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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上午!英国
著名职业冲浪选手和冲浪作家山姆"贝利
克利在万宁日月湾举办了中文版#热带冲
浪天堂$新书发布会%在该书中!作者特别
开辟了专门的篇章介绍了海南万宁的冲
浪资源%

上午! 在万宁日月湾冲浪俱乐部!

&热带冲浪天堂$一书正式与国内外冲浪
爱好者见面!书内第七章'中国葵猫(与
激情万宁这一篇章! 系统介绍了万宁的
冲浪资源! 以及海南传统文化) 自然风
光)地方美食等*

据了解!山姆"贝利克利毕业于剑桥大
学彭布鲁克学院! 获得地理硕士学位* 他
既是世界著名冲浪选手! 曾经获得欧洲长
板冲浪冠军!同时又擅长于撰写冲浪著作!

!"#"年出版了 &冲浪于世界精彩的角落$!

目前主要从事编辑&长板冲浪$和&自由冲
浪$等杂志* 近十年来!山姆"贝利克利及
团队曾前往世界 $%多个国家冲浪!他总是
能够发掘当地的冲浪资源! 总结其冲浪特
色与潜在的价值!积极推广冲浪运动*

!"&%年 '月底! 山姆"贝利克利应邀
来海南万宁实地考察!发现海南不仅能冲
浪!而且可能是世界上冲浪条件最好的地
区之一* 在去年的万宁国际冲浪节!山姆"
贝利克利作为冲浪明星应邀参加冲浪节
活动* 回到英国后!他将自己在万宁的经
历和感受写入了新书!以外国人的眼光审
视万宁!叙述了万宁开展冲浪比赛的良好
条件!告诉读者冲浪运动在当地逐渐兴起
的状况和外国冲浪者对万宁的爱好*

山姆"贝利克利告诉记者! 他已经来
过中国 $次了!在考察的冲浪地点中!非常
喜欢万宁* 他希望世界上的冲浪爱好者可
以通过阅读该书! 认识到万宁! 喜欢上万
宁* 他建议!万宁要发展冲浪产业!应该从
青少年抓起! 培养孩子们对冲浪运动的兴
趣* 在发展的同时!要注重环境保护!为冲
浪爱好者们创造一个美丽的冲浪胜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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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今天上午!来自
美国+澳大利亚)英国等国家的 &!名优秀
男女冲浪手在万宁市日月湾的海面上再
次展开竞技! 角逐 ()*+,-.+, .-/-*-)0项目
冠军,

据介绍! 此次在万宁举办的世界
女子长板职业冲浪赛总决赛除了开创
中国职业冲浪赛事历史先河的同时 !

还有另外一项创举! 即 ()*+,-.+, 冲浪
小组将作为一种男女都可参与的赛事

小组! 让男女冲浪选手可以同场竞技
一较高下,

今天参加这项竞技都是冲浪界的
'高手- 和名人! 其中包括来自美国的
1)2+,3 4+5/+,! 他是好莱坞明星指定冲
浪教练!职业冲浪选手)著名影视明星!

曾在世界十大经典体育电影之一的 &无
尽的夏日 !$扮演主角!是好莱坞影帝尼
古拉斯.凯奇的私人冲浪教练/来自英国
的 657 89+5:9+;!著名的职业冲浪选手和
冲浪作家!曾获得欧洲+英国长板冲浪手

冠军!也是奥克斯博巡回赛长期参加者/

还有来自美国的刚刚获得 <6= 0世界职
业冲浪协会1 世界女子长板冲浪赛冠军
>-0.*5; 63+-0,+-.+等等,

上午 ?点!比赛正式开始,这些优秀冲
浪好手们追逐着海浪! 在浪尖上表演许多
高难度的动作!回冲+翻转+走板等等!相比
前两天的比赛!今天的比赛可看性更强,经
过三轮的竞技!最后!来自美国的 @A,-*3-50

45BA以 &$CD"分赢得了比赛的第一名!拿
走了 E$""美元的奖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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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辈关怀激励海垦创业激情
本报记者 345

&'D"年 !月 F日清晨! 西联农场白南
队割胶辅导员郑红芬接到场部通知! 说是
上午有中央首长来!让他做好准备!到时给
首长表演割胶, 被誉为'割胶高手-的郑红
芬虽多次给中央首长表演割胶! 但这一次
他心里仍怦怦乱跳,

当身着灰色中山装的周恩来总理出现
在胶园时! 郑红芬心头一热23果然是敬爱
的周总理* (他拿起胶刀!下刀+行刀!动作
十分利索! 胶乳从乳管里一滴一滴涌到割
线上!又汇成一串往下流!然后从3鸭舌(上
一滴一滴掉落在胶杯里*

在大家的笑声中! 周总理深情说道2

3这一滴滴胶水!将化为飞机的轮胎+战士
们的胶鞋!将为我们国防建设+经济建设作
出很大的贡献呀4 (

多年以后!&'EE年出生的西联农场退
休职工+ 马来西亚归侨郑红芬仍清晰记得
这一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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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海南农垦博物馆! 翻阅海南天然
橡胶事业各种史料!抑或寻访3老农垦(!人
们都会惊讶地发现! 橡胶树在北纬 &?度G

!H度大面积种植! 这是怎样一件震天撼地
的大事业4

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 帝国主义国家
对我国实行封锁禁运! 天然橡胶也在禁运
之列* 党中央和国务院经过调查研究!果断
作出在我国建立天然橡胶生产基地的决
策* 周恩来总理是当时的决策者之一*

据国家农垦总局原副局长刘济民回
忆! 当时党中央指定由叶剑英和陈云一武
一文两位开国元勋共同承担这一历史性的
重任* &'$&年 &&月初!中共中央决定成立
华南垦殖局! 由时任中共中央华南分局第
一书记的叶剑英兼任局长*

从党中央 &'$& 年作出发展天然橡胶
的决策!至 &'D" 年!海南岛已先后建立了
?" 多个国营橡胶农场! 开垦了近百万亩
橡胶* 最早种植的橡胶已有部分开始开
割!年产量达 &E""多吨*大批良种胶树长
势良好! 新的橡胶开荒种植工作正在大规
模进行*

据郑红芬回忆!&'$&年!在国家的帮助
下! 包括他在内的这批马来西亚归侨辗转
回到祖国!来到了海南岛* 当年!二三十个
年轻人从海口出发!坐着烧碳车!走了三天
三夜才来到位于儋州的西联农场*

当时!西联农场尚处于初创时期!条件

异常艰苦!郑红芬等人住的是茅草房!睡的
是大通铺* 3记得我们的第一项工作是清点
接收资本家和地主的橡胶园! 一共有几万
株橡胶!将它们合并整理在一起!这些橡胶
园后来都成了新中国发展橡胶主要采种基
地! 而我们也成了新中国第一批割胶工
人* (郑红芬说!&'$!年!解放后儋县0现儋
州1的第一片胶园诞生!为了保护好胶苗的
生长!天冷时!胶工们纷纷拿出自己的被子
为胶苗护寒*

郑红芬回忆! 当年周总理视察西联农
场时还鼓励和嘱咐大家说23你们种橡胶不
容易啊!要好好爱护+好好管理!多产胶* 我
们国家建设太需要橡胶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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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新中国农垦事业的奠基者+ 开拓
者!王震将军与海南农垦的渊源颇深*

&'$F年 E月! 王震将军到海南视察工
作* 他先后 D次视察金江农场! 并于 &'$'

年亲自主持建立橡胶试验田! 亲手为试验
田栽下了第一株橡胶苗* 试验田共有 EH

亩!&'DD 年开割!H" 多年来年均亩产干胶
?"C$公斤!达到高产+稳产的效果*

金江农场工会副主席陈海林说!&'$'

年 &!月的一天!在金江农场跃进区九队的
开荒工地上!有一位 $"多岁的老同志头戴
草帽!身着整洁的旧军服!脚穿黑布鞋!和
大家一起搬石头垒梯田坝* 他干活挺内行!

选石+砌石都恰到好处!作业质量上乘!俨

然是一位老把式* 这位老同志就是时任国
家农垦部部长的王震*

&'$D年!国务院正式成立农垦部!王震
出任首任农垦部部长* 为提高橡胶种管水
平!王震部长选择海南农垦的新星+新中+

新进+金江+龙江+阳江 D个农场作为农垦
部的工作点* 他先后 D次下金江农场!亲自
上山视察橡胶种植情况!规划试验田*

&'?D年 &"月 D日!金江农场庆祝建场
E"周年* 上午 &"时许!已年近八旬的王震
将军拄着拐杖第 D次来到试验田* 陈海林
说!老部长看着这片种植 !D 年+正值青壮
年的胶林!高兴得在这里摸一下!那里摸一
下!然后对农场和队里的干部说23我老了!

这次可能是最后一次来试验田了! 我要再
给胶树施一次肥* (队干部立马回队拿来锄
头和化肥* 老部长放下手杖!就在他当年种
的橡胶树下松土+施肥+盖土56接着!他
从胶杯架上取下一杯胶水! 端起来对大家
说23为今天我们取得发展橡胶事业的胜
利!干杯4 (胶林里顿时响起了经久不息的
掌声,

许多老农垦人还记得! 在那个峥嵘岁
月!周恩来)朱德)叶剑英)王震等许多老一
代革命家无不对海南建立天然橡胶生产基
地倾注了极大的心血, 党中央关于在海南
岛建立发展天然橡胶基地的英明决策!老
一辈革命家和几代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殷切
关怀! 直至今日仍时刻激励着农垦人的创
业激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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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省委研究!现将拟任干部人选情况予
以公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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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D'年 &!月出生!安徽阜
阳人!汉族!大学学历)工商管理硕士学位!

&'?D年 ?月参加工作!&'??年 '月加入中
国共产党,历任共青团海南省海口市委副书
记)书记!海口市美兰区委副书记I正处级J!

海口市龙华区委副书记)区长, 现任海南省
海口市委委员)龙华区委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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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DF年 &!月出生!海南乐
东人!汉族!在职研究生学历)经济学硕士学
位!&''%年 F月参加工作!&''?年 &月加入
中国共产党,历任海南省海口市人大常委会
财经工委副主任!海口保税区管委会)海口
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委会财政局局
长0副处级1!海口保税区管委会财政局局长
0副处级1, 现任海南省海口市委委员)审计
局局长)党组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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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D! 年 ' 月出生!广东电
白人! 汉族! 省委党校大学学历!&'?%年 ?

月参加工作!&'?$年 H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历任海南省海口市交通局副局长!海口市委
组织部副部长!海口市交通局局长)党组副
书记!海口市委副秘书长0正处级1!海口市
美兰区委副书记)区长, 现任海南省海口市
美兰区委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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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DD 年 H 月出生!海南海
口人!汉族!大学学历)哲学学士学位!&'??

年 F月参加工作!&'?D年 &!月加入中国共
产党,历任海南省外事侨务办公室国外侨务

处副处长)国际交流处副处长)国际交流处
调研员!海口市政府副秘书长I正处级K)市政
府办公厅党组成员!市卫生局局长)党组书
记!美兰区委副书记)区长,现任海南省海口
市政府秘书长)党组成员!市政府办公厅主
任)党组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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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 年 E 月出生!海南三
亚人! 汉族! 中央党校大学学历!&'F$年 ?

月参加工作!&'?E 年 &" 月加入中国共产
党,历任海南省三亚市人事劳动保障局副局
长)党组成员!三亚市人事劳动保障局局长)

党组书记!三亚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市人事
劳动保障局局长)党组书记, 现任海南省三
亚市委委员)副市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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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DH年 &&月出生!海南临
高人!汉族!中央党校研究生学历!&'?$年 F

月参加工作!&'?'年 H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历任海南省纪委案件审理室副处级监察员!

海南省纪委机关党委专职副书记 I正处级K!

三亚市纪委副书记! 三亚市审计局局长)党
组书记, 现任海南省三亚市委委员)审计局
局长)党组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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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DE年 &"月出生!江苏溧
阳人!汉族!研究生学历)管理学博士学位!

&'??年 ?月参加工作!&'''年 !月加入中
国共产党!&''?年 &!月加入中国民主建国
会,历任海南省经济合作厅政策法规处副处
长)调研员!海南天涯水业0集团1公司董事
长)总经理)党委副书记)法人代表!民建三
亚市委主委!三亚市政协副主席0不驻会1,

现任海南省三亚市政协副主席 I不驻会K)海
南天涯水业0集团1公司董事长)总经理!三
亚中法供水有限公司董事长!民建三亚市委
主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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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D? 年 ' 月出生!广东梅
州人!汉族!省委党校研究生学历)法学学士
学位!&''&年 F月参加工作!&''E年 && 月
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海南省政府办公厅秘
书处副处长!海南省政府总值班室助理调研
员)正处级秘书!三亚市委副秘书长I正处
级K!三亚市发展和改革局局长)党组书记,

现任海南省三亚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任)

党组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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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DD年 &"月出生!海南澄迈
人!汉族!省委党校研究生学历!高级会计师!

&'?D年 ?月参加工作!&''$年 &"月加入中
国共产党, 曾任三亚市财政局副局长)党组成
员,现任三亚市财政局局长)党组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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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D$年 &!月出生!海南三
亚人!苗族!中央党校研究生学历!&'?D年 F

月参加工作!&''E年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历任海南省三亚市文体局副局长)党组成员!

三亚市政协经济科技委员会主任, 现任海南
省三亚市政协秘书长)党组成员!

���i*

+xª«��L��´������(

¼½¾

!男!&'DE 年 E 月出生!海南三
亚人!汉族!中央党校研究生学历!&'?H年 F

月参加工作!&'?$年 H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历任海南省三亚市土地管理局助理调研员!

三亚市田独镇党委书记0副处级K!三亚市交
通局副局长)党组成员!三亚市海棠湾镇党
委书记0正处级1)人大主席)三亚市海棠湾
管委会副主任!三亚市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
理委员会党委书记,现任海南省三亚市河西
区工委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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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DF年 &"月出生!海南儋
州人!汉族!在职大学学历)农业推广硕士学
位!&'?'年 F月参加工作!&'?'年 &月加入
中国共产党, 历任海南省儋州市副市长!儋
州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儋州市政府党组
成员, 现任海南省儋州市政府副市长0正处
级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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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年 &"月出生!海南儋
州人! 汉族! 中央党校大学学历!&'FH年 ?

月参加工作!&'?$年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历任海南省儋州市地税局局长) 党组书记
0副处级1!儋州市副市长)党组成员!儋州市
委常委)市政府副市长)木棠镇委书记,现任
海南省儋州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0正处级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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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D! 年 $ 月出生!海南儋
州人! 汉族! 中央党校大学学历!&'F?年 H

月参加工作!&'?F年 D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历任儋州市委常委)文化广电出版体育局局
长!儋州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现任海南省
儋州市委委员)统战部部长)市政协党组成

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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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FE年 &"月出生!海南海
口人!汉族!省委党校研究生学历)文学学士
学位!&''$年 ?月参加工作!&''H年 &月加
入中国共产党, 历任海南省科协组宣部副部
长)党组秘书!组宣部部长)党组秘书!儋州市
委组织部副部长0正处级1, 现任海南省儋州
市委组织部副部长0正处级1)市委老干部局
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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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 年 ' 月出生!海南儋
州人! 汉族! 中央党校大学学历!&'?"年 H

月参加工作!&''"年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历任海南省儋州市副市长)党组成员!儋州
市政府党组成员,现任海南省儋州市财政局
局长)党组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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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DE年 &"月出生!海南儋
州人!汉族!中央党校大学学历!&'?&年 &"

月参加工作!&'?$年 H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历任海南省儋州市副市长)党组成员!儋州
市政府党组成员) 市国土环境资源局局长)

党组书记,现任海南省儋州市国土环境资源
局局长)党组书记!市政府副秘书长)市政府
办公室党组成员!

���i*+xÊË��

���������(

Ò Ó

!男!&'DH 年 ? 月出生!海南海
口人!汉族!中央党校研究生学历!&'?E 年
&!月参加工作!&'?D年 &!月加入中国共产
党, 历任海南省儋州市政协副主席)党组成
员)市委统战部部长!儋州市委统战部部长)

市政协党组成员,现任海南省儋州市政府秘
书长)党组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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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F!年 &"月出生!海南儋
州人! 汉族! 中央党校大学学历!&''&年 ?

月参加工作!&''"年 H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历任海南省儋州市副市长)党组成员!儋州
市政府党组成员) 市农业工作委员会主任)

党组书记,现任海南省儋州市农业委员会主
任)党委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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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DH年 &"月出生!海南儋
州人!汉族!大学学历!中学特级教师!&'?F

年 F月参加工作!&''?年 &&月加入中国民
主促进会,历任海南省儋州市中等职业技术
学校副校长0副处级1)民进儋州市委主委,

现任民进海南省儋州市委专职主委 0副处
级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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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广大干部群众反映拟任人选思想
作风)道德品质)工作能力)廉政勤政等方面
存在的问题,反映问题可以通过来信)来电)

来访)网上举报等方式进行, 举报人应实事
求是地反映问题!提倡实名举报, 我们将严
格遵守党的纪律!履行保密义务,

ÙÚ|Û#

&"月 !'日至 &&月 ?日!共
F个工作日,

ÜÝ8Þ #

0"?'?1&!E?"G&!D$EF?'$H

0传真1,

ÜÝHß# 海南省海口市国兴大道 D'

号海南广场 &号楼 E"?房省委组织部干部
监督处0邮编2$F"!"E1,

à á â 3 # 中共海南省委组织部
3&!E?"(举报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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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部湾首届渔歌节暨临高第五届渔民节
于 &" 月 !F 日落下帷幕!D 大系列活动精
彩纷呈!亮点频现!受到嘉宾)游客及市民
的好评,

临高县委常委) 渔歌节组委会主任朱
美莲告诉记者!本次节庆活动档次高)规模
大)文化特色浓!影响力进一步提升!给群
众带来文化和视觉的盛宴! 让人们领略了
临高特色渔家文化的魅力,

据介绍! 临高县在以往 H届渔民节的
基础上!创新思路!改变3单打独斗)自娱自
乐(做法!与两广的有关部门联合承办!强
强联手!精心策划!打造品牌!提升档次!扩
大节庆活动影响力,活动开展以来!吸引了
数万名省内外游客到临高品哩哩美风情!

听北部湾渔歌!赏后水湾海鲜,

海钓邀请赛是临高乃至海南西部市县
首次举办的高规格海钓比赛! 来自越南以
及国内广东)广西)天津)黑龙江等地的 ?"

多位选手登场竞技,

3寻找北部湾原生态渔歌歌王歌后(

评选活动今年 ' 月启动!包括两广在内
的北部湾地区的 !"" 多名渔歌爱好者
积极报名参与!让原生态渔歌得到传承
和发扬,

临高市民王小中向记者表示 !本
次渔歌节内容丰富 ! 除了渔民技能大
赛 )海钓邀请赛 )歌王歌后总决赛外 !

参与开幕式)渔乡风情夜)闭幕式演出
的演员人数多!观看的群众多!盛况前
所未有,

来自美国的游客阮东升表示! 本次渔
歌节文化特色浓! 很好地展示了临高及北
部湾渔区的民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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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部湾首届渔歌节暨临高第五届渔民节活
动组委会获悉! 临高渔乡风情夜活动设置
的海产品及贝类工艺品展销区!H$种干海
产品及 &!种贝类工艺品受广大游客青睐!

三天共销售干海产品 $"""斤!收到订单 !"

多个,

据了解! 这次干海产品展区共有 ?个展
销摊位!对鱿鱼)沙虫)红鱼)龙虾)海蛇)鱼
肚)小银鱼)墨鱼)鳗鳞鱼)三文鱼)比目鱼)海

参)海胆等 H$种干海产品进行展销,

记者在展销区前看到!来采购的人络
绎不绝, 一位来自广州的客商对临高的海
产品很是赞赏! 当即购买鱿鱼) 沙虫)红
鱼)龙虾)海蛇)鱼肚等各类干海产品!共
&"""斤,

临高是海洋渔业大县! 干海产品名扬
省内外!每年都吸引着大量客商来选购,临
高县有关负责人介绍! 临高将继续引进企
业!建设干海产品展销中心!让临高成为海
南甚至北部湾的干海产品流通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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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下午! 中国第 ???架波音飞机徐徐降
落在海口美兰国际机场! 由波音公司正式
交付给海南航空股份有限公司,据悉!截至
目前! 海航集团投入运营的机队规模达到
E"F架,

据介绍! 作为世界上历史最为悠久的

飞机制造商! 波音公司与海南航空的渊源
颇深! 海南航空历史上的第一架飞机就采
购自波音公司,截至目前!海航在册的波音
飞机有近 &""架, 此次引进的波音飞机为
3天空内饰(版 FEF7?""型客机!其最大特
点是客舱内部灯光的色彩)亮度!可根据旅
客用餐)休息的不同需求进行调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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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加镇政府组织的中国热带
科学院专家授课 !次! 到县典型养殖户考
察 !次,

从开展3技能型乡镇政府(建设以来!竹
下种姜)林中养蛇)水塘立体养殖66一批批
由乡镇干部带动农户增收的项目兴旺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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牙叉镇字针村 !$岁青年符日智养的
$""多只鸡近日脱销了!刚出手了一批 H""

多只! 剩下的不到 &""只鸡被好多买家紧
盯着!只因为他的鸡是在山坡上放养!喂的
饲料也纯净, 这个情况连符日智自己也没
想到!他跟表哥商量后!决定先把在白沙农
村合作银行贷的 !万元资金还上! 再申请
多贷一些款扩大养殖规模,去年!符日智的
表哥就是通过先还贷再借贷! 扩大了养殖
规模)提高了经济效益,

去年 E月底正式成立的白沙农村合作
银行! 是我省较早发放农户小额贷款的银
行, 白沙的农户只要有林权证或多个农户
联保!就可轻松获得小额贷款,

有效的金融服务!尤其是小额信贷
让一大批农户迅速发展起来 , 截至今
年 ' 月末 ! 白沙农村合作银行发放涉
农贷款 E C! 亿元 !占贷款总额的 ?HL ,

发放小额信用贷款 !%H' 户! 共计金额
EH$$ 万元,

白沙元门乡翁村的王家运种有 #%%多
亩竹笋! 借助合作社社员联保贷款 #D 万
元!加上政府扶持的近 #%万元资金!他建
起了一个竹笋初加工厂! 不仅消化了自家
地里的竹笋! 还解决了周边农户的竹笋销
售问题!获得了可观的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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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沙种植养殖业发展有很多失败的历

史!大范围推广生猪)肉兔)南药等养殖种
植就是其中几项! 失败原因主要是市场对
接不到位,

今年开始!白沙县政府投入近 !%%%万
元资金!从山东购买姜苗!分发到一批农户
手中!一次性完成 F%%%亩种姜规模, 为避
免出现以前的市场对接问题! 县政府与经
销商签订购买合同!为姜农找好销售渠道,

同时!政府又拿出 H%%%万元!建设生姜加
工厂!延长生姜产业链,

3白沙农业发展的教训告诉我们!产业
不成规模不行!下游没有加工业不行, (白
沙县委书记严正告诉记者,他说!以加工业
来定种植规模的时代到了,

在白沙邦溪镇农林产品加工园区!姜
茶厂) 酒精厂等农产品深加工企业已经投
产!农民种出的生姜)木薯源源不断地送到
加工厂! 加工园也吸引了大批农村劳动力
聚集,农产品深加工!正成为促进白沙农民
增收的一个重要引擎,

主业种植橡胶!副业经营家庭旅馆!

还有种菜)养鸡)养猪)养鱼等, 像王金
花家一样! 在白沙元门乡罗帅村!$! 户
村民全部参与到3天涯驿站(度假旅游项
目中来,

按照县委)县政府计划!未来几年中!

白沙将有 '个村庄参与到3天涯驿站(项目
中,而以整村推进方式!创建高档次文明生
态村!发展乡村旅游总村数将达 !E%个!占
全县自然村总数的 $EC?L,

培训农户采用科技手段向现有土地
要效益! 增强干部专业技能更好地指导
和带领农户致富! 借地方银行之力解决
农户发展资金问题! 延长农产品产业链
条! 白沙让农民可持续增收的渠道越来
越多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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