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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苏庆明 林晓君
通讯员 陈思国

11月24日，陵水黎族自治县雅
居乐清水湾游艇码头口岸正式获得
省政府批复，准许其对外籍游艇开
放。当天，雅居乐清水湾游艇会连
续第三年举办的“雅航盛世·海洋休
闲生活博览会”启幕，为期3天的活
动收获了1.5亿元的成交额，吸引国
内外近万名游客到访。该游艇会还
与三亚亚龙湾游艇会签订了互惠互
通协议。

至此，这个亚洲最大的游艇港嗅
到春天的味道。

清水湾游艇会于 2015 年对外
营业，总规划780个国际标准泊位，

现已经建成299个。但营业以来，
成效不如人意。在口岸获批对外开
放前，记者探访发现，前来这里以游
艇为背景拍婚纱照的人络绎不绝，
但与这一热闹景象形成反差的是，
难见游艇开动。

在驶游艇比例低，不仅是清水湾
游艇会的状况，也是整个海南游艇产
业的状况。

游艇“动不起来”之问，涉及多方
面的缘由。从自身角度应对这一问
题，清水湾游艇会总经理林明昆为自
家游艇会找到的“药方”是：推动游艇
消费由高端化走向平民化、大众化。
林明昆说，“游艇也不一定都是讲究
奢华的，应该高中低端都有。”

林明昆介绍，基于推动消费走向

平民化考虑，清水湾游艇会泊位定价
已是全省最低；游艇会已经采购10
条小帆船（按游艇产业定义，帆船也
属游艇的一种），准备提供更多能令
普通消费者接受的游玩项目。“在厦
门一个港湾，掏100多块钱就能坐上
游艇，每年能吸引100多万人，这就
有1亿多元的产值。”他认为，这一经
验是值得学习的。

此次清水湾游艇码头口岸获准
对外开放，亦有利于破解游艇“进不
来，游不动”的难题。清水湾游艇会
准备开展全省首个自由行试点，推出
担保服务，让外籍游艇免除高额第三
方担保的忧虑进入该游艇码头。“我
们已经和香港的游艇会谈好，会有相
关动作。省里对我们也是相当期

待。”身兼省游艇协会执行会长的林
明昆说。而刚刚与亚龙湾游艇会签
订的协议，包含了双方会员有机会享
受对方至尊会员服务、开拓往返航线
等内容，有利于互联互通。

“动辄好几千块，一般人肯定玩
不起。但要降到百多块玩一次的价
位，我们还有许多限制。”林明昆说，
真正让游艇“动”起来，需要政府政策
突破和服务支持。“例如，能否允许私
人游艇用于租赁，这能够让消费降下
来。国外会提供海岸线信息服务，避
免游艇到危险海域，我们还没有。在
我们的游艇码头，渔船管理问题还需
要彻底解决。”

在本次“雅航盛世·海洋休闲生
活博览会”上，省海防与口岸办副主

任刘小涛向记者透露，去年海南刚刚
修订出台《海南省游艇管理办法》，今
年新的版本又在修订中，并且，计划
在文件名中加入“服务”二字，凸显政
府的服务职责。这表明海南省政府
对游艇产业的高度重视和发展这一
产业的决心。

林明昆说，清水湾发展游艇产业
具有区位优势，如今还有完备的商业
和生活服务配套，前景看好。本次博
览会上，雅居乐地产集团海南云南区
域总裁李孟其也向记者表示，海南建
设国际旅游岛的大背景、对游艇产业
的政策支持使企业深具信心，雅居乐
有实力、有经验发展好清水湾游艇产
业，“未来它一定会成为清水湾的重
要产业。”（本报椰林11月28日电）

推动游艇消费由高端化走向平民化、大众化

清水湾游艇港力争游艇“动”起来

本报椰林11月28日电（记者李艳玫 通讯员
童国强）11月24日，海南省贝类与珊瑚保护学会向
陵水黎族自治县分界洲岛旅游景区赠送学会工作站
牌匾。这标志着该学会在我省的第一个工作站启
动，双方将在海洋环保、研究、科普等方面开展合作。

据了解，近年来，分界洲岛景区在珊瑚保育、
鱼礁建设、珊瑚与贝壳资源保护等方面做了许多
工作，并取得一定成效。去年5月，我省海洋开发
规划设计研究院调查报告显示：分界洲岛海域珊
瑚礁生态系统保护较为完好，各站位样带调查没
有发现珊瑚死亡现象。

海南省贝类与珊瑚保护学会是由国内珊瑚礁
保育专家、贝类学者、潜水员、海洋影视创作者、海
洋环保志愿者自愿组成的非营利性社团组织，成立
于2013年，致力于保护海洋生态环境。下一步，该
学会将对分界洲岛海域的贝类与珊瑚资源的调查、
保育等展开研究，加大宣传珊瑚与贝类保护工作。

省贝类与珊瑚保护学会
在分界洲岛设首个工作站

本报椰林11月28日电（记者林晓君 通讯员
符宗瀚）记者从陵水黎族自治县农委获悉，“陵水黄
灯笼辣椒”日前通过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局
的地理标志证明商标申请审核，已被核准注册。

据介绍，为了保护和挖掘农业商标资源，打造
特色农产品品牌，陵水优质特色产品推广协会于
2015年开始组织申报“陵水黄灯笼辣椒”为地理
标志证明商标。经过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
局的形式审查、实质审查、初审公告和商标公告，
符合地理标志证明商标的申请条件和要求，被核
准为国家地理标志证明商标。

据介绍，陵水黄灯笼辣椒农产品地域保护范围
包括该县提蒙乡、群英乡、椰林镇、新村镇、英州镇、
本号镇、隆广镇、三才镇、光坡镇、文罗镇、黎安镇等。

陵水农委相关负责人表示，继“陵水圣女果”
“陵水槟榔”“陵水珍珠”之后，“陵水黄灯笼辣椒”
再获地理标志证明，将有力提高陵水特色农产品
附加值和市场竞争力。

陵水黄灯笼辣椒
获国家地理标志证明

本报椰林11月28日电（记者林晓君 通讯员
李霜梅）近日，陵水黎族自治县2017年冬季用工企
业现场招聘会在该县人力资源市场举行。

据介绍，此次招聘会吸引了来自全省各地的
50家企业参加，为求职者提供了工程师、柜员、厨
师、电工、保安等2243个就业岗位。吸引适龄劳
动力、大中专毕业生等各类人员入场，进场人数达
500人次，现场求职咨询人数达347人次，收到求
职表共203份，其中建档立卡贫困户求职表24
份。现场达成就业意向153人，其中达成就业意
向的建档立卡贫困户11人。

陵水县政府相关负责人表示，就业、创业是提
高城乡居民收入的一项重要举措。陵水将借助举
办此次招聘会，切实解决好该县贫困户及农村适
龄人员就业问题，促进适龄劳动力稳定就业，助力
脱贫攻坚工作。

陵水举办冬季用工企业
现场招聘会
50家企业提供2000余岗位

本报椰林11月28日电（记者李艳玫 通讯
员陈思国）近日，陵水黎族自治县心希望义工社挂
牌成立，这是该县首个在民政部门正式注册的民
间公益组织。该义工社自2015年发起，是一个关
注社会困难群体，传递正能量的民间公益组织。

该义工社主要帮扶的对象为贫困儿童，包括
孤儿、留守儿童等，对他们进行一对一长期帮扶。

“通常一名儿童，我们有3名义工组长轮流带队进
行帮扶，形式上既有在家辅导，也有外出活动，尽
可能地让孩子感受到被人呵护的温暖。”该义工社
社长游宪诚介绍，此外，他们还不定期开展贫困山
区学校公益支教、捐赠物资等活动。

目前，加入该义工社的义工人数已超过500
人，主力骨干成员超过100人，整体服务时长达到
了2000多个小时。

陵水首个民间公益组织
挂牌成立

本报椰林11月28日电（记者李艳玫 苏庆
明 通讯员陈思国）记者从陵水黎族自治县有关部
门了解到，该县重要交通道路工程文黎大道延伸
线东高岭段日前顺利解决坟墓搬迁问题，这将推
动文黎大道延伸线的全面贯通。

日前，陵水县政府和国际旅游岛先行试验区
相关负责人实地查看东高岭段、1号停车场项目
建设等施工进展情况。在东高岭段工作人员当场
完成了1座坟墓搬迁工作，剩余的5座坟墓计划
于本月底全部搬迁完毕。

1号停车场是省重点项目富力海洋欢乐世界的
配套设施。在调研中，相关负责人要求各征地组成
员要入村入户做好群众思想工作，完成房屋拆迁赔
付工作，争取1号停车场项目建设尽早完成。镇、村
两级要配合相关部门对项目建设情况进行监督检
查，确保道路建设、停车场建设等工程质量。

陵水推进
文黎大道延伸线建设

本报椰林11月28日电 （记者
李艳玫 通讯员陈思国 黄艳艳）扶贫
小额贷款由事后贴息变为事前贴息、
贷款损失政府承担大头……记者今
天从陵水黎族自治县了解到，今年
来，陵水充分发挥金融扶贫助推脱贫
攻坚工作，不断创新金融扶贫机制，
并取得了一定成效。在省扶贫办对
金融扶贫集中推进“百日大行动”工
作成效考核中，该县被评为优秀。

据陵水财政局副局长黄富伊介
绍，为帮助贫困户贷款发展种植养殖
业，今年9月，陵水印发了《陵水黎族

自治县扶贫小额贷款工作实施方案》，
明确了该县扶贫小额贷款贴息方式由
原来的事后贴息变为了事前贴息，即
借款人按合同约定每期应付的利息数
额，由经办银行直接从预拨贴息资金
中扣取。“过去贫困户贷款需要他们自
己先垫付利息，政府之后再把利息补
发给贫困户。现在银行直接从政府预
拨贴息资金中收取利息，为贫困户提
供了极大的便利。”黄富伊说。

“我们贷款2万元，一年利息约
为1000元。这笔利息钱虽然不算是
大数目，但是对于我们贫困户来说，

往往可以解燃眉之急，我们用它来买
化肥、农具等。”贫困户黄亚然说。

陵水农信社相关负责人告诉记
者，过去时常有贫困户只偿还本金而
忘了还利息的情况，这对于个人征信
会产生不良影响。“事前贴息方式的
实施，对于贫困户来说是有利的，他
们贷多少还多少，避免了忘还利息的
情况。”该负责人说。

该方案还指出，扶贫小额贷款
按照“风险共担，损失补偿”的原则，
按6：4的比例由贷款风险补偿金和
经办银行共同承担贷款本金风险及

损失。
“之前，扶贫小额贷款本金损失

由经办银行承担 60%，政府承担
40%，现在由政府承担60%，贷款损
失政府承担了大头。”黄富伊说。对
此，该县农信社相关负责人表示，该
措施对于银行来说，也是件好事：银
行风险负担降低了，在金融扶贫方面
也将注入更多的资金。

数据显示，今年前3季度，陵水
累积为2083户建档立卡贫困户发放
扶贫小额信贷3888.7万元，完成省
下达该县任务的108.89%。

在农业保险方面，今年9月，陵水
印发了《2017年陵水黎族自治县农业
保险工作实施方案》，结合金融扶贫，
该方案提出了“在该县扶贫办建档立
卡的贫困户（含低保户）参保者承担
部分由县财政承担。”农业保险险种
上，该县在省下达的农业保险险种的
基础上，结合实际自我加码，推出了
圣女果种植保险、羊养殖保险和牛养
殖保险。下一步，陵水还将推出圣女
果育苗、哈密瓜育苗等特色险种以及
农业设施的保险补贴政策，尽力让农
户生产生活的每一步都能得到保障。

事前贴息 政府主担 险种增加

金融扶贫新政让贫困户受益

清水湾游艇码头是亚洲最大的游艇码头之一。总共规划780个国际标准码头泊位，目前一期已建成并投入使用299个。 本报记者 武威 通讯员 陈思国 摄

■ 本报记者 苏庆明
通讯员 陈思国

陵水黎族自治县城北文南四路
是一条不足300米的小巷，巷子的尽
头就是陵水文艺青年的“阵地”——陵
水复合艺术馆。这家“先锋”艺术馆的
门口，显眼地竖立着看起来似乎并不

“先锋”的招牌——“为人民读诗”。
“为人民读诗”是陵水复合艺术馆

定期举办的诗歌朗诵活动，向社会开
放，艺术馆成员为抱着好奇心前来的民
众读诗，也鼓励他们自己上台读诗。活
动举办几个月来，已经受到越来越多人
的欢迎。“我们的初心只是做件纯粹的
事情，但依然要对社会有所承担。”艺术
馆主要发起人之一的李其文说。

陵河诗社是陵水文艺青年的一面
旗帜，是陵水复合艺术馆的核心群体，
李其文也是诗社的发起人和核心成
员。从初中就开始写诗的他，曾入选
《诗刊》第31届“青春诗会”，参加“两岸
诗会”、全国“80后”青年诗人论坛等诗

歌盛会，并出版个人诗集及小说集。
缅怀荒废老家的《出生地》是李其

文代表作之一。正如诗作名字所显示
的，书写“出生地”、书写时间流逝中的
故土乡土是李其文诗歌创作的主要题
材。但这不仅仅关乎个人的记忆，也
承载着更大范围群体、地域的记忆。

“在时代发展中，乡村变化很大，很多
乡土的特点都失去了，我想通过诗歌
铭记它们。”而“出生地”，也成为凝聚
陵水诗人群体的集体印记，他们的诗
集和多个艺术展，都以此为名。

但尽管“出生地”是“共同”的，李
其文对它的表达却没有采取大众化
的浅白形式，而是诉诸对“隐秘”的重
新发现。实际上，写诗只是李其文的

“副业”。平日，他要为工作而忙碌，
写诗往往只能从时间的罅隙中寻
觅。但“隐秘”也往往就藏在罅隙
中。在乡下工作时，他发现一位失明
的老人，“在永远漆黑的世界里/数着
每一片落叶”；有老人若无其事地坐
在待卖的棺材上，他们对死亡的毫无
忌讳，在他看来正在如“天亮”后谈论

“一切美好的事物”，包括“永远看不
见的乌鸦”；深夜里一只鸭子追逐灯

光，“正如夜游人在追逐光明”……
用艺术来表达个体生命的独特

体验，这或许就是李其文所言“纯粹
的事情”。谈及今年陵水复合艺术馆
的创立，他说，它就是为陵水文艺青
年提供自由创作、交流之地，这一“初
心”始终未变。但李其文依然保持了
自觉，艺术的创作虽是个体的，它的

“精神的火炬”作用，如同它内容指向
的“出生地”一样，是辐射更广的群体
的——诗歌的私密性与公共性并不
矛盾。艺术馆创立不久就推出“为人
民读诗”活动，让更多普通人接触诗
歌；同时，艺术馆也根据时代特点，探
索音乐、舞蹈、纪录片与诗歌结合，促
进诗歌文艺传播。

结合党的十九大精神宣传活动，
下个月，李其文将带领陵河诗社首次
走进乡村举办“为人民读诗”活动，挑
选歌颂祖国、人民、土地的诗歌，期望
农村百姓也开口朗诵。

这就是他所言的“社会担当”：
“所有的艺术形式，或艺术作品，都
应从人民中来，再到人民中去。这
是陵河诗社和陵水复合艺术馆存在
的意义。”（本报椰林11月28日电）

最美陵水人

脱贫攻坚进行时

诗人李其文：

让诗歌承载记忆，走进百姓

陵水推进“五化”工作
本号镇街道立面换新颜

11月27日，陵水黎族自治县本号镇完成一批街道立面改造，传
统文化特色和旅游风情凸显。据悉，该镇正积极规划发展旅游产
业，今年已通过省综合招商活动引进了旅游开发项目。

另据了解，陵水各乡镇正大力推进包括立面改造在内的净
化、绿化、彩化、亮化、美化等“五化”工作，打造宜居环境，提升旅
游形象。

文/本报记者 苏庆明
图/本报记者 武威 通讯员 陈思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