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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贫攻坚进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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澄迈聚焦·农业

今冬明春计划
种植瓜菜23万亩
总产量逾53万吨

本报金江12月21日电（记者陈
卓斌 通讯员叶上荣）记者从日前在金
江镇召开的澄迈县2017年冬种冬管
工作现场会上获悉，今冬明春澄迈计
划种植瓜菜23万亩，总产量逾53万
吨，其中瓜菜出岛量将争取达到50万
吨以上，农药使用量要保证“零增长”。

据悉，去年澄迈县冬种冬管工作
取得了良好成效，全县冬季瓜菜种植
面积23万亩（其中复种3万亩），产值
约21亿元。会议指出，在稳定面积、
提高单产、增加总产的同时，各相关部
门要积极推进标准化基地建设，加强
产品例行检测，强化品牌效应，进一步
扩大瓜菜出岛量，提升产业效益。

会议要求，各相关部门要稳定水旱
田的瓜菜种植面积，努力扩大坡地瓜菜
面积；各镇要根据本地瓜菜种植计划和
布局，组织有条件的企业和农民专业合
作社实行订单育苗，同时引导农民采用
小拱棚小面积集中育苗，缩短非生产
期；要进一步发展培育市场，拓宽销售
渠道。

首届中国“游学养”
高峰论坛澄迈举行
“游学养”产业前景广阔

本报金江12月21日电（记者陈卓斌）日前，
由中国老年大学协会和省旅游发展委员会共同主
办的首届中国“游学养”高峰论坛在澄迈县大丰镇
举行。本次论坛邀请到国内旅游、老年教育、养生
等各个领域的专家学者和实践工作者共聚一堂，
围绕中国“游学养”发展主题进行理论分析、交流
研讨。

记者了解到，本次论坛共设5个分论坛，研究
讨论我国老龄人口问题、“游学养”、校企合作等。
记者从论坛上获悉，第四次中国老年人生活状况
抽样调查结果显示，我国老年人口的结构仍以中
低龄为主，其中60岁至 69岁的低龄老年人占
56.1%，70岁至79岁的中龄老年人占30%，80岁
以上高龄老年人占13.9%。目前，经济实力增强、
消费理念更新的新一代老年人正不断涌现，为“游
学养”产业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市场空间。

据悉，截至目前，全国各老年大学在校学生共
有800多万人，加上接受远程教育者，这一数量可
达到1000多万人。

澄迈纪检监察机关
前11月立案129件
给予113人党政纪处分

本报金江12月21日电（记者陈卓斌 通讯
员周昭）记者今天从澄迈县纪委了解到，今年以
来，澄迈聚焦监督执纪问责，严肃查处问题线索反
映集中、群众反映强烈、现在重要岗位且可能还要
提拔使用的领导干部。截至2017年11月，全县
纪检监察机关共立案129件133人，给予党政纪
处分113人。

在加强基层党风廉政建设方面，澄迈坚决查
处侵害群众利益的腐败问题，加强扶贫领域监督
执纪，严肃查处贪污挪用、截留私分、优亲厚友、虚
报冒领、“雁过拔毛”、强占掠夺等问题，对胆敢向
扶贫资金财物“动奶酪”的严惩不贷。今年以来，
澄迈纪检监察机关共受理扶贫领域问题线索12
件，立案18件18人，其中给予党政纪处分11件
11人。

澄迈为72名热带水果示范户加强培训

科学技能课送到家门口
本报金江12月21日电（记者陈卓斌）为促

进农民提升种植管理的科学化水平，让农民学懂
学透、学以致用，近日，澄迈县热作局组织技术骨
干来到福山镇敦茶村，以通俗易懂的语言，为村里
72名热带水果示范户办起了香蕉种植技术管理
及病虫害防控知识培训班，真正把科学技能课送
到了群众家门口。

记者了解到，本次培训班邀请了澄迈县农技
中心农艺师李达贵为热带水果示范户进行培训，
培训内容主要针对香蕉种植栽培管理技术和香蕉
病虫害防治等。培训中，李达贵采取了集中培训、
分户指导、实地查看、直面交流等模式，让农户们
更好地掌握和理解了香蕉管理技能，提升了对香
蕉病虫害的防治水平。

■ 本报记者 陈卓斌 通讯员 王家专

道路旁花团锦簇、椰影婆娑，一栋栋
别致的小洋楼在果树掩映下分外动人
……日前，记者刚一走进澄迈县福山镇
敦茶村，便被该村的“高颜值”所吸引。
在日前出炉的第一批海南省美丽乡村示
范村名单中，敦茶村亦榜上有名。

漫步在散发着泥土芬芳的香蕉林
间，敦茶村白堂村民小组村民王锦很是
感慨，“过去，整个敦茶村都以种植水稻、
甘蔗为主，大家一年忙活下来，仅能解决
温饱问题。”他告诉记者，1993年，他和
10多位村民学着种植巴西蕉，取得了良
好的经济效益。看到他们种蕉挣了钱，
村民们便纷纷效仿并走上了“致富路”。

在王锦看来，香蕉给他们的生活带
来了“单车变汽车、瓦房变楼房”的变化，

“现在，我自己的香蕉种植面积已从最初
的15亩增加至300余亩，产出的巴西蕉
和皇帝蕉每年可获纯利润100余万元。”

敦茶村党支部书记冯善祥表示，王

锦并非个例。这座毗邻G98环岛西线
高速路的村现辖7个自然村，住着450
户约 2078人。在全村12800亩土地
上，茁壮成长的农作物交出了一张亮眼
的成绩单。“目前，村子的香蕉种植面积
超过 8000 亩，平均每亩每年可获得
5000元利润，因此建起的‘香蕉楼’也
超过420幢。”冯善祥说。

“下一步，我们想复制下辖洋道村
的农旅结合模式，让更多游客走进蕉林
开展采摘游，并配合村子筹建中的农副
食品加工厂，进一步挖掘香蕉的价值。”
冯善祥介绍道。

今年，香蕉价格指数发布中心落户
在福山镇，这让不少村内香蕉种植户的
精神为之一振。福山镇党委负责人表
示，“香蕉指数就如同中国蕉类市场的

‘晴雨表’，通过专业人士对数据的分
析，种植户能更直观地了解到市场需
求，并借此发展订单农业，减少丰产不
丰收现象的发生。”

（本报金江12月21日电）

福山镇敦茶村种植逾8000亩香蕉，每亩年均可获利5000元

这个村盖起逾420幢“香蕉楼”

■ 本报记者 陈卓斌 通讯员 李健

昨天上午，在澄迈县瑞溪镇文曲
村，一尾尾外壳鲜亮、活蹦乱跳的红
螯螯虾苗被贫困户周明打捞出水面，
装进了专用运输箱里。在经历了45
天的生长后，这批小苗从1.2厘米至
1.5厘米，成长至5厘米到8厘米，为
贫困户挣得了不菲的收入。具体到
周明，这一数字是2万余元。

随后，这批虾苗被装上卡车，运

送至位于澄迈县金江镇金马大道旁
的海南淡水龙虾培育项目基地，在这
里，它们将品尝到营养丰富、风味独
特的“海鲜大餐”。基地的工人们在
烹饪时，将柴火烧30分钟直至鱼骨、
鱼肉完全分离后，再将燕麦片倒入锅
中翻炒，供它们食用。

基地负责人、海口桐芸祥水产科技
有限公司总经理王斌告诉记者，红螯螯
虾原产于澳大利亚，在国内常被称为

“小青龙”。除对饮食格外讲究，这些

“小青龙”还对水质十分敏感，且骁勇好
斗，“假设水质不干净，它们就会纷纷爬
到岸上；每亩虾塘里最多养4000只成
品虾或6000只虾苗，密度一大，龙虾们
便会相互打架斗殴，造成损失。”

但这些“狠角色”也因出肉率高达
63%、肉质细嫩滑脆、直供高端市场等
特点，具备较高的经济价值。目前，海
口、三亚，以及杭州、上海、成都、乌鲁
木齐等城市的众多高档餐厅里，常常
能见到“小青龙”的身影。

王斌介绍，贫困户养殖“小青龙”
虾苗，平均每年可养殖5季（轮），具
有周期快、收益稳、适应性强、耐运输
等特点，年均亩产纯利润至少可达
4500元，“若养殖成品虾，9尾至10
尾一斤的‘小青龙’每斤收购价可达
65元，4尾至5尾一斤的每斤收购价
可达110元，而成本仅为每斤28元
至30元。”

目前，“小青龙”养殖产业主要分
布在澄迈县瑞溪镇、金江镇、昆仑居

等地，但总养殖面积不到500亩，远
远达不到市场的供应需求，参与其中
的贫困户也不到10户。

“截至昨天，我们公司就已经卖
出了1700万尾‘小青龙’虾苗，明年
的订单也占到了预计总产量的
70%。”王斌说，希望有更多企业、合
作社和贫困户能够关注到“小青龙”
的经济价值，共同携手把这一产业做
大做强。

（本报金江12月21日电）

养殖红螯螯虾，年均亩产纯利润至少可达4500元，但目前贫困户参与度不高

一尾“小青龙”脱贫新路子

本报金江12月21日电（记者陈
卓斌）昨天下午，由阿里云、阿里游戏、
海南生态软件园共同主办的“集合生
态 游戏中国”游戏高峰论坛在海南生
态软件园举行。论坛从技术方、游戏
发行平台以及落地孵化等角度，阐述
了如何为游戏产业全面“赋能”，构建
孵化生态。

记者了解到，赋能授权是近年来
应用最多的商业语汇之一，即授权给
企业员工，赋予他们更多额外的权
力。赋能授权是为了消除妨碍员工提
升工作效率的种种障碍，使员工们在

从事自己的工作时能够行使更多的控
制权，最大限度发挥个人才智和潜能，
最终推动企业、个人的成长和发展。

在线上赋能方面，阿里云游戏云
首席架构师李刚表示，对于游戏业务
而言，阿里云绝不仅是服务器和数据
库，还承担着研发助手、运维专家、安
全卫士、运营参谋等多重角色，“最新
发布的阿里云全球企业网服务，可让
使用服务的用户像管理自己的局域网
一样管理全球网络，配合阿里游戏云
海外数据中心，可将用户游戏出口后
运营及维护的网络门槛降到最低。”

此外，阿里云中的日志服务通过
简单的接入方式、较强的计算能力，可
让广大中小厂商快速建立自己的业务
实时监控、经营分析、用户行为分析等
原本专属于大厂的系统，推动中小厂
商实现业务增值。“阿里希望将自己的
计算能力与游戏创新相结合，提升游
戏工业的效率，创造更丰富的游戏乐
趣。”李刚说。

据悉，今年以来，阿里游戏在国内
外发行了多款不同品类游戏，受到广
泛好评。阿里游戏商务副总经理刘建
勇介绍，阿里游戏为合作伙伴提供开

放共赢的合作环境，并正在与影视、音
乐、文学等各个内容主体进行联动，合
力打造“服务游戏，游戏反哺”的 IP
（知识产权）孵化生态。

在线下赋能方面，海南生态软
件园助理总经理唐尧则表示，针对
包括游戏企业在内的各类型企业，
目前园区正在成立100亿元产业投
资基金，这笔基金既可以直接对企
业投资，也可以作为母基金或者天
使投资，“在政策方面，海南生态软
件园提供包括游戏版号申请、人才
引进、税收奖励、上市支持、政府项

目资金资助等服务，帮助游戏企业
和游戏团队更好地落户于园区内的
中国游戏数码港。”

据了解，伴随着海南的生态环
境、政务环境、投资环境优势日益凸
显，位于海南生态软件园内的中国
游戏数码港截至目前已经吸引了包
括腾讯、昆仑万维、闲徕、乐游等
400余家游戏企业落户。去年，中国
游戏数码港共实现产值27.05亿元，
纳税2.5亿元；今年1月至11月，该
数码港共实现产值33.28亿元，纳税
2.78亿元。

“阿里系”在海南生态软件园举办游戏高峰论坛

赋能游戏产业 构建孵化生态

12月18日，澄迈县福山镇敦茶村党支部书记冯善祥（右一）在蕉林里
指导种植户种植香蕉。 通讯员 王家专 摄

JICA同学会暨中日友好
医院专家到澄迈义诊

本报金江12月21日电（记者陈卓斌 通讯
员黄菲）近日，日本国际协力机构（JICA）医学进
修生同学会暨中日友好医院专家赴澄迈义诊援助
活动在金江启动。本次活动为期3天，医学专家
团一行在澄迈县人民医院坐班义诊，为约180位
病号进行医疗服务，对相关疑难杂症进行剖析。

据悉，国家卫生部中日友好医院早在2013年1
月便与澄迈县人民医院签订对口帮扶协议，就帮助
澄迈提升医疗、保健水平开展了一系列工作，并致力
于在澄迈建立涵盖县、镇、村及农户家庭的远程医疗
服务体系。中日友好医院的帮扶措施包括接收澄迈
县人民医院选派的中青年医务人员到该医院进修学
习、支持澄迈县人民医院重点学科建设等。

企业心声

——海口桐芸祥水产科技有限
公司总经理王斌

➡ 12月 20日，海南淡水龙
虾培育项目基地养殖工人许文博
正在展示煮熟后的“小青龙”成品
虾。 通讯员 李健 摄

希望有更多企业、
合作社和贫困户能够关
注到‘小青龙’的经济价
值，共同携手把这一产
业做大做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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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杯棋牌职业大师赛
下月开赛
传统棋牌赛将在海南生态软件园举行

本报金江12月21日电（记者陈卓斌）记者
今天从澄迈县文体局了解到，日前，首届“富龙·国
家杯棋牌职业大师赛”（以下简称“国家杯”）在北
京中国棋院召开新闻发布会。发布会指出，由富
龙控股冠名的本届“国家杯”赛事将于2018年1
月开赛，赛事项目分为传统棋牌和趣味棋牌两大
部分。

其中，“国家杯”传统棋牌赛事将于2018年1
月17日至22日在位于海南生态软件园内的中国
智力运动产业基地举办；“国家杯”趣味棋牌赛事
将于2018年1月19日至25日在河北省张家口市
进行。

据悉，中国智力运动产业基地自2016年7月
建设以来，目前已完成一期建设，并致力于打造高
品质、高影响力的品牌项目，本次“国家杯”就是中
国智力运动产业基地推出的创新赛事项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