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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股交分享扶贫众筹新经验

6 单众筹项目为贫困户筹集 72 万元
本报讯（记者 曾丽园 通讯员 林彬）近日，由国务
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海南省人民政府指导，全
国扶贫宣传教育中心、海南省扶贫办主办，
《中国扶贫》
杂志社承办的“志智双扶·感恩奋进—增强内生动力 巩
固脱贫成果”论坛在海口市举办。海南股权交易中心受
邀参加论坛，并现场分享扶贫故事。
论坛分为开幕式、主旨发言、圆桌对话和扶贫扶志
故事汇 4 个环节。在“扶贫扶志故事会”上，海南股交总
经理班淼琦向现场领导与嘉宾讲述了海南股交的扶贫
故事。
陈考村位于海南省乐东县大安镇，共有建档立卡贫
困户 833 名，是名副其实的“贫困村”。2018 年，陈考村蜂
蜜喜获丰收，产量达 2000 余斤，因其地理位置偏僻、交通
闭塞，加上贫困户缺乏标准化的生产方式及有力的运输
渠道，大量蜂蜜销售无门，贫困户面临滞销问题。在海
南证监局的指导下，海南股交通过实地考察，制定众筹
方案，联系专业蜂蜜挂牌企业加入作为“扶贫众筹”发起
人，蜂蜜挂牌企业组织专业机构和贫困户一起按照采蜜
标准采集高品质蜂蜜送检，对接包装生产、物流企业，再
运用“互联网+农业众筹”的创新模式对蜂蜜进行推广销
售，短短 30 天将全部蜂蜜销售一空，
让贫困户获得收益。
据了解，2018 年，海南股交通过旗下综合金融服务
平台“海惠盈”上线的 2 单“陈考村扶贫土蜂蜜”众筹，最
终获得全国各地共 239 名消费者的支持，销售总金额超
32 万元。陈考村共 833 名贫困户从中受益，成为当地消
费扶贫亮点。而“陈考村扶贫土蜂蜜”的品牌效应也逐
渐显现，在海南本地同品类销售中备受关注。
“要像培育中小微企业一样对待每个扶贫项目，利
用互联网资源进行消费扶贫，是海南股交在扶贫工作上

一贯坚持的标准和原则。”班淼琦
分享道，自 2016 年下半年起，在
股东海南省发展控股有限公司的
指导下，海南股交积极响应省委
省政府关于精准扶贫、开展爱心
消费扶贫的号召。充分利用“海
惠盈”微信平台功能的优势，以
“互联网＋农业众筹”和“扶贫专
区”业务模块，通过培育贫困农户
能力、增加市场意识、强化食品安
全观念，以及利用海南股交挂牌
企业资源，孵化产品、对接市场，
从而树立起扶贫产品的品牌效
应 ，最 终 实 现 收 益 到 户 。 从 扶
“志”与扶“智”帮助贫困户激发内
生动力、增强脱贫信心，为贫困户
海南股交总经理班淼琦现场讲述扶贫故事。海南股交供图
从“要我脱贫”的观念改变为“我
要脱贫”的意识，
提供脱贫底气。
据悉，除了陈考村的扶贫项
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扶贫工作的重要论述，交流扶贫与
目外，截至目前，海南股交已先后打造了“临高县隆道
扶志扶智相结合的经验做法，对充分发挥贫困地区、贫
鸡”
“
、加六村木瓜”
“
、海南控股爱心扶贫包”
等 6 单扶贫众
困群众的主体作用，全面打赢脱贫攻坚战具有重要意
筹项目，众筹金额共计超 72 万元，不仅让贫困县、贫困户
义。各地在扶志扶智方面做了大量工作，积累了很多好
生产的农产品通过“互联网”直接走进大众视野，还有效
经验、好做法，特别是海南开办脱贫致富电视夜校在全
拓宽了贫困农户的产品销路。
国具有极大的意义。同时，他建议，要深入学习习近平
“消费扶贫，我们一直在路上。”班淼琦表示，下一
总书记关于扶贫工作的重要论述，做好宣传发动工作，
步，海南股交还将继续响应习总书记的号召，在股东方
动员群众主动向贫困宣战；加强职业技能培训，增强群
海南控股的领导下，充分发挥平台的功能和作用，做强
众干事创业能力；改进帮扶方式，防止政策养懒汉；发挥
产业扶贫，做大消费扶贫。
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培育贫困村创优致富带头
国务院扶贫办党组书记、主任刘永富表示，深入学
人；抵制陈规陋习，
培育文明家风、良好乡风、淳朴民风。

“五·一”小长假

海南控股旗下旅业酒店经营同比上涨
本报讯（记者 曾丽园）记者从海南省发展控股有限
公司获悉，
“五·一”期间，其旗下鹿回头国宾馆客房出租
率同比 2018 年提升了 14.34%，营业收入同比提高了 12
万多元；三亚湾迎宾馆累计接待客人近 3000 人次，客房
出租率同比 2018 年提升了 10%，营业收入同比提高了 3
万多元；各酒店产品、出品、服务、网评等方面均到了客
人的一致好评。
据了解，
“五·一”小长假的期间，鹿回头旅业贯彻落
实海南控股对旅业提出的“抓好整顿提升，不能有松懈
思想，要保证每一个任务完成好，凝心聚力做好工作”等
工作指示精神，提前安排部署，加强现场管理，紧抓开源
节流，提升服务水平，迎来了酒店自冬休任务结束之后
的一个营业高峰期。
为做好“五·一”接待任务，旅业公司高度重视，与酒
店管理方多次召开统筹协调会，周密安排，详细布置，事

无巨细，责任到人。酒店市场营销部组织召开市场营销
专题会，在房价政策，拉高流量，争取订单等方面针对性
的提出对策，
并有所举措。前厅部、
餐饮部、
管家部、
安保
部等运营部门则重点在员工培训即提升酒店服务品质方
面抓落实、
下功夫，
分别对一线员工一对一的进行了实操
技能和礼节礼貌、
服务模拟演练等现场实操培训。
在接待期间，鹿回头旅业领导班子与酒店管理高层
紧密联系，互相配合，始终坚守在酒店经营运作的第一
线，并紧盯食品安全生产、服务品质、出品质量等关键环
节，多次巡检，并对泳池周边线路安全隐患重点检查，利
用餐饮接待空档期组织对工程部、厨房员工进行厨房报
警灭火应急演练等。
为了让顾客得到满意的服务体验，该公司各部门员
工勤勉敬业，尽职尽责，无论是政务接待还是游客接待
都圆满完成。

海南高速调研报告
获省国资系统优秀调研报告一等奖
本报讯（记者 曾丽园 通讯员 杨文涛）近日，省国
资委党委印发《关于表彰 2018 年“大学习、大研讨、大行
动”活动优秀调研报告的通知》，海南高速党委报送的调
研报告《全面统筹企业产业转型升级 助力海南自贸区
（港）建设》荣获优秀调研报告一等奖。
据了解，
《全面统筹企业产业转型升级 助力海南自
贸区（港）建设》是以海南高速党委副书记、总经理郭强
为组长，张翠玲、张昌能、羊荣良等成员组成的课题组，
在海南建设自贸区、自贸港的大背景下，围绕“如何更好
地挖掘和开发旅游领域潜力，培育壮大公司旅游产业，
提升公司在旅游消费领域的经济增长点”课题，通过组
织召开座谈会、研讨会、深入基层和项目现场实地考察
调研等多种形式开展调查研究，深刻了解海南旅游发展

现状、公司发展经营状况及存在问题、面临机遇，提出公
司转型发展战略的总体思路、发展定位和具体实施举
措，形成的专题调研报告。
调研报告提出，海南高速认真贯彻中央和海南省
委省政府的部署，在省国资委的指导和支持下，充分发
挥资本市场优势，积极开展资本运作，通过整合资源，
构建旅游和健康全产业链生态系统投融资平台，把海
南高速打造成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旅游集团，全力以
赴在建设海南自贸区、自贸港实践中实现自身的转型
发展。
据悉，省国资系统“大学习、大研讨、大行动”活动共
征集调研报告 53 篇。活动共设一等奖 1 个，二等奖 2 个，
三等奖 3 个，优秀奖 6 个。

海南橡胶
首家天然乳胶寝具直营店开业
本报讯（记者 曾丽园 通讯员 谷家福）近日，海南
橡胶首家天然乳胶寝具直营店在海口市琼山区大东阳
家具广场正式开业。据悉，其销售的“好舒福”品牌产品
将在京东、天猫、微商城开设线上门店，进行网上销售。
据了解，该直营店是海南橡胶与江苏爱德福乳胶制
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爱德福”
）合作开设的。海南橡胶
拥有丰富的天然乳胶原料，
作为老牌国企，
67 年来一直服
务于国防军工用品生产。爱德福是国内知名乳胶制品生
产商，
拥有意大利发泡设备和自动生产线等，
生产工艺先
进科学，长期为国内外一线乳胶制品商家供货。双方合
资成立了海南农垦好舒福天然乳胶制品有限公司，共同
打造绿色、
健康、
环保的天然乳胶制品。这有助于海南橡
胶延长产业链，
提升原料附加值，
实施
“大浓乳”
战略，
推动
产业转型升级，
增强国企品牌效应。同时，
减少生产中间
环节，
为消费者提供更高性价比的产品。
据介绍，
“好舒福”品牌产品天然乳胶含量 100%，且
不含氨，是真正的纯天然的乳胶产品。该产品已经通过
国际睡眠产品协会 ISPA、欧盟授权调查并评估认证环境
安全的独立机构 ECO 等权威机构的品质认证。

海建集团四月份
完成 3 家企业处僵工作
本报讯（记者 曾丽园 通讯员 屈艺）2019 年，海建
集团有 24 家所属企业列入海建集团“处僵治困”整改工
作计划，据悉，
4 月份已完成 3 家僵尸企业的处置工作。
这 3 家僵尸企业分别是海南海宁经济发展总公司所
属企业海南若水服饰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海南第五建设
工程有限公司所属企业海南力源科建建筑劳务服务有
限公司、海南海建投资有限公司所属企业三亚海建酒店
管理有限公司。
在处置 3 家僵尸企业过程中，各主管单位坚持把抓
责任、抓分工贯穿工作全过程，委派专人亲自负责，及时
跟踪落实，办理注销相关事宜；建立常态有效运转机制，
形成管理闭环，及时掌握信息，及时解决问题；积极对接
工商系统，通过简易注销程序完成退出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