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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宁新改建50座旅游厕所

一座厕所就是一道风景

投入资金超2000万元

据了解，自2015年以来，万宁启
动旅游厕所改建行动，至2017年年底
共计投入资金2006.32万元，已经改
建、新建旅游厕所50座，其中新建31
座，改建19座。主要分布在北大镇、
礼纪镇、龙滚镇、兴隆镇等8个镇区乡
村旅游点和20家旅游景区（点）内。

记者了解到，被陈延光误认为是
旅游景点的这座厕所，是万宁市旅游
委为方便骑行游客和市民，于2015年
在花园路上建设的两座旅游厕所之
一。记者注意到，这两座旅游厕所均
嵌入东南亚建筑风格，整座厕所犹如
一座漂亮的房子，和骑行绿道巧妙地
融合成一道小景观，非常和谐美观。

据万宁市旅游委副主任谢有明介
绍，万宁旅游厕所在设计建造时非常
注意吸纳当地人文景观特点，在美化
厕所的同时，也和当地人文地理景观
融为一体。

3A级标准厕所引点赞

在万宁兴隆镇的巴厘村景区，一
座具有印度尼西亚巴厘岛风格的厕
所，让游客纷纷点赞。这座占地300
平方米的旅游厕所，外墙上精心地用
火山岩和鹅卵石镶嵌出一幅幅美丽的
巴厘岛风情图案。

“这些建筑装饰图案，是专门从
巴厘岛请来的 6 名工匠联手打造
的。”巴厘村景区负责人麦有波称，6
名工匠花了整整 3个月的时间，才
将厕所外墙装饰面建好。尽管花费
不小，但建成后却成了一道风景线，
游客一来就不由自主地往里面跑。

这座按照 3A 级标准建设的旅
游厕所，由于清洁干净，管理细致，
市民游客走进其内，不仅闻不到一
丝臭味，而且还可以闻到一股淡淡
的香味。

特殊的是这座旅游厕所还有一个
30多平方米的第三卫生间。除了有

母婴护理台、坐式马桶外，厕所还专门
为小孩配备了儿童马桶、看护人员休
息椅等。

贫困户担任“厕管员”

在万宁南桥镇桥南村生态文明
村，一座火龙果造型的公厕也让游客

纷纷点赞。
“除了火龙果造型的，我们还有6

个辣椒、莲雾等水果造型的旅游厕
所。”谢有明称，这些水果造型的公厕
是根据当地特色产业设计的，不仅漂
亮，而且从一定程度上宣传了当地的
特色产业。

值得一提的是，万宁的旅游厕所

建设还与扶贫工作挂钩。“旅游公厕所
选聘的管理人员，绝大部分是贫困
户。”谢有明介绍，根据万宁当地旅游
公厕管理办法，每座厕所均配备有专
职管理人员，管理人员每月工资在
800元至1200元之间，这将在一定程
度上助力当地贫困户脱贫。

（本报万城1月18日电）

脱贫攻坚进行时

本报椰林1月18日电 （记者林晓君 苏庆
明 李艳玫）今天上午，2018陵水（光坡）第四届圣
女果采摘季暨乡村休闲游活动拉开序幕。上千名
嘉宾与游客相聚在陵水黎族自治县，共尝鲜爽甘
甜的圣女果。本次活动将持续至4月30日。

当天，陵水光坡果蔬仟利果蔬农民专业合作
社与海南启铭农业科技有限公司，陵水拾捌度阳
光农业有限合伙企业与天津锦聚成商贸股份有限
公司、江苏永旺超市配送有限公司举行大宗农产
品交易签约仪式，签约金额达1.385亿元。

据介绍，具有“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标识
的陵水圣女果在陵水种植达7万多亩，年产值20
亿元，是陵水农业的支柱产业和王牌，也是农民增
收的主要来源。

此次采摘季活动由陵水黎族自治县人民政府
主办，中共陵水黎族自治县委宣传部、陵水黎族自
治县旅游发展委员会、陵水黎族自治县农业委员
会、陵水黎族自治县光坡镇人民政府、陵水黎族自
治县文化广电出版体育局承办。

陵水圣女果采摘季
暨乡村休闲游启动
活动将持续至4月30日

本报海口1月18日讯（记者陈蔚林 实习生
卢进梅）今天上午，海南医学院大学生创业孵化基
地——海口光华海医口腔门诊部正式升级为海南
光华口腔医院，完成了从“办门诊”到“办口腔医
院”的质的飞跃。同天，海口市凤翔东路分院和旨
在发动更多校友加盟开设连锁门诊的海南光华海
医口腔医院管理有限公司也开始营业。

记者了解到，近年来，海南医学院积极指导毕
业生创业，总结出由专家、有执业医师证校友、应届
毕业生合股创业的“1+1+1”创业模式和“二段式
创业教育模式”，取得了良好的效果。2011年在海
口市大致坡镇创办第一个大学生创业孵化基地以
来，该校先后在琼海、昌江、屯昌等市县建设了多家
创业示范门诊，解决了110多人的就业问题。

完成“办门诊”到“办口腔医院”的飞跃

海南医学院大学生
创业孵化基地实现升级

本报海口1月18日讯 （记者
原中倩）今天上午，由海南省宋庆
龄基金会和海口广播电视台《公益
海南》共同主办的“精准扶贫一对
一 爱心圆梦手牵手”公益项目正
式启动。

据介绍，公益项目活动内容包
括：寻找贫困家庭（或个人），以新闻
专题的形式，走进需要救助的贫困
家庭，详细了解贫困的原因，真实记
录因病致贫、因残致贫、没有经济来
源，缺少学费等需要救助者的生活
现状；征集志愿家庭（组织或个
人），结成一对一帮扶对象。面向
社会寻求帮扶的解决方案，整合一
批帮扶项目，从资金、技术、项目、信
息、协调和技能培训等方面为贫困
户提供扶持；开设电视专栏，大力宣
传精准扶贫主题活动，制作公益宣
传片滚动播出；做好桥梁作用，为爱
心企业或个人提供信息，寻找帮扶
对象；在海口广播电视台《公益海
南》栏目中设立“爱心圆梦”专栏。

在今天的项目启动仪式上，湖
南道县正源生态农业技术开发有限
公司向宋庆龄基金会《公益海南》爱
心圆梦专项基金提供1万箱橙子义
卖，从每箱橙子的销售款中拿出20
元善款，帮助海口一户患癌的困难
家庭。

“精准扶贫一对一
爱心圆梦手牵手”
公益项目正式启动

本报临城1月18日电（记者刘
梦晓 通讯员王莹莹）打开“临高就
业服务”微信公众号，一连串的企业
招聘信息实时更新：2018年临高县
春风行动现场招聘会计划于2018
年2月27日举办；海南口味王科技
发展有限公司招聘厨师、仓管员、保
安员等多个职位，工资在2000元到
3000元不等……记者今天从临高
就业局了解到，该县通过该微信公
众号第一时间发布招聘信息，满足
更多贫困家庭高校毕业生、有劳动
力需要就业的贫困户等人员解决就
业难题。

“以前怕上当受骗，又怕企业拖
欠工资，这次有政府搭桥，来的都是
正规企业，我们很放心。”对于临高就
业局的举措，临城镇抱瑞村的贫困户
陈建志高兴地说。

2017年以来，临高先后在东英、
皇桐、新盈等镇（农场）举办了8场

“春风行动”扶贫专项招聘会，签订用
工意向协议的贫困人口774名，实现
务工就业460人，既扩宽了就业渠
道，实现农村贫困家庭劳动力转移就
业脱贫，也有效缓解了就业压力。

“没有技术，出去打工只能流辛
苦汗挣辛苦钱，学好技术脱贫才有希

望。”临高县东英镇美鳌村贫困户王
不公对技能培训感受深切。

2017年5月，临高县交通局、东
英镇政府等帮扶单位组织美鳌村
300多名贫困户参加建筑砌墙专项
职业能力培训，通过实操课程，现场
教授砌墙、抹灰等建筑工技能。其中
98名贫困户顺利通过考核，取得了
人社部门颁发的证书。

在就业扶贫的一系列帮扶措
施中，临高实施“贫困群众劳动技
能提升工程”，有针对性地开展就
业技能培训25期2044人，开展“互
联网+”创业培训7期604人，有效

提高贫困户劳动技能，增强了就业
竞争力。

同时，临高还注重设立公益性岗
位解决贫困群众的就业问题，在贫困
群众中定向招聘村级卫生保洁员
1068名，为许多贫困户提供了在家
门口就能就业的机会。

此外，临高还加大对贫困人口的
创业扶持力度，通过落实小额信贷免
担保、补贴利息等措施、将创业小额
扶持担保贷款额度提高到10万元。
2017 年临高全县小额创业贷款
305.5万元，成功扶持38名贫困人口
创业。

组织专场招聘 开展技能培训 提供公益岗位

临高积极转移就业助力脱贫攻坚

■ 本报记者 曾毓慧
通讯员 陈诗春 王鸿

今天，在东方市大田镇大田村
的200多亩百香果基地里，一株株
百香果长势喜人。得知自家百香果
上周被中央电视台第七套《聚焦三
农》栏目播出，趁着午饭闲暇，种植
户夏爱国又打开手机带着工人们反
复收看节目，既是在分享喜悦，也是

在给自己打气。
“基地种有满天星、紫香果和

黄金果这三个品种，非常好卖！”夏
爱国给记者算了一笔账，这一个多
月来每天采摘量大约有 2000 斤，
再过几天后每天可采摘上万斤！
按目前每斤发货均价近8元计算，
今年这 260 多亩百香果至少入账
600多万元。

夏爱国百香果基地喜迎收成，吸

引了附近村庄不少农户到基地里务
工。“来这里打工离家近，每天能赚
120元工钱，我们当然乐意干啊！”大
田村贫困户符生香边忙着摘果边笑
呵呵地说着。

夏爱国说，现在基地每天至少要
10多个零工，再过几天，每天至少要
25个零工才够用。今年他打算再增
加种植150亩，争取把周边村庄更多
的贫困户请来基地务工。

据东方市农业局局长吴培荣介
绍，近三年来，百香果市场效益持续
看好，东方市百香果种植规模也从最
初的300亩扩大至1500亩。下一
步，东方市农业部门将继续引导、扶
持农业企业发展新产品种植，做大做
强东方百香果农业特色品牌。同时，
想方设法拓宽农民增收渠道，帮扶贫
困户尽快实现脱贫增收。

（本报八所1月18日电）

百香果喜获丰收引央视关注
东方扶贫产业带动农民增收

本报海口1月18日讯（记者计思佳）今天，
记者从海口市秀英区委七届五次全会暨区委经济
工作会议上获悉，今年该区将完成东山等4镇镇
墟改造，启动五源河片区涉及6个村庄的征收改
造项目，按期完成博抚村的征收拆迁任务。

秀英区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秀英区还将加
快建设中国足球南方训练基地和永兴体育风情小
镇。实施城市更新“五化”工程，建成首批示范项
目，启动实施海秀公园等第二批示范项目。实施

“一校两园”建设三年行动计划，每年至少新建1
所公办中小学及2所公办幼儿园。继续实施10
项为民办实事项目。

海口今年启动五源河片区
6个村庄征收改造项目

本报洋浦1月18日电（记者曾毓慧 通讯员
罗其才）今天来自洋浦经济开发区的统计数据显
示，2017年洋浦各港口企业经营形势良好，共完
成集装箱量达45.8万标箱，总量将近翻了一番。

“去年洋浦港口集装箱主要增长点包括铁矿
的散改集作业，以及橡胶木片、原木木片装箱作业
等。”国投裕廊洋浦港商务调度部副经理赖家东介
绍，去年以来，国投裕廊洋浦港加大与航运客户的
业务对接，为企业提供优质航运服务。尤其是去
年中龙木业进驻国投裕廊洋浦港以来，有力地推
动了洋浦木材方面的吞吐量。此外，海南西线其
他市县的企业发展形势良好，许多货物需要通过
洋浦港运输，也为洋浦的港口带来了一定的增量。

洋浦港集装箱完成量
2017年将近翻一番

“你们快过来，这个房子好漂亮，帮我合个影。”1月18日上
午，在万宁兴隆镇花园路的一座旅游厕所旁，来自东北的陈延光
停车，从单车上跳了下来要拍照留念，仔细一看发现是一座厕所，
惹得同行的朋友一阵大笑。

“这里真不错，厕所都建这么漂亮，不愧是旅游胜地，不但自
然风光好，连厕所都建成了小景观。”尽管被朋友笑话了，但是陈
延光还是伸出了大拇指点赞。

■ 本报记者 张期望 实习生 韦思瑶

万宁市兴隆镇花园路旁的东南亚风情厕所。 本报记者 张期望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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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18日上午，海南省残联在海
口残疾人大学生创业就业一条街举行
省残疾人就业月专场招聘会，来自全
省各地的500多名残疾人参加应聘。

每年的第一个月，是残疾人就业
服务活动月。本次招聘会吸引了华
润置地物业公司、太平洋人寿保险、
赛立克药业、海南残服爱心服装公司
等40多家企业参会，提供了收银员、
销售助理、仓库管理员、文员等637
个职位。

在现场，各招聘单位展台前挤满
了渴望得到就业机会的残疾人。他
们当中有的拄着拐杖过来求职，有的
在家人的搀扶下过来寻找就业机会，
有的骑着残疾人三轮车前来应聘，有
的用手语向同伴比划着岗位需求。
今年31岁的海口市民胡富春是一名

肢体残疾人。18日早上，他特地开
三轮车来这里应聘，“我已经待业两
年左右，每个月靠400元左右的低保
生活。听说这里有残疾人专场招聘，
希望能找到一份工作，自食其力。”

据了解，本次招聘会主题为“就
业帮扶，真情相助”。活动旨在更好
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有关民生创业
就业精神，为广大就业困难群体搭
建更适宜的就业平台，帮助更多的
残疾人朋友实现创业就业，让他们
能同健全人一起融入社会公平竞
争，通过自身的努力实现人生价值
和赢得尊重。

省残联相关负责人表示，长期
以来，海南省残疾人创业就业工作
得到了省委、省政府的高度重视，以
及社会各界爱心企业的鼎力支持，

残疾人生活状况得到不断改善。近
年来，省残联通过扶持创办残疾人
就业基地，不断加大和带动残疾人
创业就业，各级残联系统十分重视
残疾人的就业工作，共举办了89场
残疾人专场招聘会，开办了电动车
维修、服装制作等形式多样的职业
技能培训班，帮助众多残疾人朋友
掌握一技之长，增强就业能力。

本次活动由海南省残疾人联合
会和海口市残疾人联合会主办，海南
省残疾人劳动就业服务中心、海口市
残疾人就业服务中心承办。海南省
残联党组书记、理事长符永出席了招
聘会开幕仪式并作动员讲话。

本版策划/洪宝光
本版撰文/洪宝光 胡蝶 1月18日，省残疾人就业月专场招聘会现场，前来求职的残疾人与工作人员正在交流。

省残疾人就业月专场招聘会在海口举行
40多家企业提供637个就业岗位，吸引500多名残疾人应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