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澄迈动态

创业故事

京东牵手海南翔泰渔业
将运用区块链技术实现全程品质溯源

本报金江7月13日电（见习记者陈卓斌 通
讯员陈培灿）日前，京东——翔泰全程可追溯系统
启用发布会在澄迈县老城经济开发区举行。据
悉，该全程可追溯系统将正式在京东平台上启用，
未来，海南翔泰渔业股份有限公司通过京东区块
链技术，可实现全程品质溯源，使海产品从“海洋”
到“餐桌”的各个环节更加透明，让消费者吃到安
全、健康、优质的海产品。

京东集团区块链翔泰项目负责人韩宇光
介绍，区块链技术整合了共识机制、分布式数
据存储、点对点传输等多项基础技术，十分适
用于零售供应链的端到端信息管理，“有了京
东区块链技术的支持，翔泰的每一件商品自生
产到销售的每个环节都将被采集信息，消费者
在京东购买翔泰产品时，将可溯源查询产品产
地、采购、加工、库存、销售、配送等所涉及的
所有环节。”

首场农村青年电商
扶贫专题活动举办

本报金江7月13日电（见习记者陈卓斌 通
讯员任富杰）为扎实推进澄迈县电商扶贫工作，最
大化发挥农村电商的功能，日前，由共青团澄迈县
委、澄迈县桥头镇委镇政府主办的澄迈县首场农
村青年电商扶贫专题活动走进桥头镇。

据悉，本次专题培训活动依次由澄迈县青年
创业协会成员开展“什么是电子商务以及目前的
发展形势”“澄迈县电商建设情况”“‘淘实惠’项目
如何落地”“各类农产品网上行情”“如何开网店”
等电商知识培训。

澄迈计划每年招收
25名定向免培生
毕业后需服务当地教育至少10年

本报金江7月13日电（见习记者陈卓斌 记者
程范淦）记者日前从澄迈县教科局获悉，自今年起，
澄迈将启动为期10年的免费师范生定向培养计划，
以完善该县的农村教师队伍结构，加强农村教师队
伍建设，全面提高农村地区的教育质量。

据了解，定向培养免费师范生是指通过合同
形式选招部分优秀学生，在其大学毕业后将其分
配到生源所在地中小学校任教的教师培养模式。
澄迈将根据“择优录取、协议定向、免费培养、考核
合格、落实就业”的原则，计划每年从具有澄迈县
户口的考生中招收25名（中学10名，小学15名）
定向培养免费师范生。定向培养的免费师范生在
毕业后，必须在澄迈县连续从事中小学教育工作
10年（含）以上，具体工作单位由澄迈县教育行政
主管部门根据实际需要统一安排。

■ 见习记者 陈卓斌
本报记者 程范淦 通讯员 王家专

今天下午，天上突然下起毛毛细
雨，在澄迈县永发镇博厚村的一条村
道上，永发镇美向村村民曾维清正执着
长鞭，三步并作两步地赶着十余只黑
山羊回养殖基地避雨，顺便打算让它
们回去听听音乐。

黑山羊也要听音乐？带着疑问，
记者跟随曾维清来到了不远处的澄迈
火山岩山羊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育肥
基地。在这里，该基地负责人吴一凡
现场答疑道，给黑山羊听音乐，能起到
让羊群放松神经、舒缓肌肉、健康成长
的效果，“我们还给羊群配制添加了有
益菌和微量元素的有机饲料，以改善
肉质、去除膻味。”

记者从永发镇扶贫办获悉，澄迈火
山岩山羊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成立于
去年11月，是该镇唯一一家以发展黑
山羊产业助脱贫的合作社。该合作社
现已获得永发镇政府投入的扶贫资金
99.7万元（计划投入120万元），共吸收
建档立卡贫困户101户入股，主要以

“公司+合作社+贫困户”的模式，为入股
的贫困户定期发放分红，并为贫困户养
殖黑山羊免费提供种苗、技术等帮扶。

吴一凡介绍，该合作社养殖的黑
山羊，除对口销售给下属的4家饭店
外，还主攻农村红白喜事市场，并在节
庆活动中制成羊肉礼盒进行销售等。

“贫困户所获分红包括两个‘60%’，即
售出黑山羊纯利润的60%，以及合作
社下属单位永发饭店纯盈利额的
60%。”他告诉记者，自今年3月至7
月，该分红的总额已突破15万元。

这些黑山羊为何能迅速帮助贫困
户取得收益？吴一凡介绍，合作社产

销的每一只黑山羊，都严格选自海南
本地的小种黑山羊，这些羊成长到6
至7月龄便可出栏销售，配合主打“牧
流永发羊”品牌，肉羊每公斤可卖84
元至90元，种羊每公斤可卖130元至
150元，在市场上供不应求。

除了在合作社的育肥基地、饭店
解决贫困户就业问题，该合作社还在
永发饭店专门预留300平方米空间，
用于贫困户的培训、交流与学习。同
时，永发镇农业中心也会定期安排畜
牧师、兽医师前往育肥基地，为贫困户
进行技术指导、解疑答惑。

记者了解到，下一步，该合作社计
划在育肥基地发展休闲观光农业，主
攻亲子游、体验游等。同时该合作社
还将在基地的羊圈旁栽种果树、养殖
家禽，发展“羊-果-家禽”循环种养模
式，以不断丰富和拓宽产业链，帮助贫
困户增收致富。

“我们家最困难的时候，每年只有

不到2000元收入。”今年3月，曾维清
来到育肥基地就业，现每月可获得
2200元薪酬。他说，自己有一个梦

想，就是等学好了技术，就可以回家自
己养羊致富，让生活好起来。

（本报金江7月13日电）

■ 见习记者 陈卓斌
本报记者 程范淦 特约记者 陈超

“阿顺爹，我们来了！”7月11日
下午，一声亲昵的呼唤在澄迈县中
医院的一个小病房里响起。躺在病
床上的黄成顺老人随即感觉双手被
握住，脸上同时露出会心的笑容。随
后，几位年轻人开始在病房里忙活着
洗桃子、剥香蕉、陪他聊天。

虽然眼睛看不见，但“阿顺爹”清
楚地知道，这声亲切的呼喊声来自澄
迈县第二中学“雷锋班”的志愿者
们。自1996年起，该校每届高一（1）
班学生都会接过学长学姐的爱心接
力棒，定期看望照顾孤寡老人，21年

来，这项传统从未中断，参与其中的
学生已逾千名。

“阿顺爹”居住在澄迈县金江镇
黄家村，现在吃着水果和这些孩子们
聊天，已经成了年逾古稀的他每周

“最开心的事”。
黄成顺说，“雷锋班”的学生每周

都会来看望他，“看到我的菜篮子破
了、酱油瓶空了，孩子们都会在心里
记挂着，下次来的时候，有的提新篮
子、有的拿新酱油，可是贴心哩！”

“你们的班长李超呢？她来了没
有？”黄成顺问，得到否定的回答后，
他笑着摆手道：“没事，忙点好！”他还
记得，李超一开始并不擅长说海南方
言，但为了更好地了解他的需求，她

主动和同学学习海南话，现在已经能
够流利地与黄成顺交谈。

和李超同属本届“雷锋班”的学
生王文南对黄成顺的瓦房印象深
刻，“里面只容得下一间小床和几件
简陋的家具，床上的枕头用了多年，
已经硬得让老人难以入眠。”现在，
她正寻求打一份“暑期工”，挣些钱
给黄成顺买个新枕头，“我自己受到
过爱心助学，更希望将别人给予我
的爱心，通过志愿活动不断传递下
去。”王文南说。

澄迈二中团委书记王汉华告诉
记者，“雷锋班”的成立，源于1996年
3月的一次“学雷锋”活动。当时的
高一（1）班班长林海云在和同学们商

量后，决定集体赶赴金江镇大潭村，
照顾双目失明的孤寡老人王兴福，给
他拣柴煮饭、洗衣剃头、聊天解闷，还
亲切地称呼他为“阿福爹”。

“做志愿服务，一天、两天，一月、
两月都不行，要做就必须长久地坚持
下去。”挂记着“阿福爹”，临近毕业的
林海云和同学们着急了，便找到校
方，希望能让“雷锋班”传承下去。得
到校方认可后，澄迈二中每届高一
（1）班学生都会接力照顾“阿福爹”，
2014年王兴福过世后，他们又将这
份爱心在五保户老人“阿顺爹”身上
延续。

“雷锋班”只是澄迈志愿精神的
一个缩影。近年来，澄迈志愿服务逐

渐遍及全县11个乡镇，已成为当地
一道靓丽的文明风景线，更为全县精
神文明建设注入了新的内涵。

据共青团澄迈县委统计，截至
2017年5月底，依托“志愿海南”网
站，全县已注册志愿者团体265个，
注册志愿者超2.5万人。

澄迈县委主要负责人表示，下
一步，澄迈将继续深化学雷锋志愿
服务，以“学习雷锋、奉献他人、提
升自己”作为志愿服务理念，围绕
活动项目化、服务常态化、服务阵
地化打造志愿服务品牌，精心策划
开展具有亲民性、互动性的志愿服
务活动。

（本报金江7月13日电）

澄迈永发镇101户贫困户入股合作社发展养羊，分红包括两个“60%”

黑山羊走俏市场 贫困户脱贫有望

澄迈已注册志愿者团体265个，注册志愿者超2.5万人

“雷锋班”爱心接力21年跑不停

■ 见习记者 陈卓斌
特约记者 陈超 通讯员 宋祥达

从225国道转入澄迈县福山镇土
南村，滚滚车轮碾过一段约10公里的
土路，就来到一个生机勃勃的精致农
场：潺潺流水旁生长着100余亩三红
蜜柚、30亩福橙，以及少许火龙果、百
香果等。今天上午，澄迈县中兴镇龙
坤村的王娟正奔走其中，忙着侍弄着
这些可口的生财“宝贝”。

“三红蜜柚具有果皮、果肉、果囊
‘三红’的特征，虽然这个品种甜度
高、果香浓、个头大，但要种植3年才
能达到初产期，5至6年后才可达到
盛产期。所以我选择种植火龙果等
短期经济作物，希望以短养长。”王娟
告诉记者，自2002年从原华南热带

作物学院（现并入海南大学）毕业后，
一直从事着和土地有关的行当，在积
累了近10年的种植经验后，她便开
始离职创业。

“多年的园艺技术员工作，让我在
创业时首先选择种植孔雀草、长春花
等年销花，以及小叶榕、桂花树等绿化
苗木，这帮助我挖到了创业的‘第一桶
金’。”王娟说。2013年，她赶赴蜜柚
产业发达的福建省漳州市平和县取
经，见识了昆仑蜜柚中的最新品种
——三红蜜柚。这让她眼前一亮。

当时，与普通农户不同，揣着辛苦
攒下的30万元启动资金，王娟并没有
跟风种植海南引入的柠檬品种“北京
一号”，而是走访各地进行深入的市场
调研。

她发现，当时海口市琼山区已种
植有大量“北京一号”柠檬，市场正趋
于饱和。而福建产出的三红蜜柚约有
20%至30%出口国外，且有大量果品

销往东北、西北，市场火爆、供不应求，
在海南，种植三红蜜柚者并不多。几
番思量对比后，王娟下定决心，于
2014年开始租地种植三红蜜柚。

对于自己种植的果品，王娟信心满
满，“澄迈独特的气温和纬度优势，让我
所种植的三红蜜柚能够比福建的果品
早一个月上市，可以靠打‘时间差’赢得
市场。”但王娟也坦言，在种植过程中她
了解到，三红蜜柚要达到最佳品质，必
须使用豆饼、鱼肥作为肥料，这使得她
的资金流转面临着很大压力。

王娟说，等这批三红蜜柚达到初
产期后，按总亩产4万斤计算，自己可
获得六七十万元收益，“待到盛产期
后，亩产量还将翻至4倍以上。”未来，
她计划将园区打造成鱼、鸭、果混种混
养的观光农业基地，为游客们认领果
树、采购果品提供方便。

炎炎烈日下，一边采摘着果品，王
娟一边笑称自己的种植路“还算顺风

顺水”。但她清楚地知道，自己能够迅
速地掌握技术、看准市场，和自己多年
攒下的经验，以及不断向老师、同行请
教是分不开的，“同时，我也很喜欢和

土地打交道，能够看着一株植物从小
苗成长至挂果枝头，着实是一件幸福
的事。”

（本报金江7月13日电）

百度人工智能万里行活动
走进海南
为创业者和行业专家搭建交流平台

本报金江7月13日电（见习记者陈卓斌 记
者程范淦）今天下午，“以AI（人工智能）的名义”
百度人工智能万里行走进海南活动在海南生态软
件园举行，来自百度公司的核心技术专家、基金投
资行业专家和近200名创业者、开发者齐聚一堂，
共同探讨AI行业的创业与未来。

活动现场，百度技术学院众多专家分别就“人
工智能的发展趋势”“移动Web页面加速器探索
与实践”“移动时代百度搜索引擎技术”“大数据的
技术与应用”“百度车联网技术”等主题进行了演
讲，为与会者烹制了一场精彩的AI技术盛宴。

“依托百度搜索、百度地图、百度糯米等平台
储备的生态资源，百度车联网技术将实现更加智
能化、人性化。”百度车联网事业部有关负责人
介绍道，以百度语音系统中的“小度”机器人为
例，它可根据驾驶者的生活和工作经验，以及兴
趣点、需求、语境等，作出及时而贴心的回复，包
括进行赛事提醒、语言翻译、紫外线指数播报、
活动推送等。

该负责人表示，海南可以通过加强与百度的
合作，把智能车机、车载导航、行车记录仪等硬件设
施做精做强，也可以与行业的4S店等进行联系，在

“小度”机器人和本地产业的结合营销上下功夫，助
推人工智能技术更好地与海南产业融合发展。

据悉，本次活动由百度公司、省工信厅主办，海
南生态软件园、百度（海南）创新中心等共同承办。

澄迈一大学毕业生15年来坚持从事种植业当新型职业农民

王娟：与土地打交道是件幸福的事

王娟（左）在察看水果生长情况。 本报记者 程范淦 摄

澄迈火山岩山羊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员工曾维清在放羊。
通讯员 王家专 摄

“讲好澄迈故事”
遴选活动启动

本报金江7月13日电（见习记者陈卓斌 通
讯员王曼专）为深入挖掘本地文化资源，收集散落
在澄迈民间的优秀历史文化故事，澄迈县委宣传部
昨天下午召开会议表示，将联合多部门自即日起至
今年年底，举办2017“讲好澄迈故事”遴选活动。

记者了解到，澄迈县委宣传部计划在今年8
月至11月向社会发布“讲好澄迈故事”征集令。
参加“讲好澄迈故事”活动的投稿人，可从澄迈本
地的红色文化、长寿文化、绿色生态文化、美食文
化、产业文化等方面着手，挖掘并以作品展现澄迈
的文化内涵或历史典故。参评作品经活动组成单
位集体讨论、遴选后，相关部门将为优秀作品组织
评奖并给予作者一定数额的奖金。

脱贫攻坚进行时

澄迈全县共注册志愿者团体265个
注册志愿者25272人

全县各类志愿服务组织累计
开展活动1.8万余次

参与志愿者达27万人次

截至今年5月底

依托“志愿海南”网站

志愿者在给黄成顺喂饭。
通讯员 王汉华 摄

志愿者探望黄成顺。 通讯员 王汉华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