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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户籍百岁老人
补助标准提高
明年起每人每月提高到500元

本报海口10月27日讯（记者刘操 通讯员
刘小勇）记者今天从省民政厅获悉，省老龄工作委
员会办公室、省财政厅、省民政厅日前联合下发通
知，从2018年月1月1日起，对户口在本省且年
满100周岁的老年人的省级长寿补助金标准，由
原来每人每月300元提高为500元。

据初步统计，目前100周岁及以上本省户籍
老人2040人。

万宁槟榔鲜果收购价
普遍高于去年

兴业银行在琼累计发放
信贷资金312.96亿元

本报海口10月27日讯（记者杨艺
华）今天，兴业银行海口国兴支行正式揭
牌开业，成为兴业银行在海南开设的第
9家网点、第4家综合性支行，兴业银行
在琼网点布局得到进一步优化和加强。

据了解，截至今年9月30日，兴业
银行海口分行本外币资产总额223.52
亿元，本外币存款余额219.34亿元，其
中对公存款余额181.22亿元，累计发
放各类信贷资金312.96亿元。

本报海口10月27日讯（记者王
玉洁 实习生王茹仪）9月底至11月，
正值海南槟榔采摘期，槟榔的食用和
加工始终是业内人士的热议话题。
10月26日在海口举办的第十一届全
国果蔬加工产业与学科发展研讨会
上，海南槟榔加工再次引发热烈探讨。

海南省农业科学院农产品加工设
计研究所副所长吉建邦告诉记者，通常
来说，海南的果蔬加工多指对热带经济
作物及热带水果的加工，以槟榔、椰子、
胡椒、咖啡、黄灯笼椒、芒果、菠萝蜜等
为主，其中尤以槟榔和椰子为主。

“如今槟榔地头收购价已经达到
9.5元每斤，由于价格和产量的提升，
预计今年海南鲜果产值有望突破100
亿元，与去年相比有了非常大的提
高。”吉建邦说，目前全省槟榔种植面
积超过160万亩，种植农户约230万
人，槟榔加工产业有了很大提升。

随着消费需求结构的升级，消费
者对食品优质、营养、健康的需求不断
增加，人们对槟榔产业的关注度也越
来越高，槟榔产业精深加工技术的提
升愈加迫切，吉建邦说，为了优化槟榔
产业的全加工产业链，许多业内专家

学者也都努力在食品安全、病虫害防
治、槟榔的生物学特性等领域开展基
础研究，努力提高资源的综合利用率，

“比如说，槟榔核有很高的附加值，但
在目前的加工环节中，它还是被当作
废弃料来处理。”

吉建邦认为，政府部门要优化种
植结构，合理种植适用于加工、适合作
鲜果出售的槟榔品种，搭建支持槟榔
加工产业的平台，积极培养和引进优
秀人才；专家们则要努力研发装备，提
升加工技术，丰富槟榔加工产品种类，
提升槟榔食用口感；种植户要改变“槟

榔是懒人作物”的观念，使槟榔种植和
管理更加规范化、标准化。

近年来，湖南农业大学教授李宗
军积极承接海南省重大科技专项，主
要从槟榔分色干制、槟榔分级分选、槟
榔物理/化学软化、槟榔贮运保鲜、槟
榔自动化包装技术与装备等方面展开
研发，为槟榔全产业链的科技创新提
供参考，优化全产业链。

记者了解到，海南省农科院还与
湖南和畅食品科技有限公司共同建立
了全国首个槟榔精深研究博士后科研
工作站，为槟榔产业的精深加工培养

高端人才，尽力满足消费者对咀嚼类
食品健康、愉悦的体验感受。

此外，来自北京、湖南、江苏、福
建、广东、浙江、湖北、广西等省区市的
50余位专家学者分别围绕果蔬营养
与安全、果蔬现代加工技术、热带果蔬
现代加工技术、果蔬加工资源综合利
用四个专题展开研讨，交流果蔬加工
研究与产业化的最新进展，共商果蔬
加工产业发展的未来。

该研讨会由中国食品科学技术学
会果蔬加工技术分会主办，省农科院
加工所承办。

全国果蔬加工产业与学科发展研讨会专家热议海南槟榔加工

槟榔精深加工技术迫切需要提升
何西庆会见荷兰国泰
郁金香协会代表团一行

本报讯 10月26日，副省长何西庆在海口会
见荷兰国泰郁金香协会代表团一行。 （鲍讯）

海南开展重阳节前
看望慰问老人活动

本报海口10月27日讯（记者邓海宁）10月
28日（农历九月初九）是中国传统的重阳节，也是
国家法定的老年节。在全国第五个老年节来临之
际，今天下午，副省长何西庆来到省托老院看望慰
问这里的老人，向老人们送去节日的问候和祝福。

何西庆首先来到了省托老院的多功能综合服
务楼，与工作人员认真交流，详细了解院区老人的
入住情况、护理服务及各类设施的使用等情况，并
前往托老院的食堂仔细察看了用餐环境和老人们
的一周食谱，了解老人们的日常餐饮。

随后，何西庆来到活动长廊看望了在这里活
动的老人，与老人们亲切交流，了解他们的生活
起居和身体情况，鼓励老人们树立积极、健康向
上的老年观，积极学习，加强锻炼身体，培养高尚
情操，保持健康良好的精神状态，之后还向老人
们送上了慰问金，并向全省的老年人致以节日的
祝福。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积极应对人口老龄
化，构建养老、孝老、敬老政策体系和社会环境，推
进医养结合，加快老龄事业和产业发展。何西庆
要求，各级政府要积极贯彻落实十九大精神，建设
好养老服务设施、老年服务体系，进一步提高养老
服务质量，让老年人能够共享经济发展的成果。
省托老院要进一步健全制度、规范管理、改善宜居
环境、提高服务质量，加强宣传，不断提高入住率，
为更多的老年人提供更优质的服务。

本报营根10月27日电（记者郭
畅）记者今天从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
获悉，为进一步提高琼中脱贫攻坚工
作成效，补齐短板、强化基础，做好11
月全省第三方评估和年底国务院扶贫
开发领导小组考核评估迎检各项准备
工作，琼中县委、县政府决定从10月

20日至12月20日，开展2017年扶贫
“60天攻坚保位战”及自查自纠工作。

“2016年底，琼中脱贫攻坚工作
得到了国务院督导组、海南省省际交
叉考核组的充分肯定，扶贫成效考核
综合评价荣获海南省第一名。为了打
赢这场脱贫攻坚战，琼中开启此次‘60
天攻坚保位战’及自查自纠工作意义
重大。”琼中扶贫办主任吴坤俊表示。

据了解，此次“保位战”主要工作包

括八个方面：根据2016年年底考核和
2017年省际交叉检查中暴露出来的漏
评、错评、错退等突出问题，在全县范围
内对农村户籍人口开展全面排查；加快
提升“两不愁”扶贫成效，紧紧围绕解决

“不愁吃、不愁穿”，重点提升产业发展、
转移就业等扶持成效；加快推进“三保
障”政策全面落实；补齐光伏发电、金融
服务、易地搬迁、电商扶贫等脱贫工程
短板；做好低保和扶贫政策两项制度有

效衔接，落实低保户、残疾户（Ⅰ、Ⅱ级）
享受与贫困户同等“三保障”政策扶持；
全面加快项目实施和资金支出进度，按
照进度要求完成扶贫资金拨付，确保在
年底完成省下达的任务指标;力争整村
推进贫困村整村脱贫，加快13个建档立
卡贫困村产业发展和基础设施项目；确保
项目进度数据与省级平台、国扶办系统
高度统一，确保工程实际进度和资金
支出与平台系统数据实现无缝对接。

琼中启动扶贫“60天攻坚保位战”
脱贫攻坚进行时

■■■■■ ■■■■■ ■■■■■

专题 值班主任：蔡潇 主编：傅人意 美编：王凤龙“敬老海南”系列报道之五·老有所乐

我省加大老年人活动场所设施投入，建立健全各级老年人体协组织网络和老年文艺团体

让老年人乐享晚年活出精彩
每天早晨，海口市龙华区海垦街道

滨廉社区的老人们会来到崭新的社区日
间照料中心，开始他们一天的快乐时
光。在阅览室读读书，在棋牌室打打扑
克牌……午饭时间，日间照料中心的社
工还会给老人们供应丰盛的午餐。

近年来，我省加大老年活动中心、社
区老年活动室和老年健身场所等基础设
施建设的投入，建立健全各级老年人体
协组织网络和各类老年文艺团体，定期
开展形式多样、适合老年人特点的文体
活动，为我省的老年人营造“老有所乐”
的晚年生活。

养老服务设施逐步完善
老年人娱乐活动场所越来越多

几乎每天上午，60多岁的周阿婆都
会走进离家不远、位于京华城的海口市
玉沙村社区日间照料中心，在阅览室读
读书，在理疗室休息。午饭时间，海口星
海社会工作服务站的工作人员会送上红
烧肉、炒菜心等丰盛的午餐。

玉沙村社区日间照料中心的社工介
绍，这里有棋牌室、阅览室、书画室、健身
室、理疗室，还有老年人网络学校。“每天
都有居住在附近的老人聚到这里跳舞、
看电视、打乒乓球、打牌、唱歌，享受快乐
的晚年生活。”

“日间照料中心最大的好处就是很
自由，来去随意，不用离家，白天来参加
活动，晚上回家和儿孙们相处，更容易为
老人所接受、喜爱。”省老龄办负责人介
绍，作为居家养老模式的补充，日间照料
中心为老人们提供娱乐、就餐、休息等多
种服务，老人们在此活动非常开心。

“海南自然环境真好，空气清新，冬
天又很温暖。我和老伴每年冬天都会
来海南养老。”10月22日早晨，从北京
来海南过冬的候鸟老人李松带着自己
的妻子来到海口万绿园，找到他们的

“老玩伴”载歌载舞，幸福的笑容挂在他
们脸上。

同样，在三亚海月广场，69岁来自
辽宁朝阳的候鸟老人吴秀娟每天到此跟
老伙伴们相聚。“这里面朝大海，环境优

美，就是我们老年人的天堂，我们每天跳
舞，特别开心！”吴秀娟说。

近年来，随着我省加大老年人娱乐
活动场所设施建设投入，为我省老年文
体事业发展提供了优越的发展条件。在
海口、三亚等市县的大型公共活动区域，
每天都有大量的老人相约歌舞健身，幸
福快乐。

今年2月，国务院印发《“十三五”国
家老龄事业发展和养老体系建设规划》
（以下简称《规划》）提出，完善覆盖城乡
的公共文化设施网络，在基层公共文化
设施内开辟适宜老年人的文化娱乐活动
场所，增加适合老年人的特色文化服务
项目。推动公共文化服务设施向老年人
免费或优惠开放，为老年人开展文化活
动提供便利。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农村
电影放映、农家书屋等重大文化惠民工

程增加面向老年人的服务内容和资源。
广泛开展群众性老年文化活动，培育老
年文化活动品牌。鼓励创作发行老年人
喜闻乐见的图书、报刊以及影视剧、戏
剧、广播剧等文艺作品。鼓励制作适合
微博、微信、手机客户端等新媒体传播的
优秀老年文化作品。加强数字图书馆建
设，拓展面向老年人的数字资源服务。
加强专业人才和业余爱好者相结合的老
年文化队伍建设。

文体活动组织逐年增加
极大丰富老年人精神文化生活

家住海口凤翔东路的65岁退休干
部王东是个“武林高手”，对太极拳、剑术
都颇有研究。每天早上只要一有时间，
他都会到家附近新建的活动广场教大伙

练太极。时间久了，附近的老年人都喜
欢找老王练太极。

这只是我省老年体育事业蓬勃发展
的一个缩影。据介绍，全省乡镇（街道）
健全老年人体协机构率达到 98%，村
（居）委会健全率达到86%。省老年人体
育协会坚持每3年举办一次全省老年人
运动会、一次省直单位老年人体育运动
会和一次农村基层老年体育工作经验交
流会暨老年体育健身展示大会。全省经
常参加体育健身活动的老年人已达50
多万人，占全省老年人口的52%左右。

“月月有活动，年年有比赛。”海南省
老年人体育协会负责人介绍，协会成立
至今已有33年，目前有9个工作委员会，
发展的项目有20个。据介绍，到目前为
止，全省有 11个市县乡镇（街道）、村
（居）委会、省农垦各国营农场基本上健

全了老年人体协组织机构，全省新建乡
村老年人体育活动场所109个。2015
年，陵水的文化广场和雅居乐体育馆被
中国老年人体协授予“全国老年体育活
动示范基地”。

省老龄办相关负责人表示，我省老
年文体活动组织逐年增加，老年人已成
为基层群众文体活动的主力军，这些活
动组织极大丰富了老年人精神文化生
活，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

《规划》提出，加强老年体育健身，结
合贯彻落实全民健身计划，依托公园、广
场、绿地等公共设施及旧厂房、仓库、老
旧商业设施等城市空置场所，建设适合
老年人体育健身的场地设施，广泛开展
老年人康复健身体育活动。支持乡镇
（街道）综合文化站建设体育健身场地，
配备适合老年人的设施和器材。支持公

共和民办体育设施向老年人免费或优惠
开放。加强老年人体育健身方法和项目
研究，分层分类引导老年运动项目发
展。继续举办全国老年人体育健身大
会。鼓励发展老年人体育组织，到2020
年，90%的街道和乡镇建立老年人基层
体育组织，城乡社区普遍建立老年人健
身活动站点和体育团队。

助老敬老氛围浓
社会参与让老年人更快乐

10月20日，迎着阳光，走进位于澄
迈县金江镇黄竹村长寿老爸茶园，阳光
洒落在宽阔的院落里，院内布局合理，花
朵散发着芳香，悠扬的音乐声从这里传
出。40多位老人在这里依次排开，跟着
电视中健身操示范片的动作锻炼身体。
另一旁，数十位老人或凑成一桌打扑克，
或聚在一起聊天，小小茶园俨然成为老
人们的乐园。

“年轻人忙起来都没时间照顾家里
老人，所以老人们十分孤独。”澄迈县老
龄办负责人介绍，2006年，黄竹村划出
130多平方米的地，正式向70岁以上的
老人们免费开放。

时间一久，越来越多老人到茶园里
休闲娱乐，到如今每天可以接待100多
位老人。茶园用水用电、买茶，甚至在节
假日为老人提供免费的糕点，都需要开
支。黄竹村做瓜菜生意致富的王耀孔便
将这些费用担了下来，2006年起每月为
茶园提供1000元经费，而今每年出资达
10多万元。

“我们每天早上起床吃了早餐，7点
左右到茶园做做健身操，然后在一起打
扑克、聊天、看电视，非常开心。”黄竹村
的老人们告诉记者。

不仅如此，澄迈返乡大学生志愿者
服务队的年轻人，每年寒暑假都要来到
茶园，陪老人们聊天，给他们表演节目。

省老龄办负责人介绍，近年来，我
省各市县积极营造助老敬老的社会氛
围，社会爱心人士、公益志愿者纷纷加
入到助老的队伍中，为老年人晚年增加
幸福感。 （策划、撰文/ 阿超 图/阮琛）

10月27日，由海口市美兰区组织的趣味运动会让老年人享受快乐时光。

10月26日，万宁龙滚镇
一槟榔加工厂，农户正在整理
刚收购的槟榔。

据了解，10月份以来，万
宁产符合加工品质槟榔鲜果收
购价最低为8.27元/斤，最高
为9.35元/斤，价格普遍高于
去年同期。

本报记者 袁琛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