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八所12月5日电（记者徐一
豪 特约记者高智）今天凌晨1时40分
许，东方市东河镇发生一起较大交通事
故，4名在校初中生共乘一辆摩托车经
大广坝水库时，不慎撞到堤坝护栏，驾乘
4人跌落坝底，全部身亡。

据了解，12月 5日凌晨 1时 40分
许，符某与3名女生驾乘一辆二轮摩托
车经过大广坝水库堤坝弯道时，摩托车
碰撞堤坝护栏，4人被甩出，跌至31米
高的大坝底部。3名女生当场死亡，符
某因伤重送医抢救无效死亡。

事故发生后，副省长、省公安厅厅长
李富林作出指示，要求有关部门做好善
后工作，并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东方市
委、市政府高度重视，连夜迅速启动应急
处置预案。东方市委书记吉明江指派相
关单位赶赴现场进行处置，做好死者善
后及家属安抚工作。

事发后，东方市公安局启动紧急社
会救助程序，已分别给每位死者家属垫
付2.5万元。目前，4名死者的尸体均被
家属领回着手安葬。善后及事故具体原
因调查相关工作正在进行中。

东方发生一起较大交通事故

4名学生乘摩托车
坠下大广坝身亡

本报嘉积12月5日电（记者蔡倩
通讯员林雯晶）今天，琼海市万泉镇原乡
人树上咖啡屋一派热闹，第二届琼海味
道嘉年华活动之万泉水乡海陆空科模嘉
年华在此举行。

漫步于万泉河边的林荫小道，放飞自
己亲手制作的纸飞机和竹蜻蜓，品品万泉
当地特色小吃……来自海南岛内外的30
组家庭游客来此深度体验万泉水乡风情
小镇的“水乡风情”和“万泉味道”。

据了解，本次活动由琼海市人民政
府主办，包括“空、陆、海、食、游”五大部
分，通过举办琼海市第一届车辆模型比
赛和琼海味道航模嘉年华等一系列活
动，挖掘以青少年海陆空模型比赛、培训
一体的科技产业，此后还将联合省航模
协会、深玩海南俱乐部、100海南完美假
期等社会团体联合承办国家级和省级模
型比赛，提高乡镇知名度，带给万泉新产
业和新气象。

观模展、享美食、赏佳景

游客全方位感受
“琼海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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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见习记者 丁平

当今，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中，
消费的作用日渐突出。近日国家统计局
海南调查总队的统计显示，前三季度，海
南农村居民人均生活消费性支出5786
元，同比名义增长16%，高于全国平均
水平5.3个百分点，在全国31个省区市
中，增幅居第二位。

没有什么比数据更有说服力：海南
在转方式、调结构过程中，换挡不掉质，
优化了结构、形成了新动力，划出一道漂
亮的上扬线……

农民家中赶“网集”

80后的陈女士是定安县定城镇马

坡村人。今年4月份，陈女士靠个人信
用、单位工资等证明获得了银行1.2万
元的旅游贷款，去了一趟欧洲。

今年以来，海南金融机构加大对农村
金融支持力度，仅海南省农信社前三季
度，50万元以下小额贷款就发放6万余
户。如果说“赊账消费”是前三季度农村
居民消费的“新情况”，那“互联网+流通”
则已成为海南农村消费模式的新趋势。

11月27日，在文昌市潭牛镇潭北村，
村民谭小姐正在网上“赶集”。谭小姐告诉
记者，她每个月网购要花3000多元。

在农村消费新情况的带动下，农村
消费市场快速发展，农村消费正加快转
型升级。今年前三季度，农村零售额同
比增长11.5%，消费支出拉动GDP增长
进一步增强。

海南农民收入增速高于全国

消费转型升级的背后，是农村居民
收入的增长。

国家统计局海南调查总队一体化住
户调查结果显示，2015年前三季度，海
南农村居民收入增速快于全国0.6个百
分点。从收入来源看，工资性收入、经营
净收入分别同比增长20.3%、5.4%，占收
入增长大头。

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海南
发展研究所所长夏锋分析，前三季度消
费数据的含金量主要体现在两个“好”
上。一是趋势好，表明消费（尤其农村
消费）对海南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进一
步增强，为海南“十三五”形成消费主导

的经济增长新格局开了个好头。二是
结构好，服务型消费需求快速增长，表
明形成以现代服务业为主导的经济结
构开始提速。

农村硬件缺陷阻碍电商消费

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黎母山脚下的
大边村村民杨胜曾经网购过衣服，但是
快递员只把货送到了4公里外的新丰农
场，“网购还是不方便。”

夏锋说，近年来，海南农村交通基础
设施有了很大的改善，但与“打通最后一
公里”的要求，还有很大改进空间。

网速慢、手机信号不稳定也是阻碍
海南农村电商消费发展的一大难题。
农村不仅网速慢，宽带覆盖率也低，目

前我省高速宽带在行政村的覆盖率仅
为61%。

消费仍需多样化产品拉动

尽管我省农村居民人均生活消费支
出增幅居全国第二位，但还有进一步提
升的空间。

抽样调查显示，前三季度海南居民
人均生活消费支出中，教育文化娱乐支
出同比下降4.4%。夏锋分析，这主要是
由于文化体育娱乐基础建设的历史欠账
太多，海南农村农家书屋、村级文化室等
难以满足本地农村居民消费结构升级的
需求。他认为，提升消费支出的关键在
于为农村居民提供多样化、高水平的服
务产品。 （本报海口12月5日讯）

今年前三季度海南农村居民消费支出增幅居全国第二

我省农村消费“含金量”高

本报海口12月5日讯（记者许春媚）由省精
神文明建设指导委员会办公室、省文化广电出版
体育厅、海南广播电视总台共同主办的2015年海
南省文明生态村广场健身操（舞）大赛北部赛区复
赛昨晚在省高级体校鸣锣开赛。本场比赛作为
2015年海南省文明生态村广场健身操（舞）大赛的
首场复赛，来自海口龙华、秀英、美兰、琼山4个区
的13支代表队争夺北部赛区4个晋级决赛名额。

经过两个小时的激烈比拼，海口市龙华区精英艺
术团摘得桂冠，西秀镇新海渔家文艺队、海南群众艺
术馆圆梦舞蹈队、舞韵团分列第二至第四名。这四支
队伍将代表北部赛区参加月底举行的全省总决赛。

海南省文明生态村广场健身操（舞）大赛自
2012年启动以来，已经成功举办三届，现已逐渐
成为海南省全民健身运动品牌赛事之一。

文明生态村广场健身操（舞）
大赛北部赛区开赛

本报海口12月5日讯（记者许春媚）今晚，
伴随一曲海南黎族欢歌——《山兰放歌》的唱响，
第四届中国南方（海口）国际合唱艺术周在海口人
大会堂正式拉开帷幕。

第四届中国南方（海口）国际合唱艺术周主
要活动内容包括合唱比赛、合唱展演等。未来3
天里，来自辽宁、安徽、福建、台湾的20个合唱团
将和我省海口、三亚、琼中等17个合唱团同台献
艺，参演人数近2000人。

活动主办方之一、海口市政府相关负责人表
示，中国南方国际合唱艺术周经过前三届的精心
打造，已初步形成海口市群众性文化艺术活动的
知名品牌。本届合唱艺术周为海口在国家“一带
一路”发展战略的新机遇、新挑战中提供了难得的
学习交流机会。中国合唱协会、海南省委宣传部、
海南省文联等相关部门领导出席了开幕式。

第四届中国南方（海口）国际合唱艺术周由中
国合唱协会、海南省文联和海口市政府共同举办，
海南省合唱协会和海口市文体局共同承办。

第四届中国南方（海口）
国际合唱艺术周开幕

■ 本报记者 苏庆明 特约记者 孙体雄

隆起的腹部，比同龄人矮小的个
子，发白的皮肤，郁郁寡欢的神情，见到
小芳（化名）的第一面，就能感知她在同
龄人中不太寻常。

已经7岁的小芳是乐东黎族自治

县抱由镇多建村的一名重型地中海贫
血患儿。从半岁时发现患病至今，小芳
已经做了两次脾切除手术，需要每个月
输血来维持生命。虽然有新农合和低
保保障，但为了给小芳输血，她的父亲
阿韦每个月仍然要掏出500元。

这一不幸，对阿韦既是教训，也是

经验。“生她之前，没有去做检查，很后
悔。”有了这一经历，在2010年生第二
胎前，他和妻子积极去做了地贫筛诊，
避免家庭再次遭遇不幸。

值得欣慰的是，小芳得到了政府的
特殊关照。乐东县计生委将其列入每
年的慰问名单，计生服务站的人员不时
上门关照病情。

“小芳出生的时候，还没有如今这
样周到的孕检服务。”乐东县计生服务
站副站长林志保透露，如今乐东提供了
包括地贫筛诊在内的多项免费孕检服

务，近年来服务站的工作人员也经常下
村，挨家挨户发放宣传材料，详细地告
知村民们做孕检的重要性。

对多建村的其他村民而言，在接受
宣传的基础上，这一发生在身边的案例，
也促使他们更快地接受了孕检观念。

“孕检能查出很多病，去年我就去
做了检查。”24岁的孕妇文兰婧说。刚
生下第二孩的唐惠梅则表示，自己碰到
没有孕检意识的夫妇，会积极地劝说他
们，只有做好检查，才是对孩子负责的
态度。 （本报抱由12月5日电）

乐东一地贫女孩的遭遇提升村民孕检意识

做好孕优检查是对生命的负责

我省孕优检查和地贫筛诊服务系列报道关注

12月5日，前来
攀登五指山的游客
在 美 景 中 兴 奋 自
拍。当天，水满乡迎
来了十余辆满载游
客的大巴，风情小镇
上处处涌动着岛内
外游客身影。

本报记者 苏建强
通讯员 王国军 摄

本报海口12月5日讯（见习记者
冯成驹 记者李佳飞 通讯员吴清洲）

“两年前，政府帮我们修建了兔舍，给我
们送来10只母兔、20只种兔，经过不断
地繁殖，现在已经有200多只兔子了！”
说起脱贫致富经，海口市琼山区龙塘镇
多贤村的“养兔专业户”柯运柱脸上写
满感激。

多贤村是海口市琼山区较偏远贫
困的村庄之一，2010年，全村人均年收
入仅2700元，是典型的贫困村。经过
帮扶，2014年，全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
4112元，超过海口市人均可支配收入
3000元的扶贫标准，实现了脱贫。

3年前，海口市琼山区共有76个扶贫
村，目前这些村庄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已

全部达到或者超过省、市规定的脱贫标
准。全区共减少贫困人口903户3666
人，占省、市下达任务的115%。一系列扶
贫成效的背后，是琼山区创新扶贫工作机
制、多部门联动对口扶贫的结果。

琼山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国强介
绍，琼山每个扶贫村都有专门的帮扶单
位，都有专门的干部负责扶贫工作。

琼山区委常委、宣传部部长覃俊介
绍，产业帮扶也是琼山一直以来都坚持
的思路。为实现“输血式”帮扶向“造血
式”帮扶转变，琼山因地制宜，每个镇、村
都发展了自己的优势产业。据统计，琼
山区在扶贫村共建产业项目23个，其中
养殖项目14个、种植项目9个。而这
些，都为农民的持续增收提供了保障。

实施精准扶贫 发展优势产业

海口琼山76个贫困村摘“穷帽”

海岛山色
醉游人

雪茄，被称为“神赐的第11根手指”。海南雪
茄文化旅游节连年在儋州市光村雪茄风情小镇隆
重举办，使这根神奇的“手指”，演绎着浓郁的雪茄
风情。

于2012年10月动工的儋州光村雪茄风情小
镇，拥有与古巴相似的气候和土壤，以及儋州10
多年的雪茄种植历史，项目特别规划了全国唯一
的雪茄种植体验区，并齐集多种国际配套，将这里
打造成一个集娱乐、休闲、商务、观光、度假于一体
的风情小镇。

光村雪茄风情小镇项目规划占地2000余亩，
总投资20亿元，由“雪茄生产展销中心”和“雪茄
小镇”两部分组成。雪茄精神应用到建筑之中，将
古典西班牙风格、南洋风格、现代风格等建筑风格
融为一体。同时，以世界著名的雪茄品牌为精神
核心，规划建设雪茄种植区、婚庆区、商务区、娱乐
区等四大主题特区，全面打造中国唯一一个以雪
茄文化为特色的旅游平台。

在儋州打造雪茄文化旅游项目具有先天优

势：儋州位于海南西北部，濒临北部湾，西环高铁、
环岛高速公路横穿市境，海运可直抵东南亚和中
国各沿海城市。雪茄风情小镇，位于儋州市西线
高速旁，距儋州市区43.7公里、距海口100公里、
距三亚278公里，3小时交通圈畅达海南岛各大
景点。

12月10日至11日，“2015海南（儋州）热带
农业成果博览会”（简称“热博会”）将在光村雪茄
风情小镇举办。作为主会场的这个风情小镇，本
身就是颇具科技含量之地。光村基地已培育出具
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雪茄系列烟叶品种，达到国际
先进水平，填补了我国高档雪茄烟叶长期依赖进
口的空白。2013年在光村挂牌的“中国雪茄烟叶
种植示范基地”，是国内唯一的雪茄外包皮烟叶大
面积种植基地。

随着首届“热博会”落户光村雪茄风情小镇，
系列热带农业成果与浓浓的雪茄文化元素同台亮
相，将带给与会者一场“科技盛宴”与“异域风情”
相结合的独特体验。 （平宗）

时间：2015年12月10日——11日

地点：儋州市光村雪茄风情小镇

咨询电话：13907687679 13907578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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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届“热博会”主会场儋州光村雪茄风情小镇热情迎宾

端出“科技盛宴”演绎“异域风情”

儋州光村雪茄风情小镇风情独特。 平宗 摄

◀上接A01版
“绿化宝岛”工程与乡村旅游景观公路建设携

手，用观赏花木把单调的公路变成自驾游客喜爱
的绿色景观大道。今年“三月三”节日来临前，市
林业局组织本系统干部职工以及沿线群众，在长
28公里的南圣至水满公路两侧，栽种了3万多株
花草树木。时过半年，记者走过这条景观大道，看
到三角梅、鸡蛋花、野芋、野芭蕉和重阳木等15种
绿化植物，把公路装裹得像一条绿丝带。

精心守护一座生态家园

2012年全省重点公益林规划调整，五指山市
重点公益林管护面积提高到123.4万亩，比2007
年增加了32.4万亩，市林业局直接管护重点公益
林79.15万亩。

公益林专职管护人员仅357名，却需管护重
点公益林 79.15 万亩，护林员发挥着很大的作
用。毛阳镇47岁的护林员王国光管护孔般堆岭
2939亩公益林，他巡山从早上八九点钟出发，一
直到下午二三点钟才能回家。“初冬野蜂很多，头
上、身上经常被蛰得肿起大包，又疼又痒。”虽然待
遇不高，但他表示会坚守生态家园，“要为子孙后
代留下青山绿水。”

五指山市用现代化的监控设备守护广袤的绿
色山峦，投入700多万元建设无线数字化监控预
警系统和防火视频监控扩容系统，“千里眼”全天
候监测森林火灾。记者在市森林保护无线数字预
警中心看到，24小时值班的工作人员紧盯着大电
子显示屏：“山顶上的摄像头可360度旋转，摄像
头能监测到周边几公里范围内的火情。”记者在阿
陀岭山顶的监测点看到，监测设备采用风光互补
的方式提供电能，全天候监测。

铁拳打击乱砍滥伐、毁林开荒和乱占林地等违
法行为，涉林案件逐年减少。2014年五指山市共
发生各类涉林案件29宗，同比下降22%，2015年同
比下降幅度更大。 （本报五指山12月5日电）

一座翡翠城永恒的绿色追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