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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三亚8月6日电（记者孙婧）
今天，《人民日报》在头版和二版分别以
《三亚“指尖上办公”在状态》、《“工作
群”破解行政拖沓》为题，报道了三亚市
政府今年以来布局微信群办公取得的
成效，认为这不仅改变了工作方式，更
显著提高了职能部门的工作效率。

报道称，自今年元旦前，三亚开始
布局微信工作群的建设，至7月底，全市
各区、各市直机关单位，围绕重点工作，
都建立了自己的微信工作群，推行“指
尖上办公”。这样，所有政府工作人员
在新闻、网帖、朋友圈中发现城市管理
存在的任何问题，都能即时分享到工作
群，以便职能部门第一时间处置。

报道指出，三亚市各级政府部门、
各行业主管单位今年都开始了指尖上

的城市管理探索。如三亚市政府建立
的“共建精品三亚”微信群，群成员包括
市政府各职能部门负责人、四个区政府
主要负责人。若市长在群里组织话题
讨论，就相当于召开市政府全体会议。
此外，三亚还建立了市四套班子领导工
作群、政府部门工作群、黄金周工作群、
旅游景区安全工作群等，突出问题导
向，保持信息畅通、上下联动。

报道说，微信工作群全覆盖，信息

灵通，有利于打破层级门槛、减少沟通
环节。以受理群众投诉为例，今年6月
20日，有人投诉三亚凤凰机场的电瓶车
运载力不足，“按传统的办公模式，这一
投诉需要公安、交通、机场等多个部门
协调，一层层开会打报告，如果意见不
统一，就撂下了。”据报道称，采用微信
办公的方式，这条投诉从被转到政府部
门微信群，到应急措施全部处置到位，
前后只花了10个小时的时间。然而换

做此前，则很可能花上几天时间。
三亚市委政研室吴畏在接受人

民日报采访时表示，城市管理中很多
事原本需开会方可解决的事务，现在
通过微信办公的方式得以被快速解
决了。

报道还称赞在微信工作群里，各类
问题的处理意见和进程均可公开，让相
关责任人及其工作效率更加一目了然，
有利于行政责任落实到位。

三亚“指尖上办公”减少沟通环节
本报讯（记者胡续发）第22届全国省级党报总

编辑年会近日在新疆乌鲁木齐举行，来自全国各省
（区、市）的党报工作者围绕“新常态下党报改革与
创新”、“‘一带一路’战略下党报新闻报道的转型”、

“省级党报媒体融合的探索与实践”等主题展开研
讨交流，并评选出第22届全国省级党报好新闻奖。

与会人员认为，党报是党的喉舌，是党联系广
大干部群众的重要纽带，新形势下，办好党报更加重
要。面对传媒市场加速变革、新兴媒体崛起的挑战
和机遇，党报工作者应主动适应新形势，在唱响主旋
律基础上，锐意改革创新，进一步提升党报影响力。
要认真思考和研究问题，学习借鉴国内外先进媒体
经验，在宣传报道形式和内容上更加接地气，贴近群
众、吸引群众，以更高的标准把党报办好。

会议评选出第 22 届全国省级党报新闻奖。
本报有8件作品获奖。其中《不屈的脊梁不沉的
岛》、《长风猎猎过大江》、摄影作品《暴雨中的挺
进》获一等奖。另有2件作品获二等奖，2件作品
获三等奖，1件作品获好版面奖。

会议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宣传部主办，新
疆日报社承办。

第22届全国省级党报
总编辑年会举行
本报8件作品获全国省级党报好新闻奖

本报石碌 8月 6日电 （记者黄
能 通讯员何信伶）记者从昌江黎族自
治县总工会了解到，该县日前开展今
年的“金秋助学”活动，以帮助困难职
工和农民工解决子女上学难问题，让
寒门学子圆大学梦。

记者近日在昌江县总工会职工服
务中心看到，不少学生和家长前来办
理、咨询“金秋助学”的所须事项、信
息，工作人员耐心地讲解活动的有关
政策和规定。昌化镇的符俊利是一名
大一学生，他告诉记者，去年他考上了
三亚城市职业学院，家里生活比较困

难，得知今年“金秋助学”活动开始后，
作为往届“回访生”，他赶紧过来申请。

据了解，今年“金秋助学”帮扶对象
主要是国家助学体系暂时没有覆盖，或
者已经覆盖到但需要进一步救助的困
难职工和困难农民工上学子女。往届
回访资助的大学生仅限在第二、第三年
接受资助。资助标准是2015年大专以
上普通高校录取的困难职工、农民工家
庭学生，每名可接受资助 5000 元，
2013年、2014年资助过现在仍生活困
难的在校大学生则获资助1000元，申
报截止时间为8月14日。

本报五指山8月6日电（记者易
建阳 通讯员符国楠）爱心助学在行
动，慷慨解囊暖人心。昨天上午，五指
山在市政府办公楼前举行2015年“爱
心助学行动”捐助仪式。截至当天下
午，共收到社会各界捐款30余万元。

在捐款仪式上，该市四套班子领导
成员、法检两长和驻军警部队负责人、
各乡镇负责人、市直机关事业单位全体
干部职工以及各企业代表等先后奉献
爱心，数额从50元至1000元不等。

“除了今天的集中捐款，还有人陆

续到我们单位捐款，有些人捐款不留姓
名。五指山消防大队与我们联系，要对
口资助3名大学生。”五指山市共青团委
负责人告诉记者，今年已经有50多名学
生递交了资助申请，他们将组织人员入
户调查，对符合条件的学校进行资助。

据了解，五指山从2006年开始举
办爱心助学活动，汇集社会爱心力
量。近两年来，累计帮助500多名贫
困学生圆了大学梦。

五指山开展爱心助学活动
社会各界捐款30余万元

本报抱由8月6日电（记者苏庆
明 特约记者孙体雄）为帮助今年考上
大学、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顺利走进
校门，乐东黎族自治县近日发起“希望
工程圆梦行动”。截至昨天，全县各机
关、企事业单位干部职工共计捐款
20.68万元。

据统计，乐东今年将有400多名
大学新生面临入学难的问题。为帮助
他们顺利入学，团乐东县委、县直属单

位工委决定开展2015年“希望工程圆
梦行动”活动，活动主要资助今年被全
国第二批以上（含第二批）本科高校录
取的农村贫困家庭和城镇低收入家庭
的学生，和被全国第三批本科高等院
校录取的少数民族贫困学生。

据团乐东县委负责人介绍，乐东
“希望工程圆梦行动”所获得的捐款，
将按每名受资助贫困大学生的贫困程
度一次性发放2000元至5000元。

中央媒体看海南

本报海口8月6日讯（记者陈蔚
林）今天下午，我省创作拍摄的3D电
影《轩辕剑传奇》观摩会暨扶持残疾大

学生创业捐赠仪式在海口举行。仪式
上，海南大舜影视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向省残疾人基金会捐款10万元，此善

款将全部用于支持残疾大学生创业。
据悉，活动由省文联主办，省企业

联合会、省企业家协会、海南大舜影视
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协办。活动主办方
表示，此次片方向省残疾人基金会捐
款，就是为了呼应和传递影片中表现
的正能量。

片方捐款10万元助残疾大学生创业
《轩辕剑传奇》戏里戏外传递正能量

本报抱由8月6日电（记者苏庆
明 特约记者孙体雄）记者从乐东黎族
自治县教育局了解到，海南省发展控
股有限公司今年起在乐东实施“海控
助学”贫困大学新生资助项目，每年将
资助该县黄流、佛罗、莺歌海3镇符合
条件的学子30人，每人资助6000元。

根据助学方案，海控公司将在具

有上述3镇户籍、参加当年高考并被本
科院校正式录取、家庭经济特别困难
的大学新生中，每年每镇选出10人进
行资助。获得资助须满足下列条件中
的一条，一是父母双亡；二是因自然灾
害、重大疾病或父母丧失劳动能力等
造成家庭经济特别困难；三是家庭特
别困难，且具有父或母或考生本人残

疾，父母双双下岗，单亲等情况之一；
四是享受政府最低生活补贴的家庭。
同等条件下，将优先资助毗邻莺歌海
盐场的自然村的考生。

具体办理程序为，考生到县政府
网站信息公开栏下载申请表，并提交
申请，经村（居）委会调查核实并签署
意见后，由镇政府审核确定10人名
单，经3天公示无异议后于每年8月20
日前报县教育局。海控公司将把资助
资金转入县教育局账户，由教育局在
开学前发放到资助对象。

省发展控股公司在乐东实施助学项目
每年资助30名困难学子18万元

乐东干部职工
为贫困大学生捐资20万元

昌江启动金秋助学活动
寒门学子最高可获资助5000元

预计本月中旬完工

五指山安装首批
70块旅游导示牌

本报五指山8月6日电（记者易建阳 通讯员
王国军）“这次五指山市政府投入了360万元，在全
市范围内新安装70块旅游导示牌，目前已经安装大
半，预计本月中旬可完工。”今天，五指山市旅游发
展局局长陈键告诉记者。

据悉，在五指山市域范围内设置的这些旅游导
示牌主要是方便自驾游、背包游、旅行骑游的游客，
让大家了解景区景点、酒店的位置。

记者在五指山市区主要干道及市域主要交通
路口看到，导示牌底色为暗红，在牌子上部和底部
都带有黎族大力神等民族文化元素，有些底部还配
有五指山市地图和民族风情图片，并标注游客所在
位置，中间部分为酒店及景区景点的方向和距离。

据了解，近年来五指山市高度重视旅游基础设
施建设，去年，该市建成旅游咨询服务中心，累计为
各类游客免费提供咨询服务1.6万余人次，该市还
将在水满乡和汽车站筹划建设两个旅游咨询服务
中心。此外，毛阳镇至水满乡旅游公路毛阳至五指
山大峡谷漂流终点段预计年底可建成，同时红峡谷
旅游区、黎峒文化园、水满风情小镇等一批重点旅
游项目也在如火如荼地建设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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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儋州元利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联系人：梁静霞

联系电话：13322066139

地址：南丰镇松门村

品种：红心蜜柚

2、海南南宏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联系人：刘秋宏

联系电话：13907553877

地址：南丰镇角要村

品种：主要为水晶蜜柚

3、海南儋州大成晶柚实验园

联系人：侍文博

联系电话：13976761888

地址：大成镇基善村

品种：水晶蜜柚

儋州蜜柚
销售联系方式

了解或购买儋州农产品请扫二
维码登录中国移动分销第一平台
121店海南儋州馆

供不应求——
儋州蜜柚“抢疯了”

柚子主要产于我国福建、江西、湖南、
广东、广西、浙江、四川等南方地区。而儋
州，乃至海南在国内都算不上柚子的主产
地。“和福建相比，我们种植的柚子规模实
在太小了。”儋州市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
心主任吴曼峰介绍说，儋州大规模柚子种
植的历史并不长，最早连片种植的是位于
大成镇推赛村的大成晶柚实验园，树龄仅
15年，规模200亩。

目前，儋州全市共种植蜜柚3000亩左
右，主要集中在南丰、大成、东成三个镇，品
种以红心蜜柚、黄金蜜柚、水晶蜜柚为主。

规模不大，但儋州柚子市场影响力非常不
错。目前，大成晶柚实验园生产的水晶蜜
柚，零售价已达26元每斤，元利公司生产
的红心蜜柚，售价也可达10元每斤。

尽管售价不菲，但儋州柚子的销售情
况非常好。元利公司等几个大型柚子园，
柚子才长到拳头大，就被外地客商预订
了。元利公司负责人杨志麟说：“今年我们
打算控一下市场，少接批发商的订单，尽量
将柚子的销售期延长些，以满足本地消费
者的需求，扩大市场影响力。”

“儋州柚子供不应求，原因主要有两
个，一是品质好，二是上市早。”杨志麟介绍
说，儋州地处热带，光照充足，种植的红心
蜜柚甜度更甜，味道更佳。更为重要的是，
儋州蜜柚成熟期早，上市时间比内地早1

个月左右，可谓占尽了天时地利，不仅避开
了上市高峰期，还能卖出好价钱。

海南南宏农业开发有限公司在南丰
镇种植蜜柚250亩，年产蜜柚50万斤左
右。但每年产量几乎只能满足一两家收
购商的需求，绝大多数蜂拥而至的客商只
能抱憾而归。“儋州应该继续扩大蜜柚种
植规模，几乎不用愁销路。”南宏公司经理
刘晋民说。

富农产业——
村民种蜜柚有盼头

儋州目前的柚子种植基地比较分
散，主要以企业为主，农民参与不多。“不
能只是企业赚钱，农民看热闹。”吴曼峰

说，儋州正致力于以位于南丰镇的儋州
元利农业开发有限公司蜜柚种植基地为
基础，打造一个国家级柚子标准化生产
示范园，并以此作为标准化生产示范基
地的培训基地，来辐射和带动周边农民
发展柚子产业。

实际上，在发展蜜柚产业方面，儋州已
有部分农民开始上路了。在南丰镇武教、
油文两个村委会，绿油油的柚子树长势喜
人，但由于树龄不长，目前尚未挂果。据南
丰镇党委书记林威介绍，油文村委会石井
村老支书周贤看到柚子产业前景好，便去
南宏公司学习种植技术、购买种苗，并联合
7户村民成立了农夫子种植合作社，如今
已发展蜜柚330亩。

南宏公司位于武教村委会角要村，种

植蜜柚已有12年。角要村民小组组长黄
亚强，此前是村里的竹子种子大户，种有四
季竹260多亩。2012年，眼见蜜柚市场前
景渐好，黄亚强找到南宏公司，学习蜜柚种
植技术，从福建买来“三红蜜柚”种苗，并砍
掉了已进入丰产期的160亩竹子，改种蜜
柚。

“只有我一家种，难以形成规模效应，
不利于闯市场。”黄亚强说，他召集一些有
想法的村民商量：“要么大家一起种，要么
都不种。”为了调动大家的积极性，他带领
村民到柚子种植地参观学习了好几次。最
终，黄亚强等7名村民行动起来，在田间地
头种了一批蜜柚。

如今，角要村20户村民共种有蜜柚
700亩，种蜜柚的家庭占全村20%。黄亚
强说，他们目前正在筹建蜜柚种植合作
社。“新种的柚子树要到5年才开始结果，
再过两年第一批种下的蜜柚就挂果了，那
时候我们就有收获咯！”对于未来，黄亚强
满怀憧憬。

农旅相融——
发展蜜柚主题休闲观光游

根据儋州市政府打造农业知名品牌的
计划，儋州将在未来2年内新增蜜柚2000
亩，使儋州蜜柚的种植规模达到5000亩，
成为海南蜜柚种植面积最大的地区。此
外，儋州今年还投入专项经费，用于蜜柚的
包装设计、品牌宣传、基地建设等，力促“儋
州蜜柚”成为儋州又一响亮名片。

不仅如此，儋州还计划融合旅游产
业，推动以蜜柚为主题的休闲观光农业发
展。据吴曼峰透露，儋州市政府今年计划
扶持儋州元利农业开发有限公司打造以
蜜柚为主题的休闲农庄，以企业投资为
主，政府扶持为辅建设并逐步完善基础设
施，为游客提供蜜柚采摘、农业观光、餐饮
休闲等服务。

据元利公司负责人梁静霞介绍，元利
公司蜜柚种植基地除了种有200亩红心蜜
柚外，还种有荔枝250亩，基地里风景优
美。此外，基地背靠莲花岭森林公园，距松
涛水库仅3公里，距正在筹建的海航高尔
夫球场仅1公里，发展休闲旅游前景广阔。

（白竹 谢振安 张琳）

打造集蜜柚种植、农业观光、餐饮休闲于一体的“甜蜜”产业

儋州蜜柚：潜力产业待做大
“蒹葭淅沥含秋雾，橘柚玲珑透

夕阳。”唐代诗人柳宗元的诗句，写
的是秋天成熟的橘柚，晶莹剔透，可
透过夕阳。诗人或许不知道，千里
之外的海南岛，大暑方过，立秋未
至，柚子就已经熟透。摘下一个，除
去黄中带绿的表皮，一瓣瓣如水晶、
如玛瑙的果肉，令人垂涎。

8 月 5日中午，儋州市南丰
镇，元利农业开发有限公司蜜柚
种植基地，一群操着各地口音的
客人驾车来到硕果累累的柚子
园，或参观果园，或拍照留念，或
品尝蜜柚，自得其乐。摘果、称
重、打包……基地负责人梁静霞
忙得汗流浃背，短短 1 个多小
时，她就卖出了100多箱蜜柚。

元利蜜柚种植基地，只是儋
州蜜柚产业发展的一个缩影。今
年开始，儋州着手发展壮大蜜柚产
业，并计划以此为基础，融合旅游
产业，打造集蜜柚种植、农业观光、
餐饮休闲于一体的“甜蜜”产业，使
之成为促农增收的又一新动力。

海南南宏农业开发有限公司种植的250亩蜜柚生产基地。 舒晓 摄

儋州大成晶柚实验园别具特色的
晶柚挂满枝头。 舒晓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