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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海口3月25日讯（记者计
思佳 特约记者吴彭保 通讯员陈创
淼）“蜂蜜的市场行情好，一斤至少
能卖100元，贫困户养上十几箱，一
年就能有 2 万元以上的收入。”近
日，海口市秀英区相关负责人介绍，
自开展精准扶贫工作以来，秀英区
充分利用森林覆盖率高、植物种类
丰富、蜜源分布广的优势，将养蜂确
定为农林产业扶贫优势项目，助贫
困户脱贫。

养蜂技术送上门

3月22日上午，在海口市秀英区

永兴镇美豪村贫困户符进京家里，房
前屋后和果园里随处可见写有不同标
签的蜂箱，成群的蜜蜂在花丛和蜂箱
之间进进出出。

这天，海南卓津蜂业有限公司
工作人员给他送来一批养蜂用具，
并亲自演示使用方法，手把手教他
如何套网、驱蜂、抖蜂、扫蜂、取蜜、
分巢，还耐心传授防病、防叮、传粉
等知识。

“养蜂是永兴镇一项传统产业，
是发展农村庭院经济、促农民增产
增收的一项投资少，见效快，不占
地，不争水、肥的‘空中产业’，根据
当地特色和贫困户实际，我们考虑

还得从特色种植养殖业上来做文
章，帮助贫困户增产增收。”永兴镇
副镇长许曙说。

秀英区相关负责人介绍，秀英
区根据永兴镇、石山镇、东山镇等
羊山地区的地理条件优势，引导贫
困户发展林下产业，采取“政府+
企业+贫困户”帮扶模式，联手企业
为有养蜂意向的 50 户贫困户免费
提供养蜂生产用具和优质蜂种，并
聘请养蜂专家对贫困户进行培训，
进行现场教学并上门跟踪指导，还
为贫困户的蜂蜜保价收购，有效解
决了贫困户的资金、技术、销路等
难题。

量身打造帮扶政策

“我们夫妻俩身体都不好，仅靠打
零工维持家庭生活，前几年还要供3
个小孩上学，日子很难过。”符进京无
奈地感叹，为了赚取生活费和孩子的
学费，他在十多年前开始养蜂。“因为
缺少资金和专业技术，一开始只养了
几箱蜂，产量低下，收入少。”

2016年，符进京被列为建档立卡
贫困户，后来在各级精准扶贫工作队
帮扶下，他一口气养了65箱蜂，“政府
给我免费提供65箱蜂，今年是第一次
收这么多蜂蜜，产量很高，估计产出蜂

蜜650多斤”。
尽管蜂蜜量多，但符进京并不愁

销路。因为企业和他签订了帮扶协
议，优先为其对接市场，并保价收购。

“割了这些蜜，按照往年蜂蜜的市场价
估计能卖6.5万元，这也是这些年来
我收入最高的一年。”符进京说。

许曙介绍，政府还对贫困户们量
身打造帮扶政策。以符进京为例，政
府免费送他复合肥40包，鸡苗200只，
饲料10包，并专门给他配送一辆电动
三轮车，方便他运输蜂箱上山下林采
花粉，去年帮助他二儿子在海口万达
广场就业。符进京有望成为镇里第一
个靠养蜂甩掉贫困帽子的贫困户。

25户贫困户
发展“荷塘经济”鼓腰包

本报临城3月25日电（记者罗安明 通讯员
赵秀君）近日，临高县皇桐镇金波村的200亩荷
花长势喜人。今年在政府扶贫资金的扶持下，
金波村25户贫困户以每户1000元入股合作社
种植荷花，走上产业脱贫之路。

据了解，位于金波村的荷花扶贫产业示范基
地，是皇桐镇的产业结构调整示范项目，采取“科
技副镇长+公司+基地+贫困户”模式运营，每年
按盈利的50%给贫困户分红。今年1月种植的
200亩荷花，以收获莲子为主，莲子亩产量为
1000斤至1500斤，市场价在10元/斤左右，每年
至少可为每户贫困户带来5000元收益。

“我们引进的是湘莲品种，预计5月份就可
以采摘莲子，今年计划推广种植到300亩。”皇
桐镇副镇长曾祥江介绍，今年他们计划在荷塘
周边完善旅游配套设施，同时设点销售土鸡蛋、
有机瓜菜等本地特色农产品，让村民们借荷花
产业的东风，吃上旅游饭。

加大扶持助薛宅村脱贫
本报那大3月25日电（记者孙慧 通讯员

邹小和）扶贫要精准，今年省水务厅将以“绣花”
功夫精准发力，从产业扶持、水政设施建设等方
面帮助定点扶贫村儋州市木棠镇薛宅村151户
780名贫困人口脱贫。

薛宅村是儋州市木棠镇的一个行政村，全村
609户3050人，2017年计划脱贫151户780人。

经过对薛宅村走村入户调查，省水务厅总结
了薛宅村贫困原因主要为：一是缺乏产业支撑；
二是青壮年劳动力流失较严重；三是薛宅村仍有
16户32人是残疾人和重病患者，无法劳动。

省水务厅决定为贫困户增加“造血”产业扶
持，加大对南药种植基地、种桑养蚕基地、绿壳
鸡蛋基地、养蛇合作社基地的基础设施建设。
此外做好村庄及周边地区水务项目建设。目
前，南药种植基地、绿壳鸡蛋基地等项目已陆续
开始建设，养蛇合作社蛇苗也已经投放。

发展全域旅游 抓“三农”促增收

保亭今年计划
帮扶7370人脱贫

本报保城 3 月 25 日电 （记者
贾磊）近日，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安
排部署了2017年脱贫攻坚工作，今
年保亭将围绕确保如期实现“贫困户
脱贫、贫困村出列”的目标，大力促进

“三农”工作，以发展全域旅游为契机，
完成1899户7370人脱贫，以及12个
贫困村出列的脱贫目标任务。

据介绍，今年保亭扶贫工作将依托
两大重点支柱产业，一方面积极推进全
域旅游建设，通过旅游带动农民脱贫；
另一方面，将大力发展热带特色农业，
促进“三农”工作，帮助农民增收。

保亭县委明确要求，全县各单位
要总结扶贫开发的好经验，激发贫困
群众脱贫主动性，继续做好实用技能
培训工作，发挥各部门优势，引导、组
织社会各方力量参与脱贫攻坚工作。

海口市秀英区采取“政府+企业+贫困户”帮扶模式助50户贫困户养蜂脱贫

林下“蜂”生水起 酿就甜蜜生活

近日，在华能东方电厂
厂区门口，一个特殊的“农产
品销售点”吸引了大家眼
球。原来，这是该厂“三色
帆”志愿者服务队在帮助东
方市月大村的贫困户销售农
产品。

此次活动共收到贫困户
南瓜 500 斤、农家鸡 100
只，短短一个小时，两样农产
品就销售一空。

文/本报记者 罗安明
图/通讯员 袁照海

志愿者帮贫困户
卖农产品

临高金波村

本报海口 3 月 25 日讯 （记者
郭萃）记者从海口市菜篮子集团获
悉，为避免强降温天气可能对菜价带
来的波动，该集团积极对接岛内外基
地组织调运瓜果蔬菜共300吨，目前
总储存量达500吨，保供菜品25种，
可保证海口市3天至4天的供应量。
同时该集团将继续加大“惠民菜”和

“一元菜”的投放量。
根据中国气象局发布的天气预

报，未来3天海口市受中等偏强冷空
气影响将有一次明显的强降雨、降温
过程，最低温在17℃左右，有可能对
全市蔬菜的生产流通环节造成影
响。为了保证特殊天气下平价菜的
市场供应量充足，保持供需关系平

衡、蔬菜价格稳定，海口市菜篮子集
团迅速启动了极端天气紧急预案，加
强价格监测预警，组织货源应急采
购，加强蔬菜瓜果的调运储备工作。

据了解，针对此次强降温天气，
根据蔬菜市场的需求情况，菜篮子集
团积极对接岛内外基地组织调运瓜
果蔬菜共 300 吨，目前总储存量达

500吨。储备菜主要以耐储存的蔬菜
为主，保供菜品达25种，保证海口市
3天至4天的供应量。同时为防止菜
价出现波动，下周将按平时150%的
量进行配送，并着重加大“基本菜”

“一元菜”等惠民蔬菜品种的供应，确
保全市基本蔬菜品种价格合理稳定。

海口市菜篮子集团相关负责人

介绍，该集团会随时关注跟踪天气的
动向和蔬菜价格运行情况，并及时通
过媒体、网络、店内LED显示屏等方
式向市民公布，保证消息的畅通；安
排专人值班，随时接受市民电话咨
询；加大宣传，利用小菜侠APP，让市
民随时查询离自身最近的平价菜售
卖网点，并就近购买。

海口举办熄灯环保活动
本报海口 3 月 25 日讯 （记者叶媛媛）

今天是2017年世界“地球一小时”公益活动
日。晚上 8点半至 9点半，海口在日月广场
开展以“蓝色WE来·月色同行”为主题的熄
灯环保活动。

据了解，“地球一小时”公益活动是世界自
然基金会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所提出的一项全球
性节能活动，活动于每年3月最后一个星期六
的晚上8点半举行。届时各个家庭及商界用
户，将关上不必要的电灯及耗电产品一小时，表
明他们对应对气候变化行动的支持。

作为全球最知名的环保活动之一，今年的
“地球一小时”活动以“蓝色WE来”为主题，号
召公众从衣食住行乐做起，在日常生活中践行
可持续的生活和消费方式。为了响应活动号
召，海口多部门在日月广场举行熄灯环保活
动。当晚8点半，日月广场十二星座楼外立面
的灯光全部熄灭。在现场，主办方还举办了多
个精彩演出，以丰富的形式，倡导市民投入环保
行动。

据日月广场相关负责人介绍，此次熄灯活
动主要是在保证门店正常运营及顾客购物安全
的前提下，关闭12星座楼外立面墙体的非必要
光源。同时为响应“节能减排，低碳生活”的环
保理念，今天日月广场音乐喷泉表演暂停一天。

海口观澜湖
举办千人骑行活动

本报海口3月25日讯（记者邓海宁 通讯员
陈丹丹）为响应“地球一小时”公益活动的号召，
今天下午，海口观澜湖新城联合摩拜单车举办

“观澜湖地球一小时 低碳生活我摩拜暨海口首
个摩拜单车停车点落成仪式”，据悉，摩拜单车
将在观澜湖新城设立4个停车点，便于游客观
光骑行。

据了解，当天的千人公益骑行活动为不设
速度比赛，只要在既定的时间内完成既定线路
的8公里骑行，并完成拍摄任务，到达终点后即
可进行抽奖，让市民和游客以骑行的方式传递
出“绿色出行，畅享自然”的健康理念。

此外，在当天20时30分至21时30分，观
澜湖新城会关闭不必要的装饰灯、显示屏及其
他耗电产品等，来响应“地球一小时”公益活动。

海口储存500吨平价菜应对降温
可保证3天至4天的供应量

响应“地球一小时”公益活动

本报海口 3 月 25 日讯 （记者
邓海宁 孙婧）“什么鸟飞得最快？”

“海南省现有多少种鸟类？”今天上
午，2017海口市“爱鸟周”活动启动
仪式在海南热带野生动植物园举行，
此次活动的主题为“依法保护候鸟，
守护绿色家园”。来自海口的小学
生、高校学生、爱心人士等近1000人
参加了启动仪式。

记者在现场看到，活动通过开展
野生动物及鸟类科普知识图片展、
鸟类绘画、保护野生动植物有奖知
识问答、“爱鸟护鸟，从我做起”签名
活动、鸟类放生以及现场发放爱鸟
护鸟宣传资料等，向公众普及野生
动物保护知识，倡导市民和游客自
觉保护候鸟等野生动物，如发现受
伤的野生动物，可拨打野生动物24
小时“急救电话”0898-65569366，
进行求助。

昨天，2017 年全国暨海南（三
亚）“爱鸟周”活动在三亚启动，著名
表演艺术家六小龄童来到三亚，作为
中国野生动物保护协会形象大使，发
出“爱鸟护鸟绿色健步走活动”倡
议。活动现场，摄影爱好者在三亚本

地拍摄的多张鸟类摄影作品，让不少
前来参观的市民、游客大开眼界。

据悉，三亚是适宜多种鸟类繁衍
栖息的地方，每年有大量候鸟来此越

冬。至今，三亚共记录到鸟类18目
51科180种，其中候鸟42种，包括黑
脸琵鹭等濒危珍稀鸟类。活动启动
仪式上，海南三亚东河国家湿地公园

（试点）揭牌，与此同时，海南省鹦哥
岭自然保护区“小小生态图书馆”、
候鸟迁徙保护志愿者“护飞行动”也
获得授牌、授旗。

海口、三亚启动“爱鸟周”活动

爱鸟护鸟 从我做起
六小龄童携新书
《行者》亮相海口

本报海口 3 月 25 日讯 （记者
尤梦瑜 徐晗溪 实习生林敏）今天下
午的新华书店海口解放西书城被“大
圣”迷们围得水泄不通。家喻户晓的
86版《西游记》中孙悟空的扮演者六
小龄童携新书《行者》在此举行新书首
发式暨海南读者见面会，与椰城的读
者们一起分享自己人生经历以及如何
用一生来诠释美猴王孙悟空的故事。

《行者》是六小龄童亲自执笔的首
部传记，独家披露他台前幕后从未讲
述过的故事，呈现一部完整的个人和
家族传奇。无论是生命低谷时的心路
历程、兄弟间的感人情谊，还是学艺历
程以及他对于文化传承的思考，都在
书中一一呈现。当年的“美猴王”，如
今的表演艺术家，身份的变迁、岁月的
历练造就了他个人的“七十二变”，同
时也给予了他生命中的“八十一难”，
而今他将这些故事在《行者》中娓娓道
来。该书凝聚了六小龄童几十年来的
所思所想。

活动现场，六小龄童围绕当年《西
游记》的拍摄、新书的创作等话题与现
场读者展开互动交流。

见面会上，他还为现场的读者表
演了孙悟空的经典招式——耍金箍
棒，引来热烈的掌声与喝彩。

3月24日，参加2017年全国暨海南（三亚）“爱鸟周”的孩子们在观看鸟类摄影展。 本报记者 武威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