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省气象台预计，陆地方面：3月

6 日～ 9 日白天，受弱冷空气影

响，海南岛东北半部地区多云间阴
天，局部地区有小阵雨，西南半部
地区多云。最高气温东北半部地

区 24～27℃ ，西 南 半 部 地 区

27～30℃，最低气温全岛 19～
22℃

预计3月9日夜间～12日，受

偏南气流影响，全岛晴间多云，最

高气温逐日升高。11日起，最高气

温西北部地区可升至33～36℃，

其余地区29～32℃，最低气温变

化不大

本版制图/杨薇

4套绿波带方案

早高峰
为了缓解龙华路口东往西的压力，对水

巷口路口、钟楼路口的东往西方向设置了
“红波”截流控制

平峰
东往西不停车通过，西往东在龙华路

口、水巷口路口共停车两次

晚高峰
为了缓解龙华路口、钟楼路口西往东的

压力，对水产码头路口、龙华路口西往东方
向设置了“红波”截流控制

夜间
东往西在水产码头停车一次，西往东不

停车通过

■■■■■ ■■■■■ ■■■■■

精准施策助脱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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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邓钰 特约记者 司玉
通讯员 黄祥

今天，在定安县龙门镇石坡村的
一处橡胶林下，一只只毛色鲜亮的肥
鸡正悠哉啄食，村民王海波满脸笑容，
这2000多只鸡就要出栏了，正好能赶
上军坡节这个销路最好的时候。“家里
就几分田，种地种橡胶收入低，但加入
合作社养鸡后，去年一年就赚了三四

万元，全家脱了贫。”王海波说。
据介绍石坡村的土地中富含硒元

素，村中遍布橡胶林，大量的草料和昆
虫是鸡的天然饲料，放养在林下的鸡
口感独特，肉质鲜嫩，深受欢迎。

“去年，村委会入户调查发现没
有土地和劳动力是王海波一家致贫
原因，我们鼓励她家加入合作社养
鸡。”石坡村委会主任、党支部书记莫
裕全说，近年来，石坡村整合定安扶
贫办、农业局和畜牧局等多部门资
源，组织村中养鸡能人成立了多个养
鸡专业合作社，打造出了石坡富硒鸡

品牌，让养鸡成为全村脱贫致富的主
打产业。

“养鸡到底成不成？”王海波说，一
家人心里也曾犹豫过，因为养鸡意味
着要投入成本，一是家中根本出不起
鸡苗、饲料和建鸡舍的钱，二是养鸡需
要人手，如果在海口打零工的丈夫回
家养鸡，将失去打工的收入。经过再
三考虑，王海波一家决定跟着合作社
拼一把！

“没想到这决定还真是对了。”王
海波乐呵呵地指着橡胶林里两个钢结
构的鸡棚说，这些鸡棚是加入合作社

后，政府帮他们建的，一个棚子能容纳
1000多只鸡呢。

为了让王海波和其他贫困户养好
鸡，合作社还按照“四统一”标准为他
们提供帮助，即做到鸡苗、饲料、防疫
和销售等生产流程的统一。其中，考
虑到贫困户的实际情况，合作社给部
分贫困户免费发放首批鸡苗，并为他
们赊借饲料，解决生产难题。

除了资金上的投入，技术培训也
是一个接一个。因为初涉养鸡产业
没有经验，贫困户的鸡苗死了不
少。村委会专门把县里的农技专家

请到村里给贫困户上课，合作社里
的养殖能人也隔三差五地到贫困户
的鸡棚里指导。“什么样的鸡病该吃
什么样的药，老师们讲得一清二
楚。”王海波说，现在夫妻俩都能熟
练掌握养鸡技术。

自从脱了贫，日子越过越有盼
头。现在，王海波一家不仅盖起了新
房，还打算今年扩大养殖规模，多赚些
钱为新房装修。莫裕全介绍，仅2016
年，村中就有10户贫困户养鸡脱贫，
全村鸡年出栏量已近110万只。

（本报定城3月6日电）

定安石坡村组织能人带领贫困户养鸡，并打造出石坡富硒鸡品牌

林下飞“金鸡”村民喜脱贫

本报海口 3月 6日讯 （记者良
子 通讯员黎瑾）近期，昌江黎族自治
县公安局经侦、网警部门密切配合，成
功侦破了“10·7”“12·6”特大假币案，
抓获犯罪嫌疑人6名，捣毁假币制作、
打印和加工窝点3个，缴获假币约25
万元及制造假币工具一批。

2016年10月7日，昌江公安局破
获一起网络购买及使用假币犯罪案
件，抓获一名犯罪嫌疑人朱某。昌江公
安局通过审讯，获得其向上家购买假币
和制作假币印章、印油等这一细微线
索。经深入侦查，发现了出售给朱某假
币的上线黄某林。经初步核查，办案民

警还发现黄某林系专门从事制造、销售
假币犯罪团伙的骨干，在广东省茂名市
有制造假币的窝点。昌江公安局联合
广东茂名警方，成功抓获黄某林、李某
柱、谭某文，谢某洋等4名犯罪嫌疑人，
捣毁假币打印窝点1个，二次加工窝点
1个，缴获假币24.3万元，扣押作案工

具一批。此案进一步深挖，发现犯罪线
索共涉及28个省（市、区），公安部已部
署相关地区警力进行全面排查。

成功侦破“10·7”案件后，昌江公安局
立案侦办了李某亮伪造、出售假币案。经
查，犯罪嫌疑人李某亮从2016年10月开
始通过发布出售假币广告、交流制售假币

经验和发展下线等手段，在网络上进行假
币宣传和出售假币。

同年12月7日，在省公安厅经侦
总队的指导下，专案组民警在海口市
坡博路华立花园门口将犯罪嫌疑人李
某亮抓获，捣毁制假窝点1个，扣押假
币和制假工具一批。

昌江警方侦破两起特大假币案
缴获假币25万元，犯罪线索涉及28个省区市

本报三亚3月 6日电 （记者袁
宇）日前，有网友发帖称：随着天气升
温，三亚市场上的海鱼和部分菜品出
现用福尔马林（即甲醛）来保鲜的情
况。帖子一发布即受到三亚市食品

药品监督管理局的关注。记者今天
从该局获悉，该局已对三亚市区及周
边16家农贸市场的水产品、蔬菜进
行抽检，检测结果显示，272批次样
品均未使用甲醛。

三亚市食药监局相关负责人透
露，2月22日接到网友反映的情况
后，当天即派出执法人员，前往三亚
市区及周边农贸市场对水产品、蔬

菜进行抽检，核实网友反映的情
况。当天共采集114批次样品进行
甲醛快速检测，结果均呈阴性，可判
定为上述样品未使用甲醛进行保
鲜。

随后，三亚市食药监局继续加大
抽检频次和扩大范围，把抽检农贸市
场的范围扩大到市区及周边16家农
贸市场，重点对农贸市场销售的红线

鱼、鱿鱼等6类水产品，苦瓜、四季
豆、菜心等9类蔬菜进行甲醛快速检
测。截至目前，共抽取272批次样
品，检测结果均为阴性，未发现使用
甲醛保鲜食品的情况。

三亚市食药监局相关负责人表
示，该局将进一步加大抽检频次和范
围，防范食品安全问题，切实保障市
民、游客食品安全。

网传三亚有人用甲醛保鲜食物？不可信！
食药监部门经大范围抽检未发现该情况

■ 本报记者 王玉洁 实习生 陈卓斌

说起电商，大家并不陌生，但要教会贫困户
利用电商拓宽自家农产品销路、打开市场并不
容易。在今晚8时播出的第28期海南省脱贫
致富电视夜校中，白沙黎族自治县副县长周秋
平通过介绍当地电商扶贫的经验，并结合实际
讲解农村电商发展。

“电商扶贫，就是帮贫困地区发展电子商
务，通过对接电商大市场使当地农产品完成产
销对接，助力贫困户脱贫致富。”周秋平介绍，在
省委、省政府的指导下，白沙去年率先启动了农
村电商工作，建立了电子商务产业园。

据了解，白沙的农村淘宝服务站覆盖至全
县11个乡镇和2家国营农场，建成各类网店
100余家，辐射带动了5000余户农民转型触
网，最终实现全年线上交易订单逾17.5万单，
总交易额超4000万元。

周秋平介绍，作为全国电子商务综合示范
县，白沙致力于打造电商的公共服务营销、人才
孵化和大数据等三项平台。此外，白沙引入第
三方服务商，利用专业队伍帮助村子建立产业
规划、品牌建设、网店开发、人才培养及物流保
障等五大体系，并结合“1310”帮扶机制全力推
进电商扶贫工作。

“所谓‘1310’帮扶机制，即在每个村建立1
家电商服务站、3家有竞争力的网店，并形成1
家网店带动和帮助至少10户贫困户销售农特
产品的机制。”周秋平说，在三项平台、五大体系
和“1310”帮扶机制的综合作用下，白沙力图在
全县打造出崭新的电商发展局面，即每村各形
成一个主打的产业和农产品品牌、建立一家电
商服务站和一套电商培训体系、培养一个电商
创业团队和一批网店经营者。

农村电商发展离不开政策扶持。周秋平介
绍，除给予转型触网、线上成交量达要求的合作
社和农户资金、技术扶持外，白沙还将建设县级
电子商务公共服务中心，在农产品的拍摄、美
工、文创等方面为大家提供“一条龙”服务。

对于有心发展电子商务的农户，周秋平建
议大家精耕细作、科学养殖，做优质农产品的提
供者，积极参与培训学习，经营好自己的网店并
逐步完善售后服务。

（本报海口3月6日讯）

脱贫攻坚不作为、乱作为

三亚4人和1家单位
被通报批评

本报三亚 3月 6日电 （记者孙
婧）三亚市纪委近日对该市脱贫攻坚
工作中不作为、乱作为的4名责任人
及1家单位进行通报批评。

元旦期间，三亚市纪委发现三亚
市个别责任单位和责任人存在不作
为、乱作为现象。如，崖州区国土局科
员卢世根负责帮扶的农户村民扶贫手
册中，“市农业局帮扶措施”栏为空白；
育才生态区党政办科员林之杰与帮扶
对象联系少；育才生态区那受村委会
党总支书记兼主任林明忠未认真履行
工作职责；崖州区农林局副主任科员
肖鹏在接受督查组询问帮扶情况时不
配合。三亚市纪委对上述4名责任人
予以通报批评，并责令作出书面检查。

此外，三亚市纪委还对三亚市金
融办予以通报批评。因三亚市金融办
未给新增的贫困人员投保，导致育才
生态区2名新增帮扶对象未能及时购
买扶贫保险。

本周后期晴热
琼岛西北部或迎高温天气

本报海口3月6日讯（记者叶媛
媛 特约记者袁迎蕾 通讯员翁小芳）
刚刚过去的一周从冷空气南下的阴冷
到周末短袖上阵，好似完成了“春”与

“夏”的交替。记者今天下午从省气象
台了解到，预计海南本周前期降水偏
少，气温适宜；后期天气晴热，琼岛西
北部或迎高温天气。

本报海口3月6日讯（记者良子 特约记
者陈世清 通讯员李盛兰）记者今天从海口交警
支队了解到，为减少市民的行车时间，提高道路
的通行效率，海口交警近日对长堤路的红绿灯
设置了绿波带。

据了解，绿波带也叫绿路协调控制，是通过
设置路口间的绿灯启动相位差，实现减少停车
次数，缩短行驶时间，使道路整体交通效益最优
的目的。通俗上来讲，就是对路口间的红绿灯
设置时间差，使得绿灯出发去到下一个路口也
能遇到绿灯。

据介绍，长堤路绿波带范围是，长堤路从好
声音路口到泰华路口，共计7个红绿灯，总长
2500米。

长堤路绿波带是如何设置的呢？据介绍，
长堤路的车流具有明显的潮汐现象，早高峰以
东往西车流为主，晚高峰则是西往东。根据全
天车流的变化，海口交警对长堤路设置了4套
绿波带方案，分别为早高峰、平峰、晚高峰、夜间
方案。

海口长堤路红绿灯设置2500米绿波带

不拥堵时将一路绿灯

求真
澄清谬误 明辨是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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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色课间操
打出精气神

3月 6日，在海口市城
西中学操场，千名学生进行
“跆拳礼仪广播体操+跑操”
大课间体育运动。这套集热
身操、礼仪操、防身操等多项
内容为一体的大课间体育运
动深受学生喜爱，这项运动
提倡的“礼仪，廉耻，忍耐，克
己，百折不屈”的精神也感染
了学生们。

本报记者 张茂 摄

第28期脱贫致富电视夜校
分享了白沙电商扶贫经验

三平台五体系
助农村电商发展

服务读者需求
改善读者体验

欢迎扫描关注
海报读者俱乐部

3月6日，在屯昌县新兴镇沙田村，贫困户王美花正在收拾自家经营的农家乐。据介绍，这家农家乐是当地政府为村里
筹建的，目前由王美花一家承包经营。节假日期间，来沙田村旅游的游客给农家乐带来不少客源。

本报记者 陈元才 通讯员 邓积钊 摄

贫困户
当上小老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