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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指引下 ——新时代新气象新作为

时代的奋斗者时代的奋斗者

本报海口3月17日讯（记者计
思佳）记者今天从海口市相关部门获
悉，为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的部署要
求，加快解决新海港规划建设的关键
性问题，今天上午，海口新海港临港生
态新城规划方案研讨会在北京举行。
来自中国工程院的4位院士，中国城
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国家发改委宏观
经济研究院等国内权威研究机构的专

家学者及省规划委、省交通厅等部门
相关负责人应邀参会。

新海港，是海口“东西双港”的重
要一极，也是海南交通关键通道。研
讨会上，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介
绍了新海港片区的基本情况，莫非西
斯事务所和深圳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
介绍了新海港片区竞赛方案，中交水
运规划设计院有限公司、悉地国际设

计顾问（深圳）有限公司、海南华侨城
实业有限公司介绍了新海港片区港口
功能、枢纽和起步区策划规划情况。

会上，专家学者们就新海港片区
交通组织、港口客流、港口安全、建筑
风貌、功能定位、业态分布、空间结构、
节能生态等内容提出意见和建议。

会议提出，海口要做好港区内外
交通衔接，发挥好过海大通道的作用，

统筹高铁、普列（客、货）、高速客滚船、
客滚船等码头建设和高铁码头空间
预留；汲取今年“抗雾保运”工作的经
验教训，完善港区功能布局，提升港
区管理效率；要突出产城融合、港城
融合。按照省委、省政府对新海港片
区的“一枢纽、三中心、两地”（陆岛综
合交通枢纽，港航现代服务中心、购
物中心、休闲娱乐中心，全域旅游集

散地、精品旅游目的地）总体要求，把
新海港片区打造成推动经济高质量
发展的一个新的增长极点；要优化生
态新城设计，学习借鉴新加坡的绿色
建筑理念，细化该片区的城市设计，
加强过海交通工具的统筹设计，充分
展现海口城市新风貌。

省委常委、海口市委书记张琦出
席并讲话。

海口市新海港临港生态新城规划方案研讨会在京举行

加快解决新海港规划建设关键性问题

海口民宿“美社有个房”负责人黄妹：

办民宿点亮乡村游 助力村民奔富路
■ 本报记者 侯小健 计思佳

通讯员 陈创淼

“请帮我订两间房。”
“我们一会儿去美社村玩，中餐

想在你们那吃农家菜。”
“我想买猫须草和鸡屎藤，还有

货吗？”
…………
3月13日一早，海口市秀英区石

山镇美社村民宿“美社有个房”负责
人黄妹就接连收到回头客发来有关
订房和购买土特产的微信。

“每天来的客人都很多，不少是
回头客，有时都忙不过来。”黄妹笑道。

平坦蜿蜒的水泥路环绕整个村
庄，曲径通幽。褐色火山石垒成的围
墙上覆盖着绿色植物，盛开的三角
梅、火山玫瑰娇艳欲滴。一栋栋火山
民宿掩映在绿树红花中，错落有致。
近两年来，美社村建起了不少民宿，
吸引八方游客纷至沓来，昔日寂静的
小村庄热闹起来了。

黄妹不是美社村人，而是定安
人。做民宿前她曾在海口等地从事
过幼教、旅游、保险等工作，还开过酒
楼，积累了一些从商经验。几年前，
黄妹与朋友相约到美社村旅游，当地
的美景和热情好客的村民给她留下
了深刻的印象。

2015年 5月，石山镇在全国率
先创建“互联网农业小镇”，黄妹嗅到
了商机。2016年初，黄妹与石山镇
委、镇政府初步达成在美社村做民宿
的意向。不久，她给镇委主要领导发
短信：“美社村的民宿我来做”，并上
报了详细方案。

“在美社做民宿有诸多优势：一
是地理位置好，紧挨火山口公园，游
客多；二是生态环境好，对游客有吸
引力；三是美社村有 255户 900多
人，部分村民的闲置房可好好利用。”
黄妹十分看好美社发展民宿的前景。

黄妹开办民宿的想法得到了镇
委、镇政府及美社村的支持。

2016年 3月，美社民宿开始筹
备，黄妹注册了海南媚姐之家旅游有

限公司，美社仕星互联网民宿合作社
也随之成立。黄妹看中了村里已停
产的一旧船木家具厂，利用原厂房约
800平方米空地建起两层楼，一楼为
咖啡厅、棋牌室，二楼有12间客房，
并开垦了旁边的一块荒地，种植了百
香果、猫须草及瓜菜等。

同时，黄妹动员部分村民用闲置
的民房入股合作社。然而，当时村民
有顾虑，怕外人住进来会危及其财产
和人身安全，几乎无人响应。

后来，美社村民小组长王永仕以
及村委会老干部上门做村民的思想
工作，家中闲置房较多的村民王兰忠
决定将闲置房租给合作社，成为村里
第一个“吃螃蟹的人”。见王兰忠起
了头，其他一些村民也陆续加入。

2016年5月1日，美社村民宿“美
社有个房”开始试营业，当时只有18
间客房。同年10月1日正式开业。

“我们与村民的合作方式灵活，
村民要么入股，要么将房子租给合作
社，通过引导村民抱团发展民宿业，
点亮乡村游，带领百姓共同致富，实
现乡村振兴计划。目前已有55户村
民参与，共有120个床位。”黄妹说。

黄妹说，美社村民宿定位为家庭
亲子游，最主要的是体验游。游客可
现场体验磨豆腐，做野菜面、包野菜饺
子，烧烤等，还能采摘水果瓜菜、爬山
等。目前，民宿入住率达80%以上。

王兰忠尝到了发展民宿的甜
头，一年下来，光此项收入就有3万
多元。

来自上海的“候鸟”殷连生说，近
两个月来，他已先后3次游美社村。

“这里值得一游，既有美景，火山文
化，还有特产。”

特色农产品也是吸引游客的重
要因素。黄妹在做民宿的同时，还在
村里办起了农产品淘宝店，收购当地
村民的生姜、火山黑豆等农产品，进
行二次加工，目前有包括姜糖、姜粉、
山柚油、泡黑豆酒等50多个品种。

民宿办起来，解决了部分村民的
就业问题，合作社目前共有12个固
定员工，大部分是本村村民，有的是

邻村的。员工月工资2000元-3000
元不等。

黄妹说，二期民宿正加紧建设
中，共有37套 80间客房，100多个

床位。配套建设温泉泳池、餐厅以
及歌舞厅，还有近千平方米的农产
品超市。

“二期计划今年‘五一’开业，主

要是接待‘候鸟’团，为游客提供吃、
住、玩、购一条龙服务，打响美社民宿
品牌。”黄妹憧憬着未来。

（本报海口3月17日讯）

■ 本报记者 计思佳

黄妹的民宿到底有多火？用村
民的话说，一到节假日，村里的鸡都
不够她抓，得去隔壁村找。

黄妹的民宿营销不算最专业
的，设计不是最有特色的，甚至内部
装修也不是最高档的，但却很接地
气，对当地村民经济带动也很明显。

做民宿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实现
盈利更是难上加难。但黄妹在短时
间内就能将其做得风生水起，靠的是
用心用情用力地付出。

她是用心的。每次一踏进“美
社有个房”，就能听见黄妹悦耳的笑

声。无论是老主顾、新面孔，亦或是
售卖农产品的村民，她都笑脸相迎，
热情周到。她熟悉每个回头客的喜
好，有空就研究新的农产品、农家
菜，觉得好就热心向大家推荐。所
以，顾客们的点赞就成了黄妹的活
广告。

她是用情的。黄妹热爱这片土
地和这里的人，她告诉阿婆要把吃不
掉的菜和鸡卖给她，她知道哪家的黄
皮最香，哪家的荔枝最甜。对待顾客
亦然，有人专门来她的民宿坐月子，
黄妹会挑选最新鲜的食材，下午煮鸡
屎藤，晚上为客人准备生姜泡脚。她
的民宿已成为很多人在石山的“家”。

她是用力的。从开始筹备民宿
到试运营只花了两个月。运营起来
后，便是全年无休，节假日加倍忙
碌。一年后，民宿二期建设已经初具
规模。她同样也是智慧的，用力得当
的。知道民宿短期内赚钱不易，便充
分开发农产品弥补。民宿建设、管理
不完善时，她宁愿少接单，也不破坏
口碑。

但最重要的是，黄妹做的是自
己热爱的事。因为热爱，所以愿意
付出，愿意钻研、愿意坚持。遇到挫
折时，她不会轻易放弃，取得成绩
时，更能收获喜悦。祝黄妹的奋斗
之路越走越远。

用心用情用力做热爱的事记者手记

发现琼中之美
■ 本报记者 郭畅 通讯员 毛景慧

这个周末，走进琼中黎族苗族自
治县湾岭镇岭脚村，眼前大片桑田郁
郁葱葱，游人们按捺不住喜悦的心
情，鱼贯而入进入桑田，俯下身来，寻
找已成熟的桑葚。

一条木质观光栈道穿田而过，点
缀桑田美景。“琼中之美，美在田野
里，满眼皆是绿色，现在是桑葚丰收
季，还可以大饱口福！”拿着篮子准备
采摘桑葚的自驾游客李女士说。

“桑园不收门票，游客们可免费
在桑地中采摘新鲜桑葚。”岭脚村村
民陈世锦说，近年来，村里通过种桑
养蚕业，家家户户盖起了“桑蚕楼”。
目前村里种植桑园近400亩，农户平

均年收入在3万元以上。
而在湾岭镇高坡村，150亩果桑基

地也即将向游客开放。相比传统桑树，
果桑成熟期一般在四月初，届时果实将
挂满枝头，味道更加醇正。“去年政府投
资218万元、农户自筹资金22万元，建
成果桑种植基地，果桑亩产桑果3000
斤至4000斤，预计今年可采摘桑果45
万斤以上，综合效益达到450万元以
上，将有效带动全镇180户农户增收。”
湾岭镇扶贫干部周涛表示。

如今，琼中种桑养蚕业从桑葚
果、桑葚酒，到蚕丝被已形成一条成
熟的产业链，更让桑农们端起了“旅
游扶贫”的金饭碗。

“游客们免费采摘桑葚，到了晌
午留在村里的农家乐用餐，临走时，
还会买上几斤桑葚酒。”陈世锦说，十
年前，自己尝试酿制桑葚酒，并将酿
制技术教给乡亲们，如今桑葚酒每斤

售价约50元至80元，供不应求。
据了解，自琼中发展种桑养蚕产

业以来，琼中共投入各类资金上亿
元，用于技术指导和桑苗、农机、蚕

房、桑田道路等种桑养蚕生产发展建
设，为村民和游客打通了生产、旅游
的“绿色通道”。

（本报营根3月17日电）

琼中150亩果桑即将进入采摘期

桑葚成采摘游新宠

我省办结群众环境信访
举报件2064件

本报海口3月17日讯（记者周晓梦 通讯员
胡国林 实习生王靓婷）记者今天从省环境保护督
察协调联络组交办案件落实组获悉，从3月17日
起，我省将边督边改情况汇总表统计数据按中央
环保督察组实际交办信访件数量2358件进行统
计，涉多地交办件责令整改、拘留、问责等数据统
计于各相关市县中。

据统计，截至目前，我省受理边督边改交办群
众举报环境问题2358件中，已办结2064件，办结
率为87.53%，责令整改责任主体1793家，立案处
罚648家，罚款3922万余元，立案侦查19件，拘
留49人；约谈416人，问责296人。

为推进群众环境诉求得到解决，确保中央环
保督察组进驻期间成果得到巩固，按照省委、省政
府持续抓好环境保护督察后续工作的安排部署，
我省建立群众信访投诉办理常态长效机制。对中
央环保督察举报电话和邮箱关闭后的环境信访举
报，统一由“12369”环保热线和“12345”市民服务
热线受理，投诉举报渠道24小时畅通。

洋浦分批开展
多项就业技能培训
有效提升贫困户就业创业率

本报洋浦3月17日电（记者曾
毓慧 通讯员叶燕菁）3月16日上午，
在洋浦技工学校叉车培训间，迎来了
一群特殊的“学生”——由洋浦就业局
组织三都区办事处的贫困户、低保户
和农村未就业劳动力，他们将在这里
开展技能培训。

此次叉车培训班有35人参加，其
中贫困户和低保户6人。经过15天集
中系统的培训后，洋浦就业局还会为培
训合格的学员颁发证书，帮助他们提升
就业创业能力。下一步，根据企业用工
需求，洋浦就业局将针对有创业意愿的
农村劳动力和其他劳动者，进行电工操
作、中式面点制作等技能培训。

据悉，洋浦就业局去年共组织了
14期就业培训，培训人数1032人次，
其中建档立卡贫困劳动力238人次，
参加培训人员就业创业率达65%，有
效发挥就业培训促进就业创业的重要
作用。

中央环保督察整改进行时

定安专项打击非法采砂
捣毀8艘抽砂船只和5个抽砂浮台

本报定城3月17日电（记者邓钰 特约记者
司玉）近日，定安县公安局、综合执法局、水务局和
富文镇政府等部门组成联合执法队伍，在富文镇
深水河开展打击非法采砂专项行动。

据了解，非法采砂不仅损坏河道堤防，破坏水
环境及其生态平衡，给河道安全、汛期防洪埋下严
重隐患，超载运输砂石的车辆还会严重损坏道
路。如果滥采乱挖采砂量过大，会引起河床下切，
造成河流流势改变、水位降低，将会影响水文观测
等工程设施的功能，降低原有工程效益的发挥，严
重影响防洪总体规划和区域供、灌、排体系。为防
止非法采砂的危害，保护河流生态环境，定安不断
加大非法采砂整治力度。

当天，联合执法队共出动16名人员以及1艘
快艇和5辆执法车，深水河沿岸的多处非法采砂
点进行排查和取缔，行动中共捣毁8艘抽砂船只
和5个抽砂浮台，对非法盗采砂、盗砂行为起到
了有力的震慑作用。下一步，该县执法部门还将
加强协作，全面整治非法盗砂采砂行为、打击非
法囤砂点。

海口启动“我是城市小管家”
全市“净化”大行动

数百名“小管家”参与体验
本报海口3月17日讯（记者计思佳）今天，

由海口市城管委等单位主办的“我是城市小管家”
全市“净化”大行动正式启动，当天有数百名小朋
友参与活动。

据悉，此次活动主要通过岗位体验的方式，
让孩子们走上街头去体验环卫、城管等城市管
理各个基层岗位的辛劳，深入参与城市“净化”
工作，再由孩子们“小手拉大手”，带动他们身边
的家长和亲友，一起来“零距离”参与到“净化”
工作中，自觉地提升起文明素质，珍惜、呵护海
口美好的环境。

启动仪式结束后，150名小朋友“变身”环卫
工人，拿起镊子和垃圾袋走上街头，体验环卫工人
的日常清扫保洁工作。随后，“小管家”们还在城
管的带领下继续走街串巷，向街边商铺宣传“门前
三包”政策。

此外，当天在秀英区的时代广场、琼山区的天
茂百货也各有50名小朋友参与，同步开展“门前
三包”劝导、街道卫生清理工作。

我省赴山东开展
农产品加工专题招商
与5家企业达成初步合作意向

本报讯（记者杨艺华 通讯员毛永翔）为提高
我省农产品附加值，促进农业增效、农民增收，我
省于3月15日至16日在山东济南举办了“2018
海南（山东）农产品加工专题招商”活动。经过双
方深入洽谈交流，山东鲁花集团、农夫山泉股份有
限公司等5家企业与我省有关市县和园区达成初
步合作意向。

据了解，我省农产品加工业产业基础较薄
弱，农产品加工水平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农产品
加工业规模小，龙头企业少。山东既是农业大
省，同时也是农产品加工大省。截至 2016 年
底，山东规模以上农产品加工企业近1.3万家，
主营业务收入3.7 万亿元，占全国的1/6左右，
农产品加工增值效益显著，提高了农业综合效
益和竞争力。

据悉，海口、儋州、澄迈等市县以及海口桂林
洋经济开发区、老城经济开发区等我省主要农产
品加工园区参加了本次专题招商活动。

责令整改责任主体1793家
立案处罚648家，罚款3922万余元

截至目前，我省
受理边督边改交办
群众举报环境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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琼中乡村的桑田吸引诸多游客前往采摘。 通讯员 盘志强 朱德权 摄

海口秀英区石山镇“美社有个房”民宿负责人黄妹（左）在向游客介绍民宿情况。 本报记者 张茂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