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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省各二手车市场联系表

5·20 世界蜜蜂日

1 海口旧机动车辆交易市场
海口秀英区南海大道172号（13876242898）

2 海南省旧机动车辆交易市场
海口琼山区琼山大道与新大洲大道交汇处（13907621226）

3 海南恒远泰富事业有限公司
海口秀英区南海大道保税区内汽车小镇（18876083892）

4 三亚市旧机动车辆交易市场
三亚荔枝沟路271号（13807518228）

5 三亚日诚汽车交易中心有限公司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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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亚田独镇团结居委会市仔村路口（13178962222）
琼海财宏旧机动车辆交易有限公司
琼海市玉海南路142号（13368922227）
琼海林柏成二手车交易市场管理有限公司
海南省琼海市嘉积镇上埇墟人民街（林树洪宅）
（13976020388）
文昌文诚二手车交易市场有限公司
文昌市文城镇文清大道264号（13215712345）
五指山天域二手车交易市场有限公司
五指山市海榆南路（13976655978）
东方诚信二手车交易市场有限公司
东方市八所镇永安东路与海榆西线交叉路口（13976455999）
定安景峰二手车交易市场有限公司
定安县定城镇见龙大道丽景度假酒店一楼后面（13518000894）
海南鑫兴达旧机动车交易市场有限公司（儋州）
儋州市那大农垦北路127号铺面（13002032223）
海南铭泰兴二手车交易有限公司
儋州市那大兰洋南路那大镇清平村委会右侧（13907551575）
澄迈永和二手车交易市场有限公司
澄迈县金江镇环城西路（绿地广场对面）
（13518879249）
洋浦鸿茂二手车交易市场有限公司
洋浦经济开发区新都农贸市场对面（13006020000）
临高和联旧机动车交易市场有限公司
临高县临城镇林美路（山友汽修厂内）
（13698922528）
万宁万达旧机动车交易市场有限公司
万宁市万城镇文明北路（万宁大酒店南侧）
（13687517196）
屯昌通达旧机动车交易市场有限公司
屯昌县屯城镇双拥路（龙溪路口交汇处）
（13976080033）

海南省各公证处联系表
1 海口市琼崖公证处
海口市海府路69号艺苑大厦三楼（65343572）

2 海口市琼州公证处
海口市国贸路嘉陵国际大厦7层7B-1房（68536345）

3 海口市椰城公证处
海口市公园北路2号明星大厦3楼（66556353）

4 海口市椰海公证处
海口市龙昆北路36号海外大厦四楼（667825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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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费琼中乡村游，20 个名额，速来报名

南国都市报 5 月 15 日讯（记者 李梦瑶）暮春五月
离石臼群不远的堑对村，体验该村“春夏的草原秋冬的
百花盛放，地处海南生态保护核心区的琼中黎族苗族
海”的别样风光，之后回县城用餐。午餐后，车队前往
自治县“嗡嗡作响”，一场辛苦的酿蜜劳动正在悄然展
红毛镇合老村，在这个依山畔水的村寨感受海南中部
开。为让更多游客共享“甜蜜”盛宴，南国都市报今起
山区特色村寨的“蝶变”之美，随后来到“最美中国乡
面向全省征集 20 名市民，
组成乡村游体验团，
于
“5·20
村”什寒村，在这里追寻原汁原味的黎族苗族风情，在
世界蜜蜂日”
搭乘雷克萨斯豪车从海口出发，
相约山水
蜂农的带领下，体验割蜜摇蜜的乐趣。
琼中，
探秘采蜜人的甜蜜生活，体验琼中醉美乡村。
晚餐在湾岭镇体验当地美食后返回海口。
本活动全程免费。届时，本报组织的 8 辆雷克萨
斯越野车，将带领大家开启美丽的乡村之旅。本报新
媒体将全程直播这一活动。
【报名方式】
因与“我爱你”谐音，每年的 5 月 20 日都被人们视
您可以在南国都市报微信公众
为最甜蜜的日子之一。事实上，这一天还是甜蜜制
账号
“ngdsb966123”
留言报名，
也可拨
造者——小蜜蜂的节日。今年 5 月 20 日，由亚洲
打本报热线966123与我们联系。名额满
蜂业联合会、中国养蜂学会、国家蜂产业技术体
即截止报名。
系共同主办，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人民政府、
【报名条件】
海南省蜂业学会、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环境
年龄9岁至50岁的健康人员（不晕车），有一定的
与植物保护研究所共同承办的 2018 年“5·
写作能力，欢迎大学生报名。参与活动的市民，须在朋
20 世界蜜蜂日”中国（海南琼中）主会场活
友圈分享琼中之旅。
动将在琼中开幕，这也是经联合国确立
“世界
蜜蜂日”以来我国举办的首次主题活动。为让
【行程安排】
更多游客共享“甜蜜”盛宴，体验美丽乡村游，本
早上7点40分从海口出发，上午游览
报特携手琼中县委、县政府组织了本次采蜜乡村游
和平镇乘坡河石臼群、堑对村，下
体验活动。
午游览琼中红毛镇合老村、什
5 月 20 日（周日）上午，本报“乡村游体验团”将从
寒村。晚餐后返回海口。
海口出发前往琼中和平镇，参观乘坡河石臼群，一睹
这融山、石、崖、河流为一体的罕见地质奇观。此后到

5 海口市南海公证处
海口市金龙路金龙城市广场办公楼1401、1403房（68563976）

6 三亚市公证处
三亚市吉阳区迎春路5号（88391318）

7 文昌市公证处
文昌市文城镇和平北街9号（63230428）

8 儋州市公证处
儋州市那大镇文化中路85号（23883954）

9 琼海市公证处
琼海市嘉积镇爱华东路65号公证办公大楼（62824681）

10 万宁市公证处
万宁市万城镇万隆街55号后面（62235899）

11 东方市公证处
东方市市委迎宾馆6号区（25527030）

12 五指山市公证处
五指山市三月三大道50号房产管理局新宿舍楼202室（86624307）

13 定安县公证处
定安县定城镇人民南路102号（63837300）

14 临高县公证处
临高县临城镇行政路（36280044）

15 澄迈县公证处
澄迈县金江镇解放东司法路司法局办公大楼三楼（67623171）

16 屯昌县公证处
屯昌县屯城镇锦绣大道司法局一楼（67831836）

17 昌江黎族自治县公证处
昌江县人民北路司法行政大楼（26652115）
18 乐东黎族自治县公证处
乐东抱由镇乐祥西路七幢公租房一楼（85521124）
19 白沙黎族自治县公证处
白沙牙叉镇东路工商银行大院内（27728913）
20 陵水黎族自治县公证处
陵水椰林南干道司法局一楼（83325547）
21 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公证处
琼中营根镇高田村委会路口司法局办公楼（86229767）
22 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公证处
保亭保城镇南环路司法局一楼（83669102）

海鸭振翅，贫困户
“起飞”
临高道灶村“马袅海鸭”产业助力贫困户增收
南国都市报 5 月 15 日讯（记者 梁振文 文/图）15
日 16 时许，火热的太阳逐渐西下，在临高县博厚镇
道灶村的马袅海鸭养殖基地里，一只只海鸭欢快地
奔跑着涌向小河与池塘，竞相嬉戏。贫困户王亚厚
看着这些海鸭心里颇有感触，2017 年底他已经分红
2000 元左右。
马袅海鸭养殖基地，位于临高县博厚镇道灶村沿
海一带。这里有大面积的红树林、海溪水交错的河流
及浅滩；每当海潮退去，大量的海蟹、鱼虾和贝类会寄
居在这些沿海植被上，成为海鸭的天然食粮。因此，
该地生长的海鸭毛色好、肉质鲜，
颇有名气。
但长久以来，道灶村的海鸭一直以散养为主，没
有形成规模。2016 年 9 月，海南省机关事务管理局成
为道灶村的定点帮扶单位。根据道灶村气候温润、依
山傍海等地域特征，省机关事务管理局先后出资 30
万元，着力打造道灶村养海鸭产业。2016 年 9 月 27
日，道灶村咸水鸭养殖合作社（下称“合作社”
）揭牌成
立。当时，18 户贫困户每户 2000 元入股合作社。
之后，随着养鸭产业规模的扩大和合作社股东
第一次顺利分红，最初持观望态度的其余贫困户和
低保户信心倍增、干劲十足，全数积极加入合作
社。合作社注册了“马袅海鸭”商标，截至 2017 年
底，合作社成鸭出栏共 8000 多只，加入合作社的村
民已得到 4 次分红共 8 万多元，盈利达 200％。

马袅海鸭。
到 2018 年初，海口市内数十个超市、小区、农
贸市场都设有新鲜出栏、包装精美的马袅海鸭售卖
点，有的甚至代销至外省。至此，马袅海鸭的知名
地方品牌效益初步形成。
如今，每天都有供货商到养殖基地运送海鸭，
每天至少 200 多只才能满足销售商需求，每月就要
6000 多只。
“如今我们又租用了马袅及其他村的地，除了现
在的两万多只，还要下鸭苗 5 万多只。我相信年底村
民的分红将更加可观。”马袅海鸭养殖合作社理事长
王修录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