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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贫先锋

■ 本报记者 易宗平
通讯员 张琳 邓梅花

提起眼镜蛇，相信有不少男性都
会惊恐地倒吸一口冷气！然而，在儋
州有一位名叫符瑞联的妇女，不但不
怕蛇，而且带领贫困妇女养蛇，一起走
上致富路。

作为儋州市大成镇可运村党支部
副书记兼村委会妇女主任，符瑞联是
一位远近有名的女强人。

早在2010年10月，一个偶然的
机会让符瑞联接触到了养蛇产业。尽
管刚开始她心里多少有一些恐惧，但
养蛇产业不错的市场前景，让她鼓足
了试一试的勇气。

于是，符瑞联在家乡建起了养蛇
场，引进长标蛇、眼镜蛇等蛇种，用科
学技术进行自繁自养。她回忆道：“刚
创业的那几年，为了节约成本，我就用
自家的老房子来养蛇。”

一分耕耘，一份收获。2011年，
符瑞联的养蛇产业赚了“第一桶金”。
到2014年，她已发展到存栏成品蛇、
蛇苗2500多条，老房子作为养殖场地

再也无法满足养殖需求。
正当符瑞联感到困惑时，儋州

市妇联和大成镇党委、镇政府伸
出了援手，帮助她筹集到资金 75
万元，扩建 600 多平方米的标准养
殖场，建成后增加了滑鼠蛇、灰鼠
蛇等新品种。2015 年 9 月，在儋
州市、大成镇干部的引导下，她成
立儋州明运菜蛇养殖农民专业合
作社，扩大养殖规模，推行标准化
养殖。

一人强不算强，一家富不算富。
秉承这种理念，符瑞联发动村民与她
一起养蛇。曾经，村里一些妇女在家

田少事少，缺乏挣钱机会。担任了村
委会妇女主任的符瑞联，走村串户做
好村里妇女的思想工作，将自己的亲
身经历告诉她们，帮助她们树立脱贫
致富的信心。

在榜样的示范下，村里的贫困妇
女们纷纷加入了儋州明运菜蛇养殖
农民专业合作社。白天，这些妇女务
农照料家庭，晚上就到合作社听课。
符瑞联耐心细致给村民们传授养蛇
技术，引导大家现场观察蛇的生活习
性，听声音辨别蛇是否生病等养蛇技
能。合作社里，常常聚满了贫困户家
庭成员，大家像小学生一样认真听好

每堂技术课。村民薛益护感慨地说：
“我刚加入合作社养蛇时，多少有点
害怕蛇，但渐渐地就不怕了。相信在
合作社带动下，我们以后的日子会越
来越好！”

如今，儋州明运菜蛇养殖农民专
业合作社已吸收6户贫困户加入，并
带动周边16户村民从事养蛇。这些
养殖户的蛇存栏量突破5000条，人均
年收入超过3万元。对此，符瑞联说，
她还要继续努力，带领村民把技术学
精，进一步提高养殖效益，不断巩固脱
贫成果。

（本报那大3月30日电）

大成镇可运村女强人符瑞联发动同村贫困妇女一起养蛇谋脱贫

“与蛇共舞”奔富路 儋州女子堪称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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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贫致富电视夜校
4月起每周播1期
每逢节假日将停播

本报海口3月30日讯（记者陈蔚
林 实习生陈卓斌）省脱贫致富电视
夜校办公室日前下发通知，自4月1
日起，海南省脱贫致富电视夜校将由
原来的每周播出2期，调整为每周播
出1期；首播时间由原来的每周一、
周四20时播出，调整为每周一20时
播出。

此外，每逢节假日，海南省脱贫致
富电视夜校还将停播。

陵水健康扶贫
助184名贫困户脱贫

本报椰林 3 月 30 日电 （记 者 林 晓 君
通讯员冯霜 卢传冠）近日，记者从陵水黎族自
治县卫计委获悉，自去年10月开展健康扶贫
工作以来，全县已有141户184名因病致贫、
返贫的贫困户脱贫，约占因病致贫、返贫总人
数的六成。

据介绍，目前陵水为全县贫困户全额缴
纳城乡居民医疗保险；投入574万余元设立
健康扶贫医疗救助专项资金；设立健康扶贫
门诊定点医院和住院定点医院，实行先诊疗
后付费。

针对享受城乡居民医疗保险报销、大病保
险补偿等多项救助后，仍无能力支付剩余医疗
费用的贫困患者，陵水设立了医疗救助资金兜
底支付予以救助，确保贫困患者住院就医得到
优先保障。

此外，陵水对一次性能够治愈疾病的贫困
户，集中力量进行治疗；对需要健康管理的贫困
患者实施康复管理。截至目前，已收治需要长
期住院维持治疗的贫困患者35名，对235名贫
困患者实施康复管理。

琼中组织村党支部书记
学习扶贫经验

本报营根3月30日电（记者郭畅）为进一
步帮助各村党支部书记打破思维定势，切实转
变观念，近日，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积极与高校
合作，分3个批次，组织116名农村（社区）党支
部书记，先后到河南濮阳农村党支部书记学院、
红旗渠干部学院等地学习扶贫经验。

培训期间，全体学员先后走访了濮阳市党
建示范点、菌菜烘干基地等精准扶贫点和红旗
渠干部学院，听取扶贫经验介绍。

通过培训，琼中各村党支部书记进一步拓
宽了视野，增强了做好农村工作、带领农民致富
的信心。大家一致表示要发扬红旗渠“自力更
生、艰苦奋斗、团结协作、无私奉献”的精神，切
实发挥基层党组织领路人作用，成为带领贫困
户脱贫致富的“领头雁”。

据悉，这是琼中首次在省外对农村（社区）
党支部书记进行集中全覆盖轮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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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陈蔚林
实习生 陈卓斌

拥有白嫩脆生的果肉、清甜饱
满的汁水，以及红彤彤似铃铛般的
外形，莲雾一直广受消费者喜爱。
有农户意识到，作为一种主产于热
带的水果，莲雾很适合在海南引
种，并成为大家脱贫路上的致富

“法宝”。但种植莲雾究竟需要在
哪些环节下功夫？今晚播出的第
35期省脱贫致富电视夜校专门作
出了解答。

天气虽然炎热，但依然挡不住大
家学习农科农技的热情。在琼海市
大路镇岭脚村的一片莲雾林旁，多
果莲雾种植专业合作社技术负责人

潘家松为排排坐着的村民讲课，“种
植莲雾需选择地势平坦、通风透气，
距水源近且土壤呈中性的田地。如
果你们家中的田地土壤偏酸性，可
用石灰粉、磷粉制成波尔多液进行
施撒。”

“想种好莲雾，更关键的是选
苗。不健康的种苗栽植后不但会发
育不全，还会带来生长缓慢、挂果较
晚等后果。”潘家松在课上提醒大家，
在选择莲雾种苗时，应注重选择根须
粗壮、长有四片叶的种苗，这样3年
内便可挂果。

“为保证莲雾苗健康成长，所挖
坑穴的数量及其间距、尺寸也大有讲
究。”潘家松介绍，农户在选择好种苗
后，应按照每亩18棵，行距7米、株距

6米的标准进行种植，每个坑穴还应
挖至约40厘米宽、35厘米深，“这是
因为莲雾的树冠较大，间距太窄不便
于往后作业，还会使植株的光合作用
减弱，产量降低。”

在底肥的选择上，潘家松建议
农户选用沤至黑色的羊粪、牛粪、鸡
粪等有机肥，“这样的肥料富含莲雾
小苗生长所需的氨基酸，每个坑穴
只需施加3公斤至4公斤即可。”潘
家松说道，施好底肥后，农户们还
需用铁锹进行简单搅拌，让肥料和
表土混合，利于种苗扎根。此外，
覆盖种苗的土层也需低于坑穴边
缘5厘米，留出空间作为定根水的
水房。

莲雾种苗的芽接点表面通常覆

盖有薄膜，潘家松说，大家应在种苗
栽下去半个月，根系较为固定后，再
将这层薄膜切开，“此时这些芽接点
将随树干一起膨大，进而使得种苗更
好地生长。”

潘家松介绍，利用现有的环割、
催花等人工技术，莲雾在一年四季均
可实现挂果采收。为此他建议：“农
户可通过产期调节，将每年第二批
的莲雾采收期调整至秋冬季，即依
靠种植反季节莲雾使效益更大化。”
他还指出，待到催花等环节结束，农
户便需为植株修枝，“经过修枝，既
帮助了莲雾林通风透气，促进花芽萌
动，也能有效地预防果腐病和炭疽病
的发生。”

（本报海口3月30日讯）

第35期脱贫致富电视夜校

专家详讲莲雾种植技术

一版纵深
■ 本报记者 郭萃 通讯员 王媛

“此次我们与7家企业的互利合
作范围广、方式新，既有传统医药生
产、旅游等领域的合作与创新，又有海
洋装备制造等新产业的培育和引进，
还延伸到国际上最新药物的研发，签
约企业都为业内的领军企业。”海口国
家高新区负责人如是说。

今天上午，海口国家高新区签下
总额达22亿元的7个招商引资项目和
1个合作协议，在加快推进园区国际化
水平、大力发展医药健康产业和促进
军民融合的路上，留下了坚实的脚印。

成就：高新区招商硕果累累

2016年，海口国家高新区工业产

值完成202亿元，同比增长12.5%；今
年1月-2月，园区固定资产投资累计
完成 7.8 亿元，较去年同期增长
333%……一份份不俗的成绩单，彰显
出海口高新区这个“国家队”进入大发
展、快发展、创新发展的新阶段。

近年来，高新区认真做好“无中生
有”和“有中生新”两篇文章，凭借开放的
政策环境、优质的服务环境、稳定的社会
环境，推动一批重大项目相继落户园区。

“我们组建成立了以市场化形式运
作的海口国家高新区投资促进中心，配
强了招商引资专业队伍，接洽了大批科
技含量高、综合实力强、税收贡献好的
意向企业，实现了由‘招商’向‘选商’的
跨越。”高新区相关负责人如是说。

签约：软硬件优势筑巢引凤

“选择海口国家高新区投资，不

仅仅是看中这里的资源优势和平台
优势，更看中了这里的发展环境优
势。”美国 Tetranov International
医药公司董事长吴豫生一语中的。
此次签约，这家公司选址美安生态科
技新城，总投资3亿元，拟建设具有
国际领先水平的高端医药保健品生
产研发项目并建设引进高端科学家
及院士服务站。

“这批集中签约的7个企业和1
个协议呈现三大特点，一是提升了园
区国际化水平，二是填补了园区军民
融合产业的空白，三是注重生态环境
和传统文化的保护，发展了乡贤文
化。”高新区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此
次的招商项目拟将多个美国重大新
药品种引进中国；与香港信盈海洋科
技发展有限公司合作首次引进了优
秀海洋装备制造生产项目，也是促进
军民融合的重点项目；为了保护美安

科技新城内拥有400多年文化积淀
的祖庙，高新区引进了海南道定旅游
文化公司将古庙规划为三阖宫文化
产业园项目，保留园区乡贤文化，实
现生态发展。

“项目的落户是高新区乃至全市
招商引资成果的一个缩影，对全市推
进战略性新兴产业，持续推进现代服
务业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海口市
政府相关负责人表示。

计划：四个靶向精准招商

此次集中签约也透露出园区项目
招商的新方向。

据了解，今年海口国家高新区提
出了“靶向招商”，将以美安科技新城
为主体，围绕重点产业方向开展精准
招商：一是瞄准世界500强企业和央
企；二是瞄准前沿科技、新兴产业和

互联网+项目；三是承接发达地区产
业转移，引进符合产业导向和生态要
求的项目，协同京津冀、长三角、珠三
角等地区的高新区、产业园区开展交
流合作，建立园区间一体化发展新模
式；四是引进能够带来中下游产业链
的龙头企业项目和培育重大税源的
项目。

截至目前，海口国家高新区已先
后与一批世界500强企业、大型央企、
龙头企业以及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优
质项目进行了深入对接。

在高速稳定发展的同时，高新区
依然努力践行高标准准入机制。为了
建成海南的全新工业化发展示范区，
高新区编制了《海口国家高新区产业
发展指导目录》，明确了“鼓励发展类”

“规模限制类”等内容，重点聚焦生命
健康、节能环保等24个产业领域。

（本报海口3月30日讯）

海口高新区产业招商提档加速
今年前两月固投同比增长超300% 本报讯（记者孙婧）随着三亚城乡一体化

建设进程加快，涉及土地房屋的城市管理纠纷
大量涌现。日前，三亚市成立城郊法院城市管
理巡回法庭，并入驻房地产交易中心，对在棚
户区改造和土地征收补偿等工作中发生的行
政和民事争议，提供“咨询—立案—审理—解
决”的一站式司法审判服务。

据悉，城郊法院城市管理巡回法庭是在三
亚市委、市政府的支持与三亚两级法院的共同
努力下设立的，位于迎宾路的房地产交易中心
一楼，由三亚市城郊人民法院指派资深行政法
官驻点值班。巡回法庭将根据案件类型、影响
范围和群众需求，定期或不定期地开展法律服
务和巡回审判活动，推进法治宣传，增进群众
对城市管理工作的认识。

三亚成立
城市管理巡回法庭

我省今年将淘汰
101台燃煤小锅炉

本报讯（记者周晓梦 通讯员周
海燕）我省日前出台的2017年燃煤
小锅炉淘汰实施方案提出，全省今年
需淘汰燃煤小锅炉101台，各市县建
成区范围内基本淘汰每小时35蒸吨
及以下燃煤锅炉，其他区域基本淘汰
10蒸吨及以下燃煤锅炉。

据悉，燃煤锅炉淘汰工作完成
情况将纳入市县政府年度环保目标
和节能目标考核内容，严格实施责
任追究。

七仙岭温泉国家森林
公园4A级景区揭牌

本报保城3月 30日电 （记者贾磊 苏庆
明）今天上午，伴随着充满黎苗特色的欢快舞
蹈，七仙岭温泉国家森林公园国家4A级旅游景
区揭牌仪式在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七仙岭景区
举行。

七仙岭温泉国家森林公园位于保亭黎族苗
族自治县，距保亭县城9公里，总面积2200公
顷，最高山峰海拔约1126米，集奇峰美景、热带
雨林、民族风情和田园风光为一体，是海南岛内
保存较为完好的热带雨林之一。

海口调高污水处理收费标准

居民生活用水污水处理费
为0.95元/立方米

本报海口3月30日讯（记者郭萃）记者从
海口市物价局获悉，海口市发改委于3月22日
发文决定调整海口市污水处理收费标准。

调整标准为：居民生活用水类污水处理收
费标准由0.80元/立方米调整为0.95元/立方
米；非居民用水类污水处理收费标准由1.10
元/立方米调整为1.40元/立方米。经市民政部
门确认的低保户，污水处理收费标准不做调整，
仍按0.60元/立方米标准执行。

本报海口3月30日讯（记者刘
袭 通讯员符丹丹）我省编制完成《海
南经济特区公共信息标志标准实施
目录》（以下简称《目录》），共有67项
标准，近日经省政府批准后公示。公
示之后，我省将依法强制执行完善的
公共信息导向系统系列标准。

长期以来，我省公共信息标志标
准化管理不适应国际化的要求，存在
不了解标准、不严格执行标准的情况，

公共信息导向缺失等现象时有发生，
给公众生活、出行，特别是给国内外游
客带来不便，甚至还带来安全隐患。
省质监局局长、党组书记林盛梁说：

“《规定》作为全国首部公共信息标志
标准化地方性法规，解决了公共信息
标志规范和适用的法律缺陷问题，对
海南建设国际旅游岛意义重大。”

省质监局标准化处处长戴恩桦
说，《目录》收录的67项标准囊括我

省公共信息导向系统的标准化改造
建设工程中涉及的公共信息标志、安
全信息标志和交通信息标志这3类。

《目录》收录的标准具有权威性
和国际化水平，增强实用性。戴恩桦
指出，《目录》中有国家标准62项，其
中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的
有9项，图形类标准中所包含的图形
符号中有80%以上与国际标准中的
图形符号一致。结合海南国际旅游

岛建设实际，以及海南岛“海岸多且
风浪大”的特点，将环境类标志“生活
垃圾分类”“水域安全标志和沙滩安
全旗”系列标准收入《目录》。

据悉，我省今年启动全面推进公
共信息导向系统标准化改造建设工
程，根据省政府确定的实施方案，力
争2020年底前，全省建成规范、统
一、既与国际接轨又能体现海南地方
特色的公共信息导向系统。

海南《公共信息标志标准实施目录》公示

海南公共信息导向系统启动标准化建设

2016年 签订招商合同金额109亿元

新增注册入园企业510家

园区固定资产投资
累计完成7.8亿元

较去年同期增长333%

海口国家高新区工业产值完成202亿元

同比增长

12.5%
高于全市平均值

7.5个百分点

营业总收入完成242亿元

固定资产投资完成57.3亿元

同比增长13.5%｛ 2017年
1月-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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