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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三亚3月8日电（记者王玉洁 通讯
员朱成威）记者今天从中国科学院深海科学与
工程研究所获悉，4500米载人潜水器“深海勇
士”号计划于今年3月末进行首次实验性海试。

据介绍，4500米载人潜水器“深海勇士”号
是我国继“蛟龙”号后第二台深海载人潜水器，并
于2017年8月至10月通过了设备功能性海试。

4500米载人潜水器“深海勇士”号长什么
样？将携带哪些高精尖设备下海？能探知哪些
深海的奥秘？秉承资源开放共享、普及科学知
识的原则，3月11日，中科院深海所将邀请120
名海洋科技爱好者参加“深海勇士”号4500米
载人潜水器开放日活动，大家可以近距离听科
研人员讲述“深海勇士”号的故事，一探究竟。

中科院深海所
“深海勇士”邀您面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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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琼中之美

■ 本报记者 郭畅 通讯员 陈丝丝

“营根河的水还是那样清澈，相
比10年前的静静流淌着的小河，如
今的营根河多了几分绚丽，站在百花
廊桥一眼望去，木质休闲栈道和创新
景观设计将营根河点缀得更富生
机。”昨天，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文联
主席冯汉云手里拿着参加“发现琼中
之美”作品征集活动的老照片说，10
年来，飞速发展的琼中坚持将“守护
绿水青山”的理念贯穿始终。

营根河，位于琼中县城南部，紧
邻百花岭风景名胜区。游人在途经
百花廊桥、百花大桥、什伽玛大桥时，
都能望见这条滋养一方水土一方人
的营根河。

去年4月，琼中召开了“一河两
岸、黎苗水镇”环境建设项目方案汇报
会，主要内容为恢复琼中营根河的自
然河流属性，建立完善的滨水慢性体
系，营造两岸绿色景观特质，将琼中营
根镇建设成独具风情的黎苗水镇。项
目建成后，将对琼中创建全国文明城
市、加快县域经济发展、提升城市品
位、完善城市功能具有重要意义。

“每天傍晚，都会有很多人到营根

河边散步。去年，琼中针对营根河进
行了河道疏浚工程和河面拓宽工程，
昔日湍急的水流汇入新修建的砌石沟
道，见不到一点垃圾，洁净而美丽。”冯
汉云说。

王洪明是土生土长的琼中人。
“小时候，蹚过营根河要紧紧牵住外
婆的手，踩着一个个大石头过河。时
光荏苒，琼中在保留河流原始风貌的
基础上，实行亮化美化工程，营根河
仿佛穿上了‘新衣’。”王洪明说。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近年
来，琼中以“生态立县”为基础，从“工
程治水”向“生态治水”转变，有效保
持了较为优质的自然资源和较完美

的生态环境。2017年7月，琼中全面
启动水资源保护、河湖水域岸线管理
保护、水污染防治、水环境治理、水生
态修复、执法监督等六大专项行动，在
2017年底在全县河湖范围内全面建
立了河长制，确定河湖分级名录。

如今，一系列整治措施已初见成
效，城乡环境面貌发生巨大变化。

琼中水务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到
2020年年底前，琼中争取实现“主要
河流水质状况总体稳定向好、完成封
山育林2万亩、森林覆盖率稳定在
83.74%、整座山城河畅、水清、岸绿、
景美”的美好愿景。

（本报营根3月8日电）

琼中营根河，流淌着多少乡愁记忆

营根河新貌。 本报记者 陈元才 通讯员 朱德权 秦海灵 摄10年前的营根河。 (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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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全省机关党建工作会议提出

遵循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
提升全省机关党建工作质量

本报海口3月8日讯（记者王玉洁 通讯
员孙勇）2017年度机关党委书记述职暨2018
年全省机关党建工作会今天在海口召开，全面
总结去年全省机关党建工作，谋划部署今年工
作任务，强调要遵循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全
面提升全省机关党建工作质量。

会上，11位省直单位机关党委书记、机关
党委专职副书记分别围绕成绩清单、问题清单、
任务清单进行述职，介绍落实机关党建主体责
任、夯实机关党建基础、破解机关党建重点难点
问题等方面的经验做法，查摆问题、剖析原因，
进一步明确今后努力方向和具体措施。

省委常委、秘书长、省直机关工委书记胡光
辉主持会议并强调，全省机关各级党组织和党
员干部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为指引，认真贯彻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
求，切实加强和改进新时代机关党的建设，把机
关基层党组织建设成为讲政治、有活力、能战斗
的坚强堡垒，把机关党员干部队伍建设成为政
治强、业务精、作风优的队伍，不断开创我省机
关党建工作新局面，为建设美好新海南提供坚
强的思想组织保证。

各市县工委书记，省直和驻琼各单位机关
党委书记、专职副书记、纪委书记和工青妇组织
负责人等600多人参加会议。

中国养蜂学会
“蜜蜂授粉标准化
示范基地”在乐东揭牌

本报抱由3月8日电（记者王玉
洁）昨天上午，中国养蜂学会“蜜蜂授
粉标准化示范基地”在乐东黎族自治
县黄流镇怀卷村张常喜哈密瓜基地揭
牌。这是海南目前采用蜜蜂授粉技术
规模最大的哈密瓜基地，约1200亩。

该基地由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环
境与植物保护研究所、国家蜂产业技
术体系儋州综合试验站、中国热带作
物学会技术推广与咨询专委会等科研
机构提供蜜蜂授粉技术支撑，旨在发
挥蜜蜂授粉标准化示范作用，推动海
南哈密瓜产业转型升级。

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环植所研究
员、海南省蜂业学会会长高景林介绍，
授粉是哈密瓜结果前的重要一步，为
了在海南实现高效农业，人工授粉较
为普遍。但近年来，由于人工成本的
增加、人工授粉不均匀等问题，哈密瓜
人工授粉时间不好掌握，费时费力。

据了解，该基地约1200亩，以蜜
蜂授粉技术代替人工授粉，发挥蜜蜂

“月下老人”的生态农业作用，提高哈
密瓜产品品质和经济效益，充分发挥
在海南种植哈密瓜的季节优势。

农业部公布今年首批地理
标志登记农产品
五指山五脚猪上榜

本报五指山3月8日电（记者贾
磊 通讯员李婧）今天上午，记者从五
指山市农业局获悉，近日，农业部公布
了2018年第一批农产品地理标志登
记产品名单，五指山五脚猪上榜。

五指山五脚猪农产品地理标志保
护的地域涵盖范围为：通什镇、毛阳
镇、南圣镇、番阳镇、水满乡、畅好乡、
毛道乡、畅好农场、海胶集团畅好橡胶
站共计7个乡镇1个农场1个橡胶站
59个行政村。

据悉，经专业测定，五指山五脚猪
肉质具有氨基酸种类丰富、含量高（尤
其是呈味氨基酸的含量高）以及脂肪
含量低的特点，加上其自身体躯小、肌
纤维细，热加工后具有肉质细嫩、滋味
鲜美、香气浓郁的优美风味。

去年海口对465人
进行党纪政纪处分

本报海口3月8日讯（记者计思佳 通讯
员曲琳）记者从今天上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海
口市第十三届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
议获悉，去年该市持之以恒正风肃纪，深入推
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据统计，去年
海口全市纪检监察机关立案462件，党纪政纪
处分 465 人，立案件数、处分人数分别增长
13.5%、3.5%。

海口始终保持惩治腐败的高压态势。全
市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去年共受理并处置反映
党员干部问题线索908件，初核753件，立案
462件，给予纪律处分465人，移送司法机关7
人，挽回经济损失774万元。坚决整治群众身
边的腐败，全市去年共查处扶贫领域问题113
件，处理相关责任人232人，立案34件，给予
纪律处分25人。系统治理“微腐败”，出台农
村基层“四议三公开”监督办法，通报典型案例
8件13人。

海口还不断强化巡察和派驻监督，充分发
挥“利剑”和“探头”作用。探索建立“市、区巡察
联动”“各区交叉巡察”“常专结合”“巡审结合”

“巡驻结合”等机制，完成对13个单位的常规巡
察，并对涉及扶贫、打违、棚改、生态文明建设领
域的市委农办等4个部门开展专项巡察。实现
了市级纪检监察机关派驻机构全覆盖改革，将
派驻监督的“探头”覆盖到全市69个市级党和
国家机关。

会议要求，海口全市各级纪检监察机关今
年要继续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以
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深化国家监察体制改革，
持之以恒正风肃纪，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营造
良好的政治生态，建设忠诚干净担当的纪检监
察干部队伍。

省委常委、海口市委书记张琦参加会议并
讲话。

■ 本报记者 易宗平

今天早上，晨曦微露，儋州白马
井渔市早已开张，船上岸上人声鼎
沸，交易火爆。在众多渔民中，有一
个戴着斗笠、穿着雨靴、扛着扁担的
女人，乍一看与渔港其他劳动妇女
没什么不一样，而事实上，她是当地
一家渔业龙头企业的负责人，名字
叫做吴锦菊。

出生于1964年的吴锦菊，家住
儋州市白马井镇福村。小时候，她
家有五姐弟，劳动力少，吃饭人多，
因而家境并不宽裕。

“我是从挑鱼糊口起家的呢！
13 岁我就走出家门，靠一根扁担
挑运咸鱼谋生。”吴锦菊放下一担
鱼，感慨地说，“记得当年我第一次
挑了 30 斤咸鱼，运到白马井集
镇。后来力气渐渐大些了，就把鱼
挑到王五、中和、长坡等更远的地
方卖。”

凭着一根扁担，吴锦菊担起了
自己的生活，也担起了家人的生活，
更担起了创业的梦想。

有胆识的她，会跟船到广州、
福州等地销售咸鱼。在多年的
销售经历中，善于观察和思考的
吴锦菊慢慢培养出了商业头脑
和眼光。

2006年，看到红鱼的市场反响
不错，已有一定经营经验的吴锦
菊与丈夫商量后，成立了儋州创
华实业有限公司，对整条的红鱼
进行粗加工。2012 年以来，该公
司采用小包装，深度开发红鱼系
列产品，同时还加工马鲛鱼、石斑

鱼等海产品。
如今，吴锦菊的公司出产的

海产品远销两广、东北等国内市
场 和 日 本 、韩 国 等 国 际 市 场 。
2017 年，该公司海产品销售额突
破5000万元。

“一个人富了不算富，我要带动
乡亲们过上红红火火的好日子！”吴
锦菊动情地说。

在产业方面，她采取“公司+农
户”模式带动贫困户。

随着产业的壮大，近年来儋州
创华实业有限公司为大量人员提供
了就业岗位，同时带动周边村民依
靠渔业增收，不少渔民建起大船闯
深海远海，依靠海洋捕捞发家致富，
住上了新楼房。

福村渔民董壮严笑着说：“当年
老辈人起‘福村’这个名字时，村子
并不富裕，名字里寄托了对幸福生
活的向往之情。现在，‘福村’终于
变成美好的现实了！”

2017 年，吴锦菊与福村及周
边村庄的 177 户贫困户签订帮扶
协议，贫困户把政府扶持的产业
资金投入到她的公司，可按不同比
例获得分红。白马井镇英丰村贫
困户许三侬兴奋地说：“去年底我
拿到了1万元分红，这是我第一次
有这么多收入，好日子还在后头
呢！”

在助学方面，吴锦菊既从经济
上资助贫困生，又从志向上激励他
们。

吉林师范大学学生吴雪丽是
白马井镇福村人，由于父亲长期患
病，家境困窘。儋州创华实业有限

公司拿出资金，资助她读书，帮助其
父治病。

“非常感谢，我要把这种关爱化
作巨大的动力，继续考研深造，以后
自己有能力了，也要尽力帮助弱势
群体。”远在吉林的吴雪丽在电话里
激动地对记者说。

据介绍，近年来，吴锦菊多
次资助困难群众，向希望工程捐
款，总金额不低于 60 万元。她
表示，无论是乡里乡亲，还是其
他困难群众，都应该在帮扶上尽
一份力，更多地鼓励他们、支持
他们。

（本报那大3月8日电）

儋州渔女吴锦菊用扁担“挑起”一家渔业企业

带领乡亲把“福村”变成美好现实

记者手记

■ 本报记者 易宗平

渔民出身的吴锦菊，靠一根扁
担挑鱼起家。如今，年过五旬的她还
是常常戴着斗笠、穿着雨靴、扛着扁
担劳动，像一把越磨越亮的快刀，保
持着一种奋斗不懈的精神状态。

奋斗者注重把握发展机遇。由
于她善于观察、善于思考，及时顺应市
场态势，吴锦菊从众多渔民中脱颖而

出，创办企业，产品畅销国内外市场。
奋斗者勇于承担社会责任。“一

个人富了不算富，我要带动乡亲们过
上红红火火的好日子！”这是吴锦菊
的心声，也是一种自我加压。她不但
在产业方面带动177户贫困户走上
了共同富裕道路，而且在助学等公益
事业上出钱出力，传播了正能量。

吴锦菊从普通渔民逆袭为女企
业家的故事，用行动证明了奋斗是
一种品质，成功的奋斗者会给社会
进步带来磅礴的力量。

奋斗是一种越磨越亮的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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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海口3月8日讯（记者周晓
梦）记者近日从有关部门了解到，为做
好“双暂停”项目后续处置工作，万宁市
制定了《“双暂停”项目后续处理工作方
案》，列出时间表，逐条逐项落实整改。

针对中央环保督察反馈意见涉及
的日月湾综合旅游度假区人工岛项
目，有关部门和单位将于今年5月底
前，完成围填海工程海洋环境影响后
评估、生态补偿及岸滩整治修复等报
告编制和报批；今年9月底前将组织实
施生态修复工程；同时将组织编制日
月湾建设用海规划，按规定程序报批。

针对万宁青皮林省级自然保护
区范围内尚未开工建设的9个项目，
万宁将于今年6月底前依法收回土
地使用权；对已开工建设尚未投入使
用的5个项目，将依法拆除并收回土
地使用权证，恢复林地，开展复植复
绿；年底前，对已建设并投入使用的3
个项目依法拆除并收回土地使用权

证，恢复林地，开展复植复绿等。
此外，针对涉及占用万宁茄新省

级自然保护区6宗土地的项目，万宁
将按照有关规定严肃查处，整改到
位；并在今年年底前，依法收回4个
涉及占用该保护区尚未开发建设项
目的土地使用权证；禁止在保护区范
围内新增建设项目。

万宁市推进“双暂停”项目后续处置工作

列出时间表 逐条逐项落实
中央环保督察整改进行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