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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引下 ——新时代新气象新作为

走基层新春新春

■ 本报记者 刘笑非
特约记者 王伟 通讯员 裴洪智

今天中午11点过，把刚从地里采摘
回来的毛薯打包好后，白沙黎族自治县
元门乡向民村的农村淘宝服务站负责
人曾云玲便赶紧催着丈夫去县城发货。

“毛薯放不得，晚一天送到消费者
手里，口感就差不少呢。”曾云玲笑着
告诉记者，如今村村通了水泥路，往返
县城一趟只需要半小时，发完货回来
还能赶上热腾腾的午饭。

地处深山的白沙，随着近年来农

村电商的发展，带动了越来越多当地农
民“触网”脱贫致富。这其中，一条条延
伸到村庄的乡村公路，则犹如骨架一
般，支撑起了白沙电商的发展。

“其实在加入村淘前，我有过顾
虑，翻山越岭地送货，就靠一辆电动三
轮车能跑下来吗？”曾云玲说。但当她
真的走到村里才知道，几乎村村都通
了水泥路，不仅电动车跑得顺畅，连送
家电的货车都能将家电产品直接送到
村民家门口了。

曾云玲不知道，自2012年以来，
白沙全县农村公路固定资产累计投资

超过 9.5 亿元，共新改建农村公路
486.13公里，其中村道就有62条，总
里程达383.412公里。而农村公路硬
化总里程则由2012年初期的388公
里增至现在的960公里，受益人口由
2012年初期的5.23万人增加到目前
的16.82万人。

曾云玲的客户们，如今都受益于农
村公路的延伸。“今年的年货节上，不少
村民都在网上买彩电冰箱了！就是因
为路好走了，送货方便。”曾云玲说。

记者从白沙县交通运输管理局了
解到，得益于农村公路建设，白沙县的
74个行政村已全部通了水泥公路，实
现了所有行政村通硬化路的目标。在
这74个行政村中，已建起50个农村

淘宝服务站，同时带动了191户贫困
户借电商脱贫致富。

“我们深知，农村电商的发展与农
村公路的建设分不开。因此，为了推
动白沙电商发展，交通部门也加大了
农村道路建设方面的投入。”白沙县交
通运输管理局局长韦岳真告诉记者，
自2016年电商正式成为白沙发展新
引擎以来，白沙在道路建设方面完成
了2.58亿元投资，兴建农村公路里程
超过80公里，大大改善了农村的出行
条件，也为电商物流体系发展奠定了
基础。

建好的路，还要靠养。为此，白沙
交通部门在乡村道路养护方面，还与
道路所在地附近村民签订了养护责任

合同，按养护里程责任到人，目前已全
面落实了45条、总里程267.46公里的
乡村道路养护工作。同时，交通部门
还根据全年雨水较多的情况，督促养护
责任人提高出勤率，努力做到路面无杂
物、路肩平顺、路基无缺口、公路边沟常
年畅通。截至去年底，白沙乡村道路路
面好路率达66.5%，全县农村公路经常
性养护覆盖率达到80%以上。

路通财通。乡村道路的四通八
达，还帮助白沙创建起县域物流中心，
打造出全县物流生态体系，为农村电
商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而依托物流
生态体系的初步形成，未来还会有更
多人像曾云玲一样，“触网”转型，踏上
小康路。 （本报牙叉2月11日电）

白沙铺开乡村路网建设，助力农村电商发展

路网连上互联网 引领百姓奔富路
关注“四好农村路”

■ 本报记者 李佳飞

2月 10日，万宁市山根镇大石
岭村与往常有点不同，一群不同肤色
的外国人的到来，让这个原本安静的
小村庄变得热闹起来。

2岁的美国籍男孩伦迪好奇地
在人群间穿梭，偶尔用含混着英语单
词的“中文”跟新朋友问好。

“伦迪太喜欢海南了！尤其喜欢
喝椰子汁，喜欢大海。”孩子的母亲任
丹丹告诉记者，她和丈夫兰迪第一次
带孩子来海南度假。恰逢春节临近，
正好在这里体验当地的风土人情。

当天，与兰迪一家同时来到大石
岭村的，还有来自俄罗斯、乌克兰、德
国等国家的14位外国朋友，他们中
的大多数人会讲中文，有的甚至已经
在海南学习生活了十余年。

在大石岭书屋，大家跟着书法老
师学习书法，一点、一横、一撇、一竖，
煞有介事却又稍显笨拙的模样，不时
引起众人的会心大笑。

“中国人特别重视春节，就像西
方人重视圣诞节一样，我觉得两者都
是对美好生活的祝愿祈祷。所以说，
文化还是相通的。”来自比利时的小伙
子尼尔斯说，他很喜欢这种幸福、团
圆、祥和的节日气氛。

欢声笑语中，准备张贴的春联已
经写好，大家开心地举起写满了祝福
语的春联，和挂着的红灯笼、中国结
一起拍照留念。

“虽然‘我在万宁过春节’这个活
动是第一年开展，但这已经不是第一
次有外国人来到大石岭村了！”活动
组织者祁甫宁说，依山傍海的大石岭
村是万宁市委、市政府大力支持，村
党支部引领村民共建的海南省三星
级美丽乡村，独特的自然环境、优越

的生态景观，吸引了一波又一波游客
远道而来。

在村里的共享菜园，乌克兰小伙
安德鲁和孩子们一起将一棵棵绿油
油的青菜连根拔起丢进箩筐，感受着
乡村田园的快乐。

傍晚时分，兰迪走过菜园，看到

路旁停放着十几辆共享单车，拿起手
机扫一扫，发现可以租用骑行，十分
高兴。兰迪说，他已经和妻子商量，
准备给伦迪在海南安一个家，周末或
节假日的时候，可以经常带他到乡下
走走。

（本报万城2月11日电）

“我在万宁过春节”活动引来众多外国人参加

美丽乡村浓浓年味引来“洋面孔”

■ 本报记者 刘笑非
特约记者 王伟 通讯员 裴洪智

今天下午，白沙黎族自治县元门
乡翁村三队，虽然没有艳阳高照，但
村民们个个都满面春风。贴春联、挂
灯笼、聊家常，一幢幢崭新的二层小
洋楼里，处处洋溢着喜庆氛围。

看着大红灯笼挂在新家门前，翁
村村委会妇女主任王梅珍很感慨。

“新年住新房，这日子真舒心！”王梅
珍脸上的笑容一刻没停。

翁村三队是元门乡一个普通的
黎族村庄。全村44户原本聚居在山
脚下，过的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农
耕日子。但每到雨季，山体滑坡等地
质灾害就会时刻威胁着大家的安
全。“只要下大雨，转移到安全地区就
成了生活常态，长时间这样下来，心
里真是说不出的苦。”想起以前的生
活，王梅珍历历在目。

但是，2017年元旦，白沙第一个
生态移民搬迁村庄南开乡银坡村喜
迁新居，让白沙完成了搬迁的第一次
尝试；同年，七坊镇高石老村也搬离
了原址，并在数百米外的新址上开始
美丽乡村建设。两个成功案例的实
施，让备受地质灾害威胁的翁村三队
村民看到了新生活的希望。

“其实在高石老村搬迁的同时，
翁村三队就启动了搬迁计划，选定新
址、设计房屋等，都有村民参与。”翁村
三队村民小组长王旗东说，政府不仅
充分尊重村民意见，还考虑到橡胶等
产业发展的需要，最终选定了距离老

村原址一公里路程的新址，让村民无
需适应新环境便能融入新生活。

走在被大山环抱的翁村三队新
址，依山而建的新房错落有致，穿村
而过的3条水渠营造出小桥流水人
家的意境。已经搬进来的23户居民
收拾好了新家，正在加紧布置迎接新
春。“仍然是依山而居，却过得放心多
了。”王旗东说，曾经的平房换成了两
层小楼，村民们最关心的住房问题得

到了解决。
距离原址一公里路程，使得翁村

三队的村民能够继续经营原有的产
业。同时，借助村子优越的自然环境
和便利的交通条件，元门乡还为村民
们预留了用于旅游发展的土地，引导
村民在家门口吃上“旅游饭”。

“三队的自然环境不仅好还独
特，有山有水，简直就是天然的公
园。”翁村驻村第一书记黄荣范说起

未来的计划就打开了话匣子。在他
的设想里，翁村三队未来将会集民
宿、露营、自行车驿站为一体，在环境
保护的基础上开发山地旅游，并让村
民全都参与进来。

听到村干部聊着未来的规划，看
着家门口红艳艳的灯笼和春联，畅想
着远处的高山流水，王梅珍觉得未来
的生活充满了希望。

（本报牙叉2月11日电）

白沙元门乡翁村三队村民喜迁新居

新村新房新憧憬

洋浦书法协会会员在为群众写
春联。 通讯员 邓晓龙 摄

2月11日，翁村三队村民正在准备悬挂大红灯笼，庆贺乔迁之喜。 本报记者 苏晓杰 摄

2月10日，外国游客在大石岭村感受到了浓浓的年味。 本报记者 袁琛 摄

本报海口2月11日讯（记者王培琳 通讯员
袁国华）2017年，省农信社存款突破1600亿元，
贷款突破千亿元大关，当年累放592亿元，是历史
上投放力度最大的一年。这是记者从昨天召开的
省农信社2018年度工作会议上获悉的。

会议披露，省农信社在2018年将从坚持回归
本源，专注主业；坚持服务“三农”，服务实体；坚持
优化结构，提升服务；坚持科技引领，改革创新；坚
持合规经营，严控风险；坚持质量第一，效益优先；
坚持党的领导，反腐倡廉等7个方面具体展开工作。

省农信社有关负责人告诉记者，海南省农信
社要全面服务乡村振兴战略，认领攻坚任务，把更
多的金融资源配置到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重点领
域和薄弱环节。打造懂农业、爱农村、爱农民的

“三农”工作队伍。

坚持服务“三农”，服务实体

省农信社去年贷款
突破千亿元大关

本报讯（记者丁平 通讯员路遥）记者从近日
召开的琼海市委农村工作会议上了解到，今年，琼
海将建设乡村振兴“五网”工程，力争年底实现行
政村和自然村通车率达100%。

路网建设方面，今年，琼海将加快实施通村组
（自然村）的硬板化道路建设，争取在年底实现通
村组的道路硬板化全覆盖，并加快推进“公交都市
交通圈”建设，在年底实现行政村和自然村通车率
达100%，打造半小时交通圈。光网建设方面，琼
海将结合国家电信普遍试点项目的实施，加快农
村光纤宽带建设，提高农村地区光纤入户覆盖
率。水网建设方面，琼海将力争到今年底城乡同
网供水率提升到80%以上，博鳌地区率先实现农
村污水处理全覆盖。电网建设方面，全面推进“电
网三年行动计划”，切实提高农村电网供电可靠性
和供电能力，保障农村地区人民生产生活用电。
气网建设方面，琼海将加快完善全市区域场站、燃
气管网和终端用户建设。

琼海力争年底实现行政村
和自然村通车率达100%

本报讯（记者王培琳 通讯员李健）2017年
国开行海南省分行共向海南投放资金1486亿元，
创历史新高。这是记者从近日召开的国开行海南
省分行2018年工作会议上获悉的。

据了解，国开行海南省分行将2018年确定为
分行发展提质年、风险防控年、信贷提升年、党建
亮点年、作风建设年、员工成长年和科技支持年，
并围绕“6+1”这7个专题年的目标定位，在服务
战略的同时实现保本微利和健康发展，全力开拓
海洋、军民融合、数字海南、全域旅游等业务，积极
创新探索“产城融合、连片开发、综合算账”等银政
企合作新模式。

国开行海南省分行去年
向海南投放资金1486亿元
创历史新高

■ 本报记者 曾毓慧
通讯员 叶燕菁 邓晓龙

7日上午8点多，天有点冷，60
岁的老洋浦人吴玉昌裹着棉袄，排
在洋浦干冲区办事处“迎新春赠春
联”志愿服务活动现场的最前排。
一领到牌号，他立刻快步走到一字
摆开的案桌前，找到洋浦书法家协
会的孙荣：“您写的字好，赶紧帮我
写写！”孙荣接过牌号后，轻轻地沾
饱墨汁，屏息、提笔、悬腕、挥毫，一
气呵成写好了春联。

“你看我这副春联，上联是‘洋
浦春潮百业旺’，下联是‘江山秀色万
家兴’，横批是‘福满人间’，多喜庆，
多大气，多有我们老洋浦的年味儿！”
双手接过春联，吴玉昌如获至宝，轻
轻地捧着这副春联放在人行道空
旷处，缓缓压平红纸，蹲坐在旁边
等着春联上的墨汁晾干。他一边
欣赏着这副春联，一边微笑着告诉
记者，每次洋浦文明办组织“迎新
春赠春联”活动，他都会赶早过来
领春联。20分钟后，纸上墨汁干
了，他又小心翼翼地将这副春联整
齐对折，心满意足地回家了。

此时，活动现场一字摆开的10
多米长桌案上，10多名来自洋浦书
法家协会的书法爱好者正在笔走龙
蛇之间，行书、楷书、隶书，一份份朴
素的感情和真挚的祝福随之写进了
一副副红红火火的春联里。

“写春联，贵在一气呵成，只有
气韵贯通了，整副春联的字才能显
得和谐，才会有整体的美。”从事雕
刻工艺的沈金森也是洋浦书法家协
会成员，他特意歇店过来参加“迎新
春赠春联”活动。上午9时多，距活
动开始才1个多小时，他已写好送
出了将近20副春联。

“金鸡献瑞迎春至 玉犬护门
接福来”“民安国泰逢盛世 风调雨
顺颂华年”……天虽然冷，但在短
短3小时的活动时间里，写春联现
场尽显融融春意。大家捧着一副
副墨香四溢的春联欢喜不已。不
远处，一副副写好摊开平放在人行
道、草坪上的春联，让人顿感年味
更浓了。

“手写的是春联，传承的是一
种民俗文化。”洋浦书法家协会理
事邢其忠介绍，书法蕴藏着博大精
深的传统文化。写春联寓意着老
百姓对过上美好生活的一种美好
期盼。

洋浦经济开发区文明办有关负
责人介绍，此次赠春联活动持续3
天，分赴辖区数个办事处办公大院
前开展。此外，春节前，洋浦经济开
发区各部门各单位还将挨家挨户走
访慰问辖区贫困户、低保户，并赠送
一副副寓意美好的春联，祝福大家过
个好年。

（本报洋浦2月11日电）

洋浦举行“迎新春赠春联”活动

饱醮墨汁书年味

◀上接A01版
所以让四个分会场又分别录制了一定时长的文艺
演出，对当地进行一个全面的宣传和展示。”央视
狗年春晚海南分会场舞蹈总监姜钢说。

据海南分会场春节特别节目文艺演出总导
演、省歌舞团团长彭煜翔介绍：“在这个约35分钟
长的演出中，我们会通过多个歌舞节目表现海南
的少数民族文化、红色文化、海洋文化、国际化发
展以及海南人发扬‘特区精神’不断开拓进取等诸
多方面的内容，展示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30周年
来取得的成果。”

海南分会场春节特别节目文艺演出将通过
《海南过年好》的载歌载舞，凸显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描绘出海南的浓浓“年”味；以《万泉河水清又
清》《我爱五指山 我爱万泉河》等多首脍炙人口的
旋律再现经典回响，弘扬海南红色文化的同时，展
现出不朽的峥嵘岁月和砥砺奋进的光辉历程；在
《久久不见久久见》的歌声中，淋漓尽致地展示黎
族织锦、特色器乐等，表达出海南岛上勤劳勇敢
的劳动人民建设幸福家园的情景；两首为这场演
出全新创作的歌曲《年轻的海南真丰采》《面朝大
海》将向全国人民传递国际旅游岛的时尚气质与
国际化发展，环岛高铁、航天基地等多种反映海
南现代建设成果的元素将在此展现，以此表达新
时代的海南人面朝大海、走向未来，加快建设美
好新海南的信心。

“我们的演员在保证除夕夜春晚演出排练的
同时，连日来也在刻苦排练这场能够突出呈现海
南特色的分会场文艺演出，以‘央视春晚直播’的
高标准严格要求每个节目的质量。”省歌舞团副团
长陈仁华说。

海南分会场以本土特色
描绘美好新海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