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由政府出资打造基础设施，合作社提供建设用地
企业出猪苗和技术并负责带动合作社经营，贫困户出劳力，实行统一销售模式亮点

养殖小区遵循无害化、资源化原则
“政府＋合作社＋龙头企业＋贫困户”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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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丽陵水·关注

脱贫攻坚进行时

本报椰林11月14日电（记者李
艳玫 通讯员黄艳艳）“下个月初我就
能领到合作社给的2000多元分红，
以后收入会更多。”11月13日，在陵
水黎族自治县隆广镇广坡村，贫困户
胡亚女兴奋地告诉记者。

胡亚女所在的鼎坡种养农民专

业合作社，正在与我省一家知名黑猪
养殖企业合作发展黑猪养殖小区。
合作方式以“政府＋合作社＋龙头企
业＋贫困户“的模式进行。

陵水扶贫办主任吴宗伟介绍，以
该模式打造黑猪养殖小区，是陵水推
进龙头企业参与扶贫的新探索，目前
陵水正在以广坡村为试点，未来计划
在隆广、提蒙、本号3个乡镇共打造6
个黑猪养殖小区。

走进广坡村黑猪养殖小区，记者
看到1000头黑猪分别养在24个猪舍
中，养殖人员正在给黑猪打疫苗。“一
头猪出笼前至少要打3针疫苗，而且
吃的是低矿饲料和发酵饲料，这样养
出的黑猪肉质更好，也更健康。”该养
殖小区负责人李晓波告诉记者。

据了解，在养殖过程中，该养殖
小区还遵循无害化、资源化原则，猪
粪通过生物菌厌氧和好氧兼用的方

式生产有机肥。
合作社目前有82户贫困户加入。

“我们每出栏一头黑猪，给贫困户分红
150元，养殖小区存栏1000头黑猪，一
年可以出栏两批。”李晓波说，养殖小区
马上要开展统一技术培训，让贫困户和
其他农户尽快掌握养猪技术。

隆广镇主管扶贫工作的负责人说，
该模式变散养为规模化养殖，不仅能保
障猪苗存活率，而且能改善卫生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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陵水探索黑猪养殖小区新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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陵水举办农民工求学圆梦行动大专班

144名农民工成为大学生
本报椰林11月14日电（记者林晓君 通讯

员蔡小金）近日，2017年陵水黎族自治县农民工
“求学圆梦行动”项目大专班在陵水职业中专学校
举行开学典礼，有144名农民工参加。

记者了解到，陵水去年已通过开设农民工大
专班乡村管理专业，培养学历型知识型农民工49
名。今年，陵水根据报考农民工的学历条件，开设
包括自考和开放教育的两个大专班，为学员提供
了实用性高的会计专业课程。

“有这样的机会我一定要参加！”学员王亚娇
告诉记者，过去因家里条件不允许，自己便放弃了
读大学的机会，“现在社会竞争激烈，但自己知识
水平低，希望能通过学习提升自己。”

据介绍，陵水目前有农民工会员逾6万人，受
文化程度、技能水平影响，进城务工时面临所从事
的岗位技术含量低、就业空间小、收入少、稳定性
差、缺乏竞争力等问题。大专班旨在帮助农民工
通过教育学习，提升学历层次、

岗位胜任能力、创业创新能力，成为有知识、
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农民工的追求。

陵水总工会负责人表示，陵水通过多种途径、
多种方式对农民工进行培训，提高农民工就业竞
争力，使农民工掌握一技之长，实现一专多能，让
他们“学得会，用得上”。

陵水举办红色文化主题读书分享会

琅琅读书声 浓浓爱国情
本报椰林11月14日电（记者李艳玫）“红军

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11月 10日
下午，在陵水黎族自治县文罗镇中心小学，阵阵
诗歌朗诵声响彻校园，由陵水教科局主办的“红
色基因，红色记忆”为主题的读书分享会正在此
举行。

据了解，本月底文罗镇中心小学即将更名为
中国工农红军海南陵水文罗苏维埃红军小学总
校。“在更名之际，希望借助这场活动，让大家在阅
读分享中接受爱国主义教育。”活动主办方负责人
告诉记者。

活动现场，身穿红军服，带着红领巾的小学
生们列排而坐，在老师的带领下，读起了《长征》
《闪闪的红星》《丰碑》《雪山小太阳》等经典红色
诗歌和红军小故事。每每读完一首诗，孩子们争
先恐后举手，跟大家分享自己最喜欢的一句诗歌
及心得。

作为革命烈士黄振士的家乡，文罗镇拥有丰
富的红色文化资源。主办单位还特别邀请了黄振
士的后人来到现场，为小学生讲述黄振士的求学
和革命故事，激励他们要好好读书，多读好书，通
过读书不断充实自己，将来成为有用之才。

“这场读书会特别有趣，以后我会读更多书
籍，了解更多的历史。”文罗镇中心小学学生马婧
告诉记者。

本次活动为陵水“点燃阅读星火，共建书香陵
水”文化分享活动的第十四期，旨在营造浓郁的文
化分享氛围，促进陵水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和书
香陵水建设。

陵水“三医”联动综合改革持续深入

院长年薪制完成首轮考核
本报椰林11月14日电（记者苏庆明 通讯员

陈思国）记者今天从陵水黎族自治县卫计委了解
到，今年来，陵水“三医”联动综合改革持续深入开
展，“医联体”建设、院长年薪制、单病种付费等多
项工作正在积极推进中。

据介绍，在积极开展上级医院对口支援的基
础上，陵水制定了开展医疗联合体建设工作方案，
探索推进县人民医院帮扶基层卫生院、县中医院
专科医联体等工作，争取在年底开工建设县第二
人民医院，由河北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托管；加
快建立分级诊疗制度，从根本上解决群众看病难
看病贵问题。

今年陵水在县人民医院推进了院长“年薪制”
改革试点，目前已完成第一轮院长“年薪制”考
核。“推行院长‘年薪制’，就是要通过系列公益性
指标对公立医院院长进行约束、激励，通过收入与
指标挂钩，引导他们带领医院回归公益。在这以
前，他们做得好不好，没有约束，政府也不知道。”
陵水卫计委主任黄国经说，已经完成的首轮考核
显示，这促使了医院在回归公益的正确方向上前
进。下一步陵水将在更多公立医院实行院长“年
薪制”。

此外，陵水还在积极筹备推进公立医院单病
种付费工作，目前已制定相关方案，先期计划把
31个病种列入改革范围。“简单来说，政府对公立
医院的资金支持，将变成治大病给大病钱，治小病
给小病钱，鼓励医院开展大病救治、接收重症患
者。以往不区分病种给钱，医院接收重症患者意
愿相对不强，更乐意开展成本更低的小病救治。”
黄国经说。

陵水将举办第二届
京陵大数据高峰论坛

本报椰林11月14日电（记
者李艳玫 通讯员胡阳）近日，陵
水黎族自治县召开第二届京陵大
数据高峰论坛讨论会，就项目选
址和论坛筹备工作进行讨论，推
动该论坛筹备工作。

会上，国家信息中心大数
据发展部相关负责人从资金筹
措、如何引入企业及人才、园区
开发和运营等方面介绍了建设
数据陵水“321”重点工程的总
体设想。

“京陵大数据高峰论坛选择
在陵水召开，不仅为陵水创造了
一个很好的交流学习机会，也更
有利于推动陵水大数据产业进
一步发展。”陵水县委书记麦正
华表示，建设数据产业园能带动
陵水的互联网产业、热带高效农
业等 12 个重点产业的融合发
展，进一步优化升级陵水的产业
结构。

下一步，国家信息中心与陵
水将建立一个完善有效的对接
机制，制定清晰详细的行动计划
来发展该县的互联网产业，同时
办好第二届京陵大数据高峰论
坛，扩大其影响力。

今年年初，首届京陵大数据
高峰论坛在陵水举行，国家有关
部委代表、高校学者专家、各地
发改及信息产业部门代表、企业
界人士等300余人参会，共商大
数据发展大计，谋求在海南打造
大数据产业发展高地和应用示
范标杆。

■ 本报记者 林晓君 苏庆明
通讯员 陈思国

记者今天从陵水黎族自治县电
商办获悉，根据阿里巴巴农村淘宝海
南区管理机构统计，在刚过去的“双
11”中，陵水农村淘宝成绩斐然：11
月11日当天下行成交总额超220万
元、总订单突破1.3万件，均为全省第
一。其中陵水新村镇农村淘宝服务
站“店小二”邬琴下行成交总额达23
万元、总订单768件，连续两年名列
全省村淘“店小二”榜首。

11月14日，记者来到邬琴负责
的村淘服务站，服务站货架上堆满了
村民待取的快递，虽然已过了中午12
时，但上门取件的村民仍络绎不绝。

“帮村民秒杀、代付，我两天两夜
没有睡。”邬琴告诉记者，今年“双
11”，生活用品和包括滚筒洗衣机、热
水器等在内的家电最受村民欢迎。

据邬琴介绍，这家村淘服务站是
去年1月18日开始营业的，经过不断
发展，得到当地村民的认可。作为陵
水农村淘宝管理小组组长的邬琴，在

“双11”到来前，便带领6个“战区”的

村淘负责人一起着手宣传工作，发放
宣传彩页、向村民手机推广产品信
息，为活动“预热”。

去年，邬琴的店名列“双11”海南
村淘下行销售额榜首，今年蝉联了这
一桂冠。说起自己红火的生意，34岁
的邬琴说，这跟新村镇的发展密切相
关。新村码头是陵水的一个旅游景
点，近年当地大力发展旅游业使这里
游客变得更多，百姓的收入也随之提
高，提升了他们的消费潜力。

2015年，在海南，阿里巴巴农村
淘宝率先在陵水布局。看到农村电

商发展机遇并了解到政府扶持力度
很大的邬琴认为这是个“转型升级”
的好机会，便于2016年初加入“农村
淘宝合伙人”。“我们的电脑、电视，都
是政府配套的。房租免3年。政府
组织我们参加培训，今年还引导我们
进行设备和服务升级。”她感激地说。

邬琴的经历也是陵水农村淘宝发
展的一个缩影。如今，农村淘宝服务站
已遍布陵水各大行政村，提高上行销售
数据，帮农村卖出更多农产品，是陵水
下一步计划，而这也是邬琴的梦想。

（本报椰林11月14日电）

11月11日当天下行成交总额超220万元，为全省第一

“村淘”搅热陵水农村市场

■ 本报记者 李艳玫 通讯员 陈思国

今年10月底，第二届中国（海南
陵水）海上丝路国际健康产业高峰论
坛在陵水黎族自治县落下帷幕；11月
15日，2017中国·陵水国际水上运动季
启动；12月初，2017中国（海南）美丽乡
村发展大会将在陵水拉开帷幕……一
系列国际、国内会展、赛事不断，显示
着当地会展旅游的快速发展。

近年来，陵水的会展硬件设施从
简易到完整，从低档到高端，设施系
统逐渐升级，会展服务系统和水平也
逐步从满足会展基本需要，向全面满
足会展服务提升。

位于清水湾度假区的蓝湾绿城
威斯汀度假酒店是陵水承办会展活
动数量较多的酒店之一。数据显示，
今年1月至10月，该酒店共承办大
小会议85场，累计接待参会人员约
2.1万人次，累计用房1.3万间。

“我们在全部350间客房中设置
了170间双人房，目的就是为了更好

地满足会展的需要。同时，酒店还配
备了各式会议室，其中最大的一间为
1080平方米，能够承接1000人的会
议。”蓝湾绿城威斯汀度假酒店市场销
售总监隋晓杰告诉记者，酒店还配备
了多个餐厅、精品晚宴草地等。

作为年底陵水会展的重头戏，
2017年中国（海南）美丽乡村发展大
会将于12月8日至10日在该酒店举
行，这将为酒店带来800多名客人。

位于陵水县城的乐龄中州国际
大饭店、陵水冠军之家——伯明顿酒
店，常年也有各类大小会议及其他活
动举办，酒店大堂通常都能看到活动
指示标志。近年，陵水积极打造“体
育赛事之都”，国内、国际羽毛球赛，
中华龙舟大赛，全国广场舞总决赛等
大量赛事选择在陵水举办。

从年初的京陵大数据高峰论坛、
中国（陵水）南繁论坛，到年底更加频繁
的企业年会、赛事、论坛活动，陵水如今
可谓全年会展兴盛。陵水旅游委相关
负责人介绍，这与陵水近年来旅游基础

设施配套持续完善、清水湾旅游度假区
繁荣发展、城市知名度提升有关，也与
陵水县委、县政府的积极支持有关。

今年前三季度，陵水接待游客数
同比增长18.4%，旅游总收入同比增
长36.2%。陵水旅游委的相关负责
人告诉记者，得益于会展活动的举
办，大量的外地人来到陵水进行旅游
消费，当地的会展旅游发展有了活跃
的基础。在展会中，主办方还会适时
推出一些特色文化演出、地方宣传
片、特色旅游商品展示等，以此带动
了当地旅游业发展，同时也促进了餐
饮、交通、娱乐等行业的消费。

从塔吉克斯坦来陵水参加国际
健康产业高峰论坛的扎瓦告诉记者，
这是他第一次来陵水，论坛结束后，
他要花上两三天时间在陵水度假，进
一步感受当地的风土人情。

“来参会的人员以高端人士为
主，相比一般旅客，他们的消费能力
更高，对当地旅游经济发展贡献更
大。”陵水旅游委相关负责人说。

另外，陵水的一些会展活动与
节庆活动相呼应，使得会展旅游与
节庆旅游逐渐结合，朝多元组合发
展。会展旅游的发展还弥补了旅游
淡季的收入不足，推动当地全季旅
游的发展。

“通常夏季为我们的入住淡季，
入住率大概是20%至30%，今年得
益于各种会议的召开，我们淡季的入

住率增加了一倍。”隋晓杰说。
会展产业的发展，对陵水城市基

础设施、人才等方面有了更高的要
求，会展旅游该如何发展是陵水需面
对的考题。陵水县政府有关负责人
表示，下一步，陵水将加强培育会展
品牌价值，提升会展服务软件的实
力，让会展旅游成为陵水旅游发展的
新引擎。 （本报椰林11月14日电）

设施逐渐完善、城市知名度提升，全年各类会展赛事不断

陵水旅游从会展业掘金

11月10日至12日，由陵水黎族自治县旅游委发起的“陵水，我的浪漫与你有关”大型婚拍系列日活动在陵水举
行。来自省内外的优秀摄影师、主播在陵水分界洲岛等景区展开拍摄活动，活动全程通过网络直播吸引了近百万网友
观看，让更多人了解浪漫婚拍的绝佳拍摄地点——陵水。 文/本报记者 苏庆明 图/本报记者 武威 通讯员 童国强

陵水打造婚拍目的地

陵水会展旅游发展加速，图为在陵水召开的第二届中国（海南陵水）海上
丝路国际健康产业高峰论坛。 本报记者 武威 通讯员 陈思国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