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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海口10月8日讯（记者陈蔚林）第59期
脱贫致富电视夜校将于10月9日20时在海南综
合频道及20时30分在三沙卫视播出。

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是当今旅游发展方向之
一，具有强大的生机和广阔的前景。本期夜校邀请
到海南省休闲产业智库首席专家、海南省休闲农业
协会专家委员会主任陈海洋，以屯昌的梦幻香山、
陵水的古楼村芒果大世界、海口的世外桃源为案
例，传授休闲农业脱贫致富金饭碗的十大“吸金术”。

电视夜校播出的同时，“961017”脱贫致富服
务热线将继续开放。此外，节目还将继续公布最
新、最热门的脱贫致富信息。

第59期脱贫致富
电视夜校今晚播出
传授休闲农业十大“吸金术”

本报海口10月8日讯（记者原
中倩 通讯员阴若珂）2017年10月17
日是我国第4个扶贫日，也是第25个
国际消除贫困日。按照国务院扶贫办
要求，结合我省实际，省扶贫开发领导
小组办公室日前印发《海南省2017年
扶贫日活动方案》（以下简称《活动方
案》）的通知。

《活动方案》要求，要广泛开展
宣传教育活动。各级各部门要组织
协调各类媒体，采取多种形式，大力

宣传脱贫攻坚的先进典型、工作成
效和广大贫困群众依靠自身力量脱
贫致富的经验和做法等。据了解，
扶贫日宣传教育活动包括举办开展

“扶贫宣传乡村行”走访采风活动、

脱贫攻坚奖颁奖仪式、举办“大研讨
大行动”脱贫攻坚研讨成果交流会、
开展“奋进户”和“脱贫致富带头人”
评选活动等。

《活动方案》同时要求，要开展慰

问帮扶活动，要组织党员干部、社会
团体、爱心人士等对贫困村、贫困户
开展走访慰问、送温暖、献爱心活
动。要开展“三齐”活动：一是“齐下
乡”：省、市、县四套班子领导带头下

乡，深入贫困村、走访贫困户，教育引
导群众转变观念、鼓舞斗志、树立信
心，激发内生动力，依靠自身力量脱
贫致富；二是“齐出动”：各定点帮扶
单位组织人员深入帮扶点，推进帮
扶项目实施，解决扶贫开发工作中
遇到的困难和问题；三是“齐到户”：
全体帮扶责任人与贫困户开展“一
对一”对接活动，帮助解决实际问
题。据悉，部分扶贫日活动日前已
陆续开展。

广泛宣传先进典型、慰问帮扶贫困户

我省开展2017年扶贫日系列活动

本报海口10月8日讯（记者尤
梦瑜）记者今天从省委宣传部了解到，
为了迎接党的十九大的召开，我省多
地将在十九大召开前夕举办丰富多彩
的群众性文体活动，主要涵盖文艺汇
演、文化展览以及群众体育等内容。

美妙歌舞舞出心中美丽海南。
10月12日至17日，琼海、万宁、陵水、

东方等多个市县将举办喜迎十九大主
题晚会；10月中旬，澄迈、保亭将举办
群众性文艺演出；10月18日前，琼海
各镇（区）群众也将分别组织喜迎十九
大文艺汇演；从9月底至10月底，定
安的“庆国庆 喜迎十九大”琼剧汇演
在每个周末与戏迷见面，多地群众将
以精彩的歌舞表演展示积极向上的精

神风貌，迎接党的十九大的召开。
除了这些“大”舞台上的演出，屯昌

等多个市县还将组织文艺演出下基
层。今年8月初，屯昌即启动了“喜迎十
九大，永远跟党走”送琼剧下乡惠民演
出宣传活动，该活动将持续至10月中
旬；洋浦工委则在本月9日至18日间，
组织下乡放映6场电影，值得一提的是，
在观影期间，观众还有机会听到经典红
色歌曲。省琼剧院在海南戏院推出“周
末剧场”演出的同时也将下乡送戏。

浓郁文化传播海南故事。从10月

初开始，我省多地开展书画、摄影展览，
展示大美海南风光，展现琼岛人文风
情。本月，定安“庆国庆 喜迎十九大”
美术书法摄影作品展、万宁“多彩多情、
大美万宁”摄影家协会会员作品公益
展、屯昌“学准则、迎国庆，献礼十九大”
书法比赛优秀作品展、澄迈“喜迎十九
大 共筑中国梦”2017年海南省优秀美
术作品展暨澄迈县书画展、琼海“喜迎
十九大·砥砺前进的琼海”摄影大赛、海
口“我的乡愁 美舍河记忆”老照片摄影
展、海口三亚书法联展等数十个书画、

摄影展一一亮相。10月12日，陵水将
举办红旗渠精神报告会，让广大党员干
部群众在红色精神传承中迎接十九大。

此外，从9月底至10月底，定安“庆
国庆 喜迎十九大”男子九人排球比赛
以及男子三人篮球赛、保亭“喜迎十九
大”篮球赛、琼海喜迎十九大“金秋杯”
男子篮球赛、“喜迎十九大·共筑中国
梦”万宁市2017年广场健身操（舞）暨

“万福万宁”原创健身舞比赛等火热举
办；10月12日至15日，2017年全国大
学生柔道锦标赛也将在澄迈举行。

我省各市县举办丰富多彩文体活动

◀上接A01版
考察团一行还来到白鹭洲公园，

观看了白鹭女神灯光秀和音乐喷泉
表演，参观了厦门城市夜景。刘赐贵
指出，城市绿化、美化、净化、亮化、彩
化这“五化”是一以贯之的，一座城市
首先要干净整洁、绿意盎然，在此基
础上，用不同的花色点缀，形成高低
错落、乔灌搭配、层次分明、艺术感强
的彩化效果，佐以灯光夜景亮化工
程，让城市赏心悦目，富有美感。刘
赐贵强调，管理城市、经营城市也是
一种艺术，学习厦门不是简单的模
仿，而是要从中领悟城市经营管理
之道，将科学的理念融入城市建设
中，有效利用空间规划，提升城市品
质品位。

在两地工作交流座谈会上，厦门
市主要领导和有关部门的负责同志分
别介绍了厦门在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
服务保障、城市立面改造、绿化彩化、

夜景工程以及拆违整治等方面的经验
做法。海口、三亚、琼海、文昌等市县
主要领导先后交流发言。

刘赐贵表示，金砖国家领导人会
晤的成功举办，在国内外引起了强烈
反响，充分体现了厦门坚决贯彻落实
习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和治国
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实际行
动，是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的生动实
践，展现了中国改革开放的良好形象
和厦门人民的实干担当，值得海南认
真学习。在经历了台风重创后，用不
到一年的时间，迅速恢复提升城市功
能，高质量圆满完成了金砖国家领导
人会晤的服务保障工作，这充分体现
了厦门市委市政府和各级领导班子
很强的领导力和执行力。考察中充

分感受到，厦门在城市建设、管理、服
务保障方面处处体现了以人民为中
心的发展思想，通过办会提升了城市
整体素质，市民文明有序、参与度
高，老百姓增强了获得感和幸福感，
提高了满意度。厦门作为最早开放
的经济特区之一，敢闯敢试、敢为人
先、紧抓机遇、埋头苦干，经济特区
的迅速发展给海南很多启示；厦门
在城市绿化、美化、净化、亮化、彩化
方面成效明显，对海南按“全省一盘
棋”打造全岛大景区、大花园有很好
的借鉴意义。

刘赐贵指出，当前，海南正在按
照习总书记视察海南时的重要讲话
精神，加快建设经济繁荣、社会文
明、生态宜居、人民幸福的美好新海

南。明年海南将迎来建省办经济特
区30周年，举办博鳌亚洲论坛2018
年年会，学习厦门经验将进一步激
发全省上下发扬敢闯敢试、敢为人
先、埋头苦干的特区精神，推动海南
在“多规合一”、“全域旅游”、生态文
明建设等方面再上新台阶。他要求
考察团成员把在厦门学到的好经验
好做法，转化为建设美好新海南的
实际行动，向习总书记和全国人民
交上海南答卷。

考察团成员纷纷表示，厦门高起
点规划城市、高站位落实思路；以开放
开明的气度，兼容并蓄各种文化、业
态；以创新推动工作，将创业就业作为
民生之本；以全局观念统筹统揽，民情
民意充分体现；城市建设有机统一、城

市功能完善完备、城市管理精细精致，
充分体现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
新发展理念，值得海南深入学习，融会
贯通运用到今后的工作中。

裴金佳主持两地交流会。他说，
当前，厦门市正在深入学习贯彻习总
书记在厦门会晤期间的重要讲话和对
福建、厦门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认真
履行特区使命，全面深化改革、扩大开
放；认真落实习总书记提出的建设“高
素质的创新创业之城，高颜值的生态
花园之城”的勉励和嘱托，持续抓好经
济转型和城市整治提升。他表示，此
次海南省考察团来访，将有力增进两
地之间的交流合作。厦门将落实好福
建省和海南省的合作协议，学习海南
在生态保护、产业转型、多规合一、环
境建设等方面的好经验好做法，与海
南在港口、旅游、会展、城市管理等方
面加强交流，扩大合作，促进两地共同
发展、共同进步。

海南省考察团赴厦门专题考察学习
“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服务保障和城市“五化”建设经验做法

本报屯城10月 8日电 （记者邓钰）10月 7
日上午，海垦控股集团在位于屯昌县的中建农场
公司举行领导干部包案接访重点信访事项现场
会，深入基层接访群众，集中化解一批信访积
案，切实维护农场职工合法权益，有效维护垦区
和谐稳定。

据介绍，现场化解的3起信访案件包括该农
场退休职工李某要求拆迁补偿安置费遗留问题，
职工赵某反映核减农业用地承包土地面积问题以
及职工罗某原房屋被矿场爆破余波震裂，要求另
寻居民点住宅区建设宅基地问题。

海南省农垦投资控股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
杨思涛表示，下一步，海垦将通过实行24小时值
班制度和建立应急反应处置机制等措施，加强信
访维稳工作。

海垦集团包案化解
中建农场公司3起信访积案

本报讯（记者邵长春）近日，在首届伊朗霍德
罗（IKCO）马什哈德车展上，海马汽车作为现场
唯一的“中国符号”和“海南元素”频获点赞。

今年以来，海马汽车响应国家“一带一路”倡
议，积极开拓海外市场。截至9月份，海马汽车海
外市场销量突破1万台，创历年出口量新高。而
随着海马汽车主力车型S5在伊朗的成功下线和
上市，S7、S5两款车型将并驾齐驱，加快在伊朗市
场竞争的步伐。

海马汽车伊朗车展获点赞
今年截至9月海外销量已破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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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东太农场公司食品厂，一股
浓郁的胡椒香气扑面而来。晾晒场
上，三四个工人手握锄头，不时来回翻
晒铺在塑料纱网上的胡椒粒。车间加
工厂里，研磨机高速运转发出轰隆隆
的响声，胡椒粒瞬间变成了细腻的粉
末，再经过自动包装机包装，胡椒粉被
装入不同容量的包装瓶中。

陈建团见记者看得入神，他给记
者解释：“这一个个细节，保证了飘仙
胡椒系列产品的质量，使得生产出的
胡椒粉口感一流，色、香、味俱佳。”

陈建团介绍，食品厂始终将质量
作为企业生存与发展的生命线，严把
生产“四关”：一是选果关，全部选用
上好的白色胡椒果；二是生产关，严
格按规程操作，经过风筛、烘焙等七
道工序；三是包装关，坚持按国际标
准统一包装；四是出库关，杜绝次品

流入市场。
当然，酒香也怕巷子深。保证质

量之外，陈建团也注重品牌的推广，
“每年春季的糖酒会、广交会，我们厂
都参加，推广我们的品牌。长期来看，
效果非常好。”

但是，创立品牌之路并不平坦。
“随着我们品牌越来越响，1999年，江
西市场出现了假冒飘仙品牌的情况，
产品、包装等看起来几乎完全一样。”
陈建团回忆。

为了维护品牌形象，打击假“李
逵”，陈建团和琼海工商、公安部门工
作人员一起，赶赴江西南昌展开调
查。最终，假“李逵”被抓获，当场查获
3000多箱假冒的飘仙胡椒系列产品。

陈建团回忆：“当时，我们在报纸、
电视台等媒体刊播了声明，消费者更
认可我们品牌了。”

东太农场公司35年风雨兼程，严把产品质量关，塑造名优品牌

飘仙胡椒飘香海内外
简介

东太农场公司食品厂位于风光旖旎的万泉
河畔，是以生产飘仙牌系列小包装胡椒粉为主
的调味食品加工企业，目前有员工400多人，
胡椒生产基地10000多亩，是一个以综合出口
业务为主的企业。

荣誉

1991年
飘仙胡椒粉荣获“全国农垦产品优质畅销

产品奖”

1992年
荣获“亚太经济中小型企业”和“全国食品

饮料精品海南博览会金奖”

1996年至今
连续被海南省名优产品推广委员会评选为

“向消费者推荐产品”

2003年至今
连续5届荣获“海南省著名商标”，产品被

评为“海南知名产品”

2006年
荣获“海南省名牌产品”称号

2007年
被评为“中国果菜产品十大驰名品牌”，获

此殊荣全省调味品行业仅此一家

本版策划/乐泉 撰文/草帽

从建厂之初胡椒粉年加工量2
吨，发展到现在的1500多吨，东太农
场公司食品加工厂坚持不断创新，实
现了跨越式发展，为国家上缴近百万
元的税收，现已成为国内胡椒加工行
业中纳税最多的企业。1993年，东
太农场公司食品厂被中国海南出入
境检验检疫局指定为“海南省胡椒粉
生产出口备案企业”，这也是目前海
南农垦唯一一家胡椒生产出口备案
企业，飘仙胡椒系列产品远销美国、
加拿大、韩国、印度尼西亚等国家。

陈建团表示，为了创造一流胡椒

品牌，东太农场公司食品厂不断突破
自我，今年打算将经营额提高到
3000万元。

陈建团告诉记者，现在胡椒生
产市场，最大的问题就是市场乱，

“主要还是因为胡椒生产的工艺技
术要求低。”

为了解决这一难题，达到今年预
期目标，东太农场公司食品厂将加强
品牌的标准化管理，生产管理流程严
格按照 ISO9002 认证的标准化管
理，确保产品质量；升级包装档次，融
入品牌特色元素，提高产品辨识度；

推广企业信用文化，规范诚信经营行
为，促使企业对内形成凝聚力和创新
力，对外形成影响力和穿透力，提升
品牌的社会价值，使飘仙胡椒系列产
品深入人心。

陈建团表示，未来东太农场公司
食品厂将以市场为导向，向管理要效
益，强化产品营销，注重售后服务，在
此基础上，继续拓展国内、国外市场，
利用自身优势和产地原料的优势，做
大做强胡椒深加工，让飘仙牌胡椒粉
名声远扬，享誉国内外，成为大众餐
桌上认可度最高的胡椒粉调味品牌。

一方水土，成就一个产业；一个品牌，壮大一个产业。
金秋的东太农场公司，到处弥漫着胡椒的香味，椒农脸上

洋溢着幸福的笑容。勤劳朴实的农场职工，始终以严苛的标准
呵护产品质量，让飘仙胡椒系列产品触碰到更多人的味蕾。

万泉河畔胡椒飘香

每与客商洽谈，东太农场公司食
品厂的“掌门人”陈建团都会先讲一个
飘仙胡椒起名的故事。

风光旖旎的万泉河畔西部，是盛
产胡椒的好地方。1982年，一家胡椒
粉加工生产企业在此地应运而生，它
就是东太农场食品厂。

陈建团说：“品牌的名称即为胡
椒的‘衣’和‘鞍’，因此，给它取个响
亮而有寓意的名字非常重要。当
初，我们建厂之初，就准备给胡椒品

牌取个名字。当时，大家提了十几
套方案。”

最终，名字被定为“飘仙”，是想让
客商看到这个名字，就想到它的产地
——万泉河畔。“万泉河就像一条飘着
的丝带，我们使用的胡椒就生长在万
泉河畔，这是我们产品的核心竞争力
之一。”陈建团说。

依托万泉河畔丰富的胡椒生产原
料资源，运用精湛的加工工艺，飘仙胡
椒开始越飘越远。

以质量塑造品牌

以品牌赢得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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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太农场公司食品厂胡椒基地。

“飘仙”商标及优质胡椒颗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