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A05
2018年3月9日 星期五

值班主任：董纯进
主编：林容宇 美编：孙发强

代表委员日记

3月8日 北京 晴
作为一名新委员，今天，我在全国政协十三届

一次会议第二次全体会议上发言，和大家一起交
流，我觉得很高兴，也很荣幸。

我在海南农村工作了近37年，对农村有很深
的感情。根据大会安排，结合自己多年工作经历，
我在会议上作了题为《乡村振兴鼓人心 跟着党走
幸福长》的发言，为大家描述了我所在的白沙黎族
自治县打安镇田表村这些年发生的喜人变化。整
个发言过程中，三次掌声令我印象深刻：当我上台
时，委员们为我鼓掌；当我讲到田表村的发展故事
时，委员们为我鼓掌；当结束时，我动情地说了一
句“我相信，只要我们跟着党，幸福的生活就会像
万泉河水一样长”，我听到，台下再次响起掌声。

几天来，我还跟委员们不断交流对政府工作
报告的看法。我特别关注报告中提出的“大力实
施乡村振兴战略”，不仅是我，全国亿万农民都看
到了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的美好前景。作为一名
基层干部，我将认真学习、深刻领会，全面、准确地
把握会议的精神实质，按照党的十九大提出的实
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总要求，把学习成果运用到实
际工作中，扎实工作，砥砺奋进。

“一年四季春为首”，让我们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引下，在希望的田野上播种希
望的种子，用我们奋斗的双手让农业强起来、让农村
美起来、让农民富起来。（本报特派记者 金昌波/整理）

住琼全国政协委员、白沙打安镇
副镇长羊风极：

乡村振兴前景美好

两会E访谈

两会融媒体

本报北京3月8日电（特派记者
陈蔚林）3月7日，海南日报报业集团
旗下媒体南海网推出了2018全国两
会特别策划的H5新产品《@海南人
未来5年，你将领到这12个大红包》，
在朋友圈引发高度关注和转发热潮。
截至今天中午，这个H5产品的阅读
量超 8.02 万人次，有上万人转发分
享。

据介绍，这是一个互动性较强的
H5新产品，巧妙地将政府工作报告中
对应的12个领域的利好以红包形式
推送给网友。H5产品封面由一个递
出的红包和主题文字展现，网友点击

“看图”即可进入“找红包”页面。12
个红包分别融入12张照片主题界面
里，网友可在12个热词相对应的各领
域主题图片中开始“找红包”，点中红

包后将会弹出“恭喜你收到一份红包”
的提示，点击“领取”就可以收到政府
工作报告原文中，与海南各领域相关
的“红利”信息。

这个产品采用“找红包”的游戏互
动功能，使得网友在娱乐的同时直观
认识政府工作报告中与民生相关的福
利政策，对政府工作报告中的利好政
策有了更好的了解。

扫码进
入《@海南
人 未 来 5
年，你将领
到 这 12 个
大红包》

一个台湾小镇的启示

多一点创意，就多一份生机。乡
村如何发展创意产业，如何以创意驱
动发展？杨莹首先介绍了台湾马祖发
展创意产业的成功案例。马祖在春夏
之交会出现大量夜光藻，当地人称为

“蓝眼泪”，当地政府以此推广观光。

为进一步美化景观，吸引更多游客，政
府用蓝色灯光装饰小镇，并组织举办
摄影大赛，召集了很多知名摄影师前
来拍摄。最后，小镇因为一幅绝美的
灯光秀照片闻名，不少游客慕名而来，
带动了当地民宿、餐饮业的发展，各类
文创产品也大受欢迎。台湾这个小镇
以创意改变命运的生动案例，给广大
乡村的发展带来了很好的启示。

创意带动乡村发展的案例还有法
国格拉斯小镇。法国大约80%的香
水在格拉斯制造，香水产业推动当地
经济发展。由于香水消费的推动，小
镇的旅游也逐渐发展起来。游客到这
个海边小镇可以欣赏各种香料花卉，
还能在小镇的香水博物馆里体验香水
的制作过程。

“这些例子给我们的启示是乡村

的发展不能千篇一律，每个村庄都要
有自己独特的产业。还要发展第二、
三产业，让游客来了有参与、购买的欲
望。”杨莹说。

创新意识亟待加强

杨莹认为，海南乡村资源丰富，不
仅拥有优美的自然环境、优质的农产

品，还拥有独特的人文景观，文创元素
相当丰富，但一直以来，海南乡村创意
意识不强、创新动力不足，由于缺乏创
新驱动，乡村发展也乏力。

如何把创意融入海南乡村发展，
杨莹说，政府应该搭台，由企业来用心
打造。比如陵水黎族自治县的圣女
果，可以包装成“圣女宝宝”等各种特
色文创产品，还可以加工为果汁等各
种产品。海南很多农产品本身而言已
经有了一定的品牌知名度，如果给这
些农产品再加上富有创意的包装，采
用更有创意的营销，不仅会进一步提
高农产品的知名度，而且还会带动农
产品产地知名度提高，从而吸引更多
游客，带动第三产业的发展。

创意产业是乡村振兴驱动力

杨莹表示，借鉴发达国家和地区的
经验，乡村把创意植入产业，产业才能有
绵延不断的生命力，乡村才能振兴。

“三亚玫瑰谷依托玫瑰不断研发
新的产品，目前已经开发出300多种
产品。近期开发的玫瑰酒，也是一种
创新的尝试。玫瑰酒因其独特的文化
元素和创意内涵，市场反响很好，带动
了乡村产业链的发展。”杨莹自豪地
说，现在玫瑰谷所在的博后村已经发
展成为一个有旺盛生命力的美丽乡
村，这也证明了，创意产业是乡村振兴
的强大驱动力。（本报北京3月8日电）

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到
“大力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时，
指出要“依靠改革创新壮大乡
村发展新动能”。3月6日，全
国人大代表、海南玫瑰谷产业
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杨莹做客
海报集团“两会E访谈”时建
议，乡村建设应多点创意，要以
创意产业驱动海南乡村振兴。

全国人大代表杨莹：

以创意产业驱动海南乡村振兴

扫码看两会E访谈视频

■ 海报集团全媒体中心记者 刘麦

发展“互联网+农业”，
物流先行

记者：您认为海南乡村在发展乡
村产业、增加农民收入上有哪些方面
还需进一步提高？

陈飘：促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
发展需要多方面的因素推动，包括人
才、技术、物流等。但在发展“互联网+
农业”过程中，我认为主要的短板存在
于物流环节。推进“互联网+农业”，其
中一个重要目的就是解决农产品销售
问题，我省很多村庄，地理位置还是相
对偏远，由于基础设施不完善，农产品
外销存在运输时间长、损耗大等问题。

以我所在的母爸村为例，母爸村
以芒果种植为主，芒果的品质、新鲜
度，直接影响到销售的价格，更影响到
村民的收入。因此，如何将芒果及时
销售出去，是发展“互联网+农业”过
程中首先要解决的问题。

今年两会期间，我准备提交给大
会一份建议，建议加快海南现代冷链
物流体系建设，建议通过政府扶持、企
业运作的模式，探索海上冷柜运输和
列车冷柜运输新路子，拓宽鲜活农产
品运销渠道。同时，加大田头冷库和
瓜菜集散市场冷库的建设投资力度，
完善冷链运输终端设施建设，促进现
代冷链物流产业发展。

如此一来，可以降低农产品物流

损耗，让新鲜的农产品能够及时送到
消费者手中。农产品能卖个好价钱，
农民的收入就能增加。

乡村振兴与人才聚集
相辅相成

记者：作为一名大学生村官，您放
弃城市的工作来到乡村，带领乡亲们
脱贫致富。您认为人才的聚集对于乡
村振兴有什么意义？

陈飘：乡村振兴需发展壮大乡村
集体经济，需发展乡村特色产业，这些
都离不开人才的支持。特别是刚才提
到的开展“互联网+农业”，以及建设现
代冷链物流产业，对人才的需求更大。

我是一名大学生村官，这几年到
江浙等发达省份考察乡村集体经济
时，看到国内一些乡村振兴的典范，其
中就有不少大学生在乡村创业成功的
例子。发现人才聚集与乡村发展是相
辅相成的，乡村特色产业的发展可以
吸引人才，人才的匮乏会造成乡村发
展动力不足。

因此实施乡村振兴战略，首先要解
决人才“人气”的问题。特别是大学生
村官这个群体，他们对新生事物的接受
能力较强，对创业热情非常高，在乡村
振兴战略中，这类群体是不可缺少的人
才资源。但是，很多乡村引不进、留不
住人才。如何留得住人才，是乡村振兴
过程中首先要解决的问题。

吸引更多人才到乡村创业

记者：如何吸引大学生等乡村发
展所需人才到乡村去，并且留得住？

陈飘：如今不少乡村确实存在着
人才匮乏的问题。毕竟人往高处走，
如果乡村不能够给他们提供一个很好
的发展平台，人才自然会流失。

因此，我们在发展乡村特色产业
的同时，还需要为各类乡村发展人才
提供一个创业平台，让他们有事做、有
钱赚，自愿留下来，并且留得安心。

我认为鼓励大学生等人才到乡村
去，需要打造好这个创业平台，鼓励他
们结合当地特色产业进行创业。我希
望政府出台一些政策，通过提高贷款额
度、减免利息、延长还贷周期等措施，给
予他们资金支持。另外，还要在技术上
给予他们支持，培训他们的专业管理能
力、专业农业技术，以吸引更多的人才
到乡村创业，为乡村振兴提供源源不断
的动力。 （本报北京3月8日电）

全国人大代表陈飘：

为乡村发展所需人才打造创业平台
■ 本报特派记者 李磊

政府工作报告部署2018
年重点工作时提出，“大力实
施乡村振兴战略。科学制定
规划，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
制机制，依靠改革创新壮大
乡村发展新动能”“发展‘互
联网+农业’，多渠道增加农
民收入，促进农村一二三产
业融合发展”。这些关于乡
村振兴的内容，给广大农民
带来了信心。

作为海南代表团中唯一
来自大学生村官群体的代
表，陵水黎族自治县英州镇
母爸村党总支部书记、村委
会主任陈飘，在今天做客海
报集团“两会 E访谈”时，围
绕着如何推进“互联网+农
业”，以及乡村发展如何留住
人才的问题，畅谈了自己的
看法。

海报集团南海网推H5产品

介绍未来5年海南人的12个“红包”

扫码看两会E访谈视频

■ 新华社评论员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一篇大文章，要统筹谋
划，科学推进。”8日上午，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十
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山东代表团审议时，以系
统战略思维，就如何实施好乡村振兴战略提要求、
明重点、说方法，为贯彻落实好这一重大战略注入
思想和行动力量。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关
系国计民生的根本性问题。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
党的十九大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是决胜全面建成
小康社会、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大历
史任务，是新时代做好“三农”工作的总抓手。扎扎
实实把乡村振兴战略实施好，必须从党和国家事业
发展全局出发，深刻认识到农业强不强、农村美不
美、农民富不富，决定着全面小康社会的成色和社会
主义现代化的质量。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艰巨最
繁重的任务在农村，最大的潜力和后劲也在农村。

做好乡村振兴大文章，要夯实产业基础。农
业强，产业必须强。紧紧围绕发展现代农业，围绕
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实现产业兴旺，把产业
发展落到促进农民增收上来，这是农村脱贫致富、
乡村振兴的治本之策。以深化农业供给侧结构性
改革为主线，加快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生产体
系、经营体系，推进农业由增产导向转向提质导
向，必将不断提高农业创新力、竞争力和全要素生
产率，加快实现由农业大国向农业强国转变。

做好乡村振兴大文章，要强化人才支撑。事
靠人做，业由人兴。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必须破解
人才瓶颈制约。要把人力资本开发放在首要位
置，加快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让愿意留在乡
村、建设家乡的人留得安心，让愿意上山下乡、回
报乡村的人更有信心，激励各类人才在农村广阔
天地大施所能、大展才华、大显身手，打造一支强
大的乡村振兴人才队伍。

做好乡村振兴大文章，要厚植文化力量。乡
村振兴，既要“口袋鼓”，也要“脑袋富”。要以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加强农村思想道德建设
和公共文化建设，培育挖掘乡土文化人才，培育文
明乡风、良好家风、淳朴民风，坚持绿色发展、涵养
生态文明，以农民精神新风貌、乡村文明新气象，
为乡村振兴注入强大思想文化力量。

（据新华社北京3月8日电）

做好乡村振兴的大文章

杨莹（左）做客“两会E访谈”。海报集团全媒体中心记者 李庆芳 摄

据新华社北京3月8日电（记者邬慧颖）“小康
路上，一个都不能少，一个都不能落下。”在十三届
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的不少代表团审议现场，总能听
到这样的声音，而目前我国贫困人口中的一个特殊
群体——城镇贫困群众也引起了一些代表的关注。

全国人大代表、江西省民政厅厅长刘金接说，
长期以来各级政府始终坚持把脱贫攻坚工作作为
重要民生工程来抓，扶贫机制成熟、成效明显。但
现在城镇中还有部分贫困人口，尽管各地已做大
量工作且取得成效，但仍存在保障不够充分、帮扶
措施不够系统等问题。

“务必织牢城镇保障网，确保城镇贫困群众全
面脱贫解困。”刘金接建议，“这就需要各级政府出
台具体的针对性政策。”

全国人大代表、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院长张
伟说，城镇贫困群众脱贫解困是保障和改善民生的
重要内容，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
张伟建议，要提高城镇贫困群众医疗保障水平，让
他们看得上病、看得起病、看得好病和少生病。

小康路上，
城镇贫困群众不能忘

——代表建议织牢城镇保障网
确保城镇贫困群众全面脱贫解困

3月8日，陈飘（左）做客“两会E访谈”。海报集团全媒体中心记者 韦茂金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