司与种植户
签订农业保险袁农户以每亩 200元
承保袁单价低于 3.7元每斤袁由保险
公司理赔袁给农户吃下野定心丸冶遥

品牌塑造是琼山区政府做大
荔枝产业袁提升琼山荔枝知名度的
重要工作袁连续六年在琼山区三门
坡镇举行海口市荔枝交易会袁为琼
山荔枝销售带了野蝴蝶效应冶袁每年
荔枝收购季节袁近百家各国各地的
收购商尧电商汇聚在三门坡这个荔
枝风情小镇袁 小小的镇墟车水马
龙袁热闹非凡袁今年全国规模最大
的民营快递企业顺丰速运直接到
产地设立物流点袁阿里巴巴等电商
也设点袁为荔枝销售提供了最大化
的便利遥
为种植户提供贴心技术指导袁

强化富农品牌塑造袁拓展果园休闲
功能袁探索网络销售渠道袁琼山区
委尧 区政府正在做大荔枝产业袁促
进农民在增收的路上大步迈进遥

做大荔枝产业促进农民增收

琼山荔枝今年双丰收

商报讯渊记者 段然冤据国家统计
局公布的 5月份 70个大中城市住宅
销售价格变动情况显示袁 与上月相
比袁70个大中城市中袁新建商品住宅
价格下降的城市有 4个袁上涨的城市
有 60个袁持平的城市有 6个遥环比价
格涨幅最高为 5.5%袁 最低为下降
0.5%袁同比价格下降的城市有 18个袁
上涨的城市有 50个袁 持平的城市有
2个遥 5月份袁同比价格变动中袁深圳
涨幅最高为 54.0%袁 最低为下降
3.2%遥
数据显示袁 新建商品住宅方面袁

海口环比上涨 0.7%袁 同比上涨 2.3%袁
这是海口新房价格今年以来的第五
次环比上涨袁 同比连续第三个月上
涨遥 此外袁三亚环比上涨 0.4%袁同比上
涨 0.7%遥 二手住宅方面袁海口环比上
涨 0.2%袁同比上涨 0.4%曰三亚环比下
跌 0.3%袁同比上涨 1.4%遥

近年来袁电信网络诈骗案件频发袁犯罪分子
通过电话尧网络和短信的方式袁编造虚假信息袁设
置骗局袁对受害人实施远程尧非接触式诈骗袁诱使
受害人通过银行柜台尧电子银行渠道给犯罪分子
打款或转账遥 此类案件严重干扰了正常的金融
秩序袁侵害了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遥 建行海南省
分行积极履行社会责任袁努力筑起铜墙铁壁打击
电信网络诈骗犯罪遥

揖以制度建设护航铱
建行海南省分行坚持标本兼治袁 综合治理袁

齐抓共管袁层层落实责任袁在治标同时更重治本袁
以建立健全和完善规章制度为基础袁为打击电信
诈骗穿上 野防弹衣冶遥 海南分行严格按照监管部
门及总行要求袁结合业务实际情况袁建立了银行
卡发卡管理尧银行卡产品信息披露尧电子银行签
约与风险提示及安全用卡教育等制度袁分别对个
人账户分类尧服务功能尧实名制管理尧代理开户业
务及内部风险管控等五大方面进行明确和规范袁
强化银行内部管理袁 进一步细化银行操作程序袁

从根本上把住电信诈骗的关口遥
揖将实名制落到实处铱

实名制开户是银行打击电信诈骗的一把利
剑遥 面对犯罪分子通过各种手段增加柜员信息
识别的难度袁建行海南省分行坚定将实名制开户
落到实处袁 让试图冒名开户的犯罪分子无处藏
身遥一是加大培训力度遥通过现场培训袁晨会尧夕
会专题培训袁学习相关文件制度袁传达安全保卫
管理基础知识遥 建行海南省分行还特别编制下
发叶实名制开户尧防冒名开户尧防银行卡诈骗操作
口诀曳袁口诀简短精炼尧朗朗上口袁易于员工熟记袁
便于应用到实际操作中遥二是严格按章操作遥要
求柜面人员办理银行卡开卡业务时袁通过发起联
网核查袁进行相貌整体比对袁如有疑义则要求客
户提供辅助证件曰严格代理开立个人银行账户流
程袁持卡人本人须持身份证原件到网点柜台修改
初始密码后方能正常使用遥 三是严格控制开立
借记卡数量袁原则上不得超过 4张袁严防诈骗分
子利用多张银行卡实施诈骗犯罪遥

揖让安全意识深入人心铱
电信诈骗无孔不入袁让客户树立正确的防范

和应对意识袁 彻底堵截诈骗行为的 野最后一公
里冶袁 建行海南省分行坚持经常性对客户进行安
全提示遥 一是在客户办理新开银行卡业务时袁要
求柜面人员必须提示申请人详细阅读并正确理
解银行卡领用协议袁并提醒客户妥善保管好银行
卡尧密码尧网银盾等私密信息尧设备袁不能将银行
卡以任何形式外借他人袁自觉维护好个人信用记
录遥 二是在为客户办理签约电子银行业务时袁提
醒客户及时修改初始密码袁以保障资金安全遥 三
是为加强宣传袁建行海南省分行向客户发放叶安
全用卡须知曳尧叶安全用卡常识曳尧叶安全用卡十要
十不要曳尧叶安全用卡三注意曳尧叶远离伪卡防风险曳
等宣传资料或折页袁并通过网点 LED尧网点公告
栏尧自助设备尧95533电话银行尧建行网站尧网上
银行尧手机银行尧短信平台等渠道向持卡人进行
风险提示袁提高安全防范意识遥
海南省儋州市是电信诈骗重灾区袁儋州支行

派出专项工作组袁深入偏远乡镇农村袁长达半个
月与村民同吃同住袁 挨家挨户发放宣传资料袁将
安全用卡知识传达给每一位村民袁让他们深知危
害袁远离诈骗危险遥

揖配合司法打击犯罪铱
面对猖獗的电信诈骗案件袁建行海南省分行

积极配合当地公安机关袁开展打击电信网络新型
违法犯罪袁做好涉案账户的及时查询尧紧急止付尧
快速冻结等工作遥

2016年 5月 23日袁客户陈某到儋州支行两
院分理处申请办理银行卡密码挂失业务袁经办柜
员经过查询袁发现该账户流水异常袁款项来源不
清袁存在网络诈骗的重大嫌疑遥 儋州支行第一时
间向儋州市公安局反诈骗中心报案袁并设法拖延
业务办理时间遥 最终民警赶到现场袁将陈某成功
抓获遥 今年以来袁海南分行配合公安机关成功破
获电信网络诈骗案件共 7起袁 在维护金融秩序袁
保护客户资金安全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袁得到相
关部门的高度赞赏遥 渊林思彤冤

筑铜墙铁壁防诈骗危险
要要要建行海南省分行积极开展打击电信网络诈骗活动

商报讯渊实习记者 柯育超 记者 王辉
特约记者 吴彭保 通讯员 陈创淼冤 6 月
18日袁 海口市秀英区在永兴镇美孝村举
办野岩生冶网购节袁来自 42家的农户进行
野黄皮王冶大比拼活动袁并同时发布野永兴
荔枝冶国家地理标志商标遥

18日上午袁2016秀英区野岩生冶网购
节院永兴黄皮王大比拼暨野永兴荔枝冶国家
地理标志商标发布活动在海口秀英区永
兴镇美孝古村广场拉开序幕袁经过激烈角
逐袁来自野无核黄皮组冶的美孝村陈凤英夺
得了 2016年野黄皮王冶桂冠遥据了解袁永兴
镇因其独特的火山资源生态优势袁黄皮生
长在富含硒元素的火山岩土之中袁使得永
兴黄皮有粒大尧果形美观尧果肉酸甜可口
的优势袁具有野黄金果冶的美名遥

近些年袁秀英区政府把野互联网+冶作
为推广永兴镇富硒农产品和特色旅游资
源的部署袁营造吸引更多优秀企业尧人才
前来投资创业的良好氛围袁 推进展销增
量袁带动果农增收遥

强化富农品牌塑造 拓展果园休闲功能 探索网络销售渠道

荔枝行情火，琼山今年卖了4.1亿元
海口秀英举办网购节
决出“黄皮王”

海航地产“阳光置业”折扣全公开
建立违反内容承诺实施 5年回购机制

商报全媒体讯渊数字记者
陈王凤 臧会彬 摄影报道冤 6
月 19日袁海航地产在海口希
尔顿酒店召开发布会袁 宣布
正式启动野阳光置业冶计划袁
发布了房源公开尧价格公开尧
折扣公开等十大承诺遥 这一
行动被视作海南本土房地产
企业的一项破冰之举遥

海口房价上月
同比上涨0.7%

荔枝丰收啦
商报讯渊记者 王辉 通讯员 林先锋冤商报记者昨天从海口琼山

区农林局了解到袁今年琼山荔枝收购均价 6.5元每斤袁单价是近 17
年以来最高的袁琼山荔枝产量达 3.16万吨袁产值达 4.1亿元袁创历
史新高袁荔枝种植已成为琼山农民致富增收的一大重要产业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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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报讯 渊 记者 段然 通讯员 甘
学斌 冯强冤 据海口海关统计袁自 2015
年 6月海口港区汽车整车进口口岸正
式通过国家验收至 2016 年 6 月 19
日袁海关共监管路虎揽胜尧丰田普拉多
等进口品牌汽车 169辆袁 货值 616.62
万美元袁政策实施效应初步显现遥

一年来袁海口海关加强对企业的
宣传指导袁探索建立价格预审机制袁健
全关企联系机制袁 引导企业用好通关
无纸化尧关检合作野三个一冶尧汇总征税
等通关改革便利措施袁 推行进口汽车
从卸船直入堆场尧查验和放行的野一站
式冶服务袁最大限度地降低企业的通关
成本袁 全力保障海口港区汽车整车进
口口岸顺利运行袁 着力助推汽车整车
进口业务快速发展遥

野海口港区汽车整车进口口岸政
策的实施袁 对我们企业扩大海南地区
汽车进口业务具有重要意义遥冶广西建
工工程有限公司的销售代表张泽辉介
绍院野之前袁 我们从天津口岸进口汽车
再运回海口袁 报关时间加上运输时间
要半个月以上袁 现在可以直接在海口
港区汽车整车口岸办理进口手续袁海
关等口岸管理部门给予大力支持袁只
要资料齐全很快就能通关放行袁 为企
业节约了大量的时间和经济成本袁初
步估算每辆车可以节约 1万元左右袁
我们销售业绩态势喜人浴 冶

海口海关降低企业通关成本

汽车整车进口口岸
一年进口汽车 169辆

此次海航地产借野阳光置业冶
品牌发布契机袁 正式推出十大重
磅承诺院房源公开尧价格公开尧折
扣公开尧保值保证尧按时交房尧流
程透明尧工程质量尧物业品质尧降
价赔偿尧大众监督遥对以往讳莫如
深的房源销控尧 价格折扣和销售
流程等全部公开展示袁 从根本上
杜绝隐瞒好房源尧阶梯折扣尧暗箱
操作等弊端袁 保证所有购房者获
得一视同仁的待遇曰 以集团实力
和品牌信誉袁对产品保值尧工程质
量和工程进度等也作出公开承
诺袁保证购房者住上按时交房尧质
量过关的好房产袁解决后顾之忧曰
并建立 野违反承诺内容实施五年

回购冶的有效保障机制袁证明野十
大承诺冶不仅仅是纸上文章遥
海航地产相关负责人表示袁此

项工程旨在打造阳光透明和创新
高效的地产销售模式袁实现最大限
度保障购房者利益的终极目的遥
据了解袁野阳光置业冶 将首先

以海航豪庭北苑二区为示范点袁
并陆续向全国项目推广遥

海航地产继承集团优质基
因袁 并凭借自身迅猛的发展态势
及独特的品牌定位尧 影响力最终
脱颖而出袁稳居行业第一梯队曰迅
速占据 野大本营冶 海南的市场高
地袁创造了良好的品牌口碑遥 2016
年袁海航地产捷报频传遥海南住宅

标杆海航豪庭于 5 月 31 日创造
了北苑一区提前 120天交房的特
大喜讯曰 大型商业综合体日月广
场主体封顶袁 计划 11月 11日开
业曰海南大厦尧互联网金融大厦等
项目将于今年完工噎噎由海航集
团整体规划开发的海口大英山片
区全面开花袁 海南国际旅游岛中
央商务区已现雏形遥

野阳光置业冶重大创举的正式
上线袁不仅标志着海航地产成为海
南房地产行业内首家做出如此系
统尧完善尧实在承诺的开发商曰更体
现了具有社会责任感的行业翘楚袁
甘愿打破自我尧勇于创新的革命精
神袁具有划时代的重大意义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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