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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交看白沙

创新营销模式，邀第一书记站台“吆喝”

白沙扶贫农产品亮相冬交会

冬交会首日，白沙馆能在众多展
馆中吸引眼球，上台推介村里扶贫农
产品的3名第一书记功不可没。他们
的卖力“吆喝”不仅拉高了人气，也增
加着白沙黎族自治县打安镇南达村、
阜龙乡可任村、青松乡拥处村这 3 个
村贫困户脱贫的底气。

一年一度的冬交会已经开展到第
20 届。它早已从单一的农产品交易
会发展成为展现农业发展的大平台。
借助冬交会，在来自全国的客商面前，
推介来自山村的生态农产品，体现了

白沙脱贫攻坚工作的主动作为和对扶
贫产业发展的自信。

在热闹的“吆喝”声里，传达的不
仅是农产品本身的优质和原生态，也
蕴含着驻村第一书记们在推动脱贫攻
坚上的新思路。

随着我省脱贫攻坚工作的深入，
越来越多的新想法、新方式、新角度
在涌现。白沙邀请这些奋斗在一线
的驻村第一书记们为本地农产品站
台“吆喝”，是切合当地实际的扶贫
新举措。

邀请第一书记站台
卖的是产品 推的是扶贫

布置展现特色，风格凸显文化

冬交会白沙馆魅力无穷
绿色为主、白色为辅，凸显山水特色，加之特

征明显的黎族风格装饰，让2017中国（海南）国际
热带农产品冬季交易会（以下简称“冬交会”）开馆
首日的白沙馆展现着“山水黎乡”的独特魅力。展
馆里展销的50余种白沙生态农产品，也旨在为消
费者呈现最绿色、最生态的白沙味道。

据了解，此次白沙黎族自治县将展馆划分为
3个片区，着重体现白沙农业发展的三大特色，在
扶贫农业特色农产品专区，展销着黄金地瓜、紫玉
淮山、秀珍菇、咖啡等白沙在推进扶贫工作中发掘
培育的特色农产品，还请来3位驻村第一书记展
台，为展馆吸引人气。

在电商扶贫专区里，在展示白沙“互联网+扶
贫农产品”模式的同时，还通过自主研发的“码村”
系统，展示白沙22个贫困村的二维码，消费者只
需手机一扫，就能了解农产品的基本情况，并进行
网上下单，借互联网渠道推动农产品销售。此外
专门设置的互联网农业小镇专区，还展示着白沙
开启互联网农业小镇建设以来取得的诸多成果。

而白沙独有的陨石坑农产品，在此次冬交会
上也吸引不少目光，在陨石坑中种植出的绿茶、咖
啡等，自然也成了备受消费者青睐的产品。

记者在现场看到，伴随着几位驻村第一书记
的介绍，白沙馆人气一直不减，一些独具民族文化
特色的农产品也借着其背后的故事吸引着消费者
买单。不少消费者表示，在白沙馆里消费，只需手
机一扫便能享受送货上门的便捷服务，白沙电商
和“互联网+农业”的发展让人称道。

据悉，在未来几天的展会中，白沙馆还将推出
丰富多样的活动回馈消费者，让来自山水黎乡的
生态农产品走进千家万户。

“来自大山的馈赠，纯天然无污染
的山兰旱稻，吃味道更是品文化！”“橡
胶林种出来的新鲜秀珍菇，既有营养
价值也助脱贫攻坚！”“今年第一批上
市的紫玉淮山，非来自岛外,是地道的
海南味！”……

在今日上午开幕的2017中国（海
南）国际热带农产品冬季交易会（以下
简称“冬交会”）上，布置小巧精致的白
沙馆里，靠着这几声吆喝，吸引了不少
群众的注意力。

穿上特色民族服装在展台上卖力
推广的，并不是白沙当地的农户，而是
分别来自白沙黎族自治县的三名驻村
第一书记，他们所推广的也正是各自
村里落地生根的扶贫产业所结出的硕
果。创新营销模式助力扶贫农产品销
售，让冬交会的白沙馆里多了一道靓
丽风景。

特色农产品登上新舞台

对于此次站上冬交会展台推荐自
己村里的农产品，3名驻村第一书记
都认为这是个难得的好机会。“冬交会
是个大平台，是产品打开市场的好机
会。”白沙打安镇南达村驻村第一书记
冯在先说，村里30多亩紫玉淮山今年
第一次收获，就是在等这样一个平
台。“此前有客商想要以6元一斤的价
格全部收购，我们都给拒绝了。”冯在
先笑道。

对阜龙乡可任村驻村第一书记王
志恺而言，这也是村里秀珍菇产业继
续扩大的好机会。“今年刚把村里的秀
珍菇产业规模从4万包扩大到30万
包，就迎来了冬交会，销路是不用愁
了。”王志恺坦言，今年一年可任村的
秀珍菇产业持续扩大，村民们还有疑
虑，现在悬着的心都放下了。

在今天的冬交会现场，青松乡拥
处村驻村第一书记秦韶山是最卖力的
一个。“就差唱山歌啦，真后悔没学几
句呢！”秦韶山笑道，就在上月举办的

青松乡2017“啦奥门”庆丰收山兰旅
游文化节，已经把山兰稻米的知名度
提升了一个档次，如今又赶上冬交会，
他想让来自全国的客商都来尝尝黎家
山兰。

敢于尝试开发新产品

3名第一书记如此卖力，可不仅
仅是为了产品卖得好，他们所推介的
三种生态农产品，还肩负着各自村里
贫困户脱贫致富的重任。

“这紫玉淮山，还是当初看电视学
来的。”冯在先说，当时自己偶然看到
农业节目里推广紫玉淮山种植，他抱
着试试看的心态在南达村里试验种植
了不到40亩，其易上手、产值高的特
点很快就被农户所接受。“能在此次冬
交会上揽到大单，村民们的信心就更
足了！”

而可任村里的秀珍菇产业，也是
一次尝试的结果。王志恺说，自己
初到白沙时，就听说有村干部想尝
试林下种植秀珍菇。“有想法就去
做，资金包在我身上，这是我当初许
下的承诺。”王志恺也没有食言，不
仅各处筹来资金，还在派出单位发
起了爱心认筹，既调动了村民积极
性，也让可任村秀珍菇的口碑从深山
传到了各地。

与冯在先和王志恺不同，秦韶山
初到拥处村，就知道这里是全省种植
山兰稻最多的地方。“面积大，产量也
不小，就是卖不出好价钱。”秦韶山坦
言，如何发掘山兰这个宝库是关键所
在。为此，他首先争取资金引进了多
功能碾米机提高了山兰出米量，在通
过各种宣传渠道为山兰稻融入黎族
传统文化，也借“啦奥门”活动的举
办，为山兰增加了更多文化价值。

为扶贫产业发展找准新方向

虽然方式各有不同，但3名第一

书记在各自村里带头发展的扶贫产
业都做得有模有样，还成立合作社
带动村里的贫困户实实在在增收。
据统计，在白沙全县第一批驻村第
一书记任职期间，共为贫困户引进
发展项目56个、争取发展扶持资金
2707万元，成功帮助贫困户建立农
民专业合作社37个，发展特色种植
农业4114亩，培养专业技术养殖户
135 户，帮助贫困户脱贫及就业
1560人。

尽管来到冬交会现场的驻村第
一书记只有3人，他们却代表着白沙
所有奋斗在基层，用自己的智慧和
努力帮助贫困户脱贫的驻村第一书
记们。

在他们的努力下，白沙成功探索
出一条“政府+合作社+贫困户”的扶
贫模式，借驻村第一书记让扶贫产业
落地生根的同时，也开发出一系列不
同以往的生态农业新产品。

如今，随着扶贫产业发展的逐步
趋稳，除了紫玉淮山、秀珍菇、山兰米

这些知名度慢慢打响的农产品外，野
山鸡、黄金地瓜、蜂蜜、金菠萝、红心橙
等白沙农产品也跃跃欲试，期待开拓
新市场、登上新舞台。

届时，将远不止的有3名驻村第
一书记站台“吆喝”，白沙将借助四通
八达的电商平台，让更多人听到白沙
生态生态农产品的叫卖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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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 12日，在2017年海南冬交会白沙展
馆，第一书记秦韶山代言扶贫农产品山兰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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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海口12月12日讯（记者赵
优）记者日前从省旅游委获悉，今年9
月至11月，省旅游委组织对全省乡村
旅游点进行复核和评定。2014年评
定的34家椰级乡村旅游点中，复核达
标的共有18家，7家乡村旅游点降低
椰级，9家乡村旅游点取消椰级；2017
年上报的27家乡村旅游点中，共评定

出15家。
今年，省旅游委对《海南省乡村旅

游点等级的划分与评定》和《海南省乡
村旅游点等级的划分与评定管理办
法》进行了重新修订，简化了标准细
则，明确了乡村旅游点带动农民增收
等内容。

依据新修订的评定标准和管理办

法，省旅游委组织对全省2014年评定
的34家椰级乡村旅游点进行复核检
查。经查，海口世外桃源休闲养生区
（墩插村）、文昌龙泉乡园乡村旅游区
（葫芦村）、保亭缘真神玉文化园（毛真
村）等18家乡村旅游点复核达标，保
亭菠萝岛农乐乐（金江农场二十二队）
等7家三椰级乡村旅游点降至二椰级

乡村旅游点，海口龙浩生态农业观光
园等7家被取消椰级乡村旅游点资格。

省旅游委还对2017年海口、三
亚、定安、陵水、澄迈、白沙和保亭等7
个市县上报的27家乡村旅游点开展
评定。经专家实地评分，此次共评定
出乡村旅游点15家。其中，五椰级4
家、四椰级8家、三椰级3家。

省旅游委复核评定乡村旅游点

我省9家乡村旅游点被取消椰级

本报海口12月12日讯（记者原
中倩 通讯员符丹丹）记者今天从省质
量强省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获悉，第
二届海南省政府质量奖申报工作于近
日全面启动，海南省行政区域内制造
业企业、服务业企业或组织可申报海

南省政府质量奖。对我省质量进步做
出重大贡献的组织或个人可申报海南
省政府质量奖特别奖。

海南省政府质量奖评选活动每两
年一届，采取自主申报制度。省质量
技术监督局将组织专业小组对申报企

业进行现场审查，通过“听、看、查、谈、
问、议、评”等方法，对企业的质量管理
体系、安全生产情况、创新能力等各方
面进行审查和评估。

海南省政府质量奖是省政府设立
的最高质量荣誉奖，奖项包括政府质

量奖、政府质量奖提名奖和政府质量
奖特别奖。政府质量奖和政府质量奖
提名奖授予质量管理水平和自主创新
能力处于省内领先地位、经济效益和
社会效益显著的企业或其他组织。政
府质量奖特别奖授予对我省质量进步

作出重大贡献的组织或个人。
政府质量奖的申报、评审坚持自愿

申请原则，不收取任何费用。评审详细申
报情况请登录海南省质量技术监督局门
户网站http：//qtsb.hainan.gov.cn/。
申报截止时间为2018年3月15日。

第二届海南省政府质量奖启动申报
我省制造业、服务业组织或个人均可申报

省邮轮游艇协会携手
南京大学全资子公司

推进邮轮游艇
特色小镇建设

本报海口 12 月 12 日讯 （记
者罗霞 通讯员朱茹娜）记者从省
邮轮游艇协会获悉，省邮轮游艇
协会近日与江苏南大特色小镇开
发有限公司在三亚签订战略合作
协议，共同在海南推进邮轮游艇
特色小镇建设。

根据合作协议，双方将本着
资源互补的战略合作为前提，在
邮轮游艇特色小镇的规划设计、
运营管理资源导入、人才培养及
学术研究等相关领域充分合作，
共同在海南推进邮轮游艇小镇
建设。

江苏南大特色小镇开发有限
公司由知名高校南京大学的全资
子公司参股设立，整合了高校的
品牌、人才、技术、信息等相关资
源以及股东单位的规划设计、产
业导入、招商、特色小镇运营等
方面的技术和经验，在特色小镇
孵化、城乡综合开发运营方面有
优势。

省邮轮游艇协会于2011年 1
月 21日在海口成立，是由海南从
事邮轮游艇制造、销售、维修、服
务、行业管理等的实体和个人自愿
结成的地方性、行业性、非营利性
的社会团体。

国内红树林专家：

海口为内河种红树林
提供了经验

本报海口12月12日讯（记者梁君穷 刘贡）
在日前召开的《海口市美舍河下游构建人工红树
林湿地系统的可行性分析报告》（以下简称《报
告》）专家评审会上，国内红树林权威专家一致认
为，美舍河是全国第一条破除“三面光”后大规模
种植红树林的河流，同时也为内河种红树林积累
了宝贵的经验。

专家组对美舍河红树林构建部分点位进行了
现场探勘，详细了解了美舍河治理背景、生态修复
过程。《报告》则从美舍河盐度、水质、土壤、水文等
角度，分析了构建人工红树林湿地的必要性、工程
技术方案、风险评估、综合评价等。职能部门和专
家组随后对《报告》进行了充分的质询和讨论。

中国生态学会红树林学组副主席、厦门大学
环境与生态学院教授王文卿表示，美舍河下游构
建人工红树林湿地系统的相关工程，是一个由“三
面光”护岸改造为生态护岸的典型案例，应该加强
技术总结和宣传。

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热带林业研究所研究员
廖宝文认为，美舍河采取构建人工红树林湿地的
办法，对河流的生态修复具有现实指导意义。

屯昌加乐潭水库
蓄水满库备冬种

日前，屯昌县新兴镇加乐
潭水库，水库蓄水容量充足。
因近期降雨量增多，水库里水
位明显上涨。今年下半年以
来，我省持续出现多雨天气，各
地水库均蓄水满库，为时下当
地正在开展的冬种提供了充足
的农业用水。

本报记者 陈元才 摄

海口琼山区完成党报党刊
财政划拨征订任务

本报海口12月12日讯（记者叶媛媛 通讯
员许晶亮）记者今天从海口市琼山区获悉，截至
12月10日，该区已经完成2018年度《人民日报》
《求是》《海南日报》《海口日报》等重点党报党刊财
政划拨和公费自行征订任务。

据了解，琼山区通过实施“财政划拨，集订分
送”等行之有效的办法，加快推动重点党报党刊征
订工作。全区各部门高度重视，成立工作机构，安
排分管领导和干部专门负责，按照征订指标和时
间节点的要求，落实工作责任和征订经费。

为了进一步加快完成重点党报党刊发行工
作，琼山区还在全区下发《关于做好2018年度党
报党刊发行工作进一步规范报刊发行秩序的通
知》，规范做好党报党刊征订各项工作，要求各部
门严格订阅纪律，在执行工作中决不能打折扣、搞
变通，未完成重点党报党刊订阅任务的单位，不得
使用公费订阅其他报刊；对重视不够、工作不力、
任务不完成的单位，约谈其单位主要领导；对未按
时完成任务的单位，责成其书面报告说明情况，并
根据情况进行问责。

关注党报党刊发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