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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省13个单位获评
教育信息化试点省
试点优秀单位

本报海口3月23日讯（记者陈蔚林 实习生
卢进梅）省教育厅22日发布通报，决定授予三亚
市教育局等13个单位为教育信息化试点省（教育
装备综合改革试验区）试点优秀单位。

被授予试点单位的还有：海口市龙华区教育
局、儋州市白马井镇中心学校、海南中学高中部、
海口市金盘实验学校、海南华侨中学初中部、海口
市滨海第九小学、洋浦经济开发区干冲小学、屯昌
县红旗小学、东方市第六小学、三亚市第九小学、
文昌中学、海南省国兴中学。

琼岛周末气温逐日回升
最高气温可达30℃

本报海口3月23日讯 （记者叶媛媛）记者
从省气象部门获悉，3月23日夜间至25日，琼
岛气温逐日回升，西部和南部最高气温将升至
28℃-30℃。

省气象部门预计，23日夜间～25日，受偏东
气流影响，海南岛北部、中部和东部地区有小雨，
西部和南部地区多云；气温逐日回升。

今年夏秋航季美兰机场
计划通航城市105个
新增50条航线

本报海口3月23日讯（记者邓海宁 通讯员
黄裕光 陈栋泽）记者今天从海口美兰国际机场获
悉，3月25日该机场将开始执行2018年夏秋季航
班计划，今年夏秋航季期间，美兰机场计划执行进
出港航班96098架次，平均每天约443架次，

计划航班执行率预计同比提升7个百分点，
旅客吞吐量有望超过1300万人次。

据了解，今年夏秋航季，美兰机场共计划通航
国内外城市105个，将新开陇南、张家界、襄阳、百
色、兰卡威、悉尼等16个国内外新航点；共有40
家航空公司计划在美兰机场运营169条航线，将
开通海口⇌达州⇌贵阳、海口⇌陇南⇌兰州等50
条新航线。美兰机场的航班通达性、便捷性、覆盖
面将得到不断提升，航线网络得以进一步完善。

我省举行
世界气象日宣传活动
将气象科普送到群众身边

本报海口3月23日讯（记者叶媛媛 通讯员
许嘉 甘业星）3月23日是一年一度的世界气象
日。为让群众更加了解气象知识，省气象局今日
举办气象科普宣传活动。

“炮弹打上天，为什么雨会下得更大？”“人工
增雨的炮弹该往哪里打？”“气温的升降为什么可以
提前知道？”为让群众零距离了解气象知识，今天上
午，省气象局工作人员在白沙门公园设立气象科普
知识展台，现场解答气象科学知识相关问题。

据了解，今年世界气象日的主题为“智慧气
象”。智慧气象是利用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
技术，将传统气象与现代气象进行融合，从而完善
智慧城市建设里的气象监测系统，使气象业务更
方便服务于其他行业。

为了让群众更好地理解“智慧气象”，工作人
员在现场还设立了气象科普展板，展示了人工增
雨作业车、气象应急车、科普宣传车，丰富多彩的
科普活动引来广大民众纷纷驻足观看。

此外，活动现场还进行现场直播互动，通过线
上线下相结合模式进行宣传。

省气象局副局长辛吉武表示，此次活动旨在
让广大群众认知、感知“智慧气象”，从公众衣食住
行入手，了解“智慧气象”如何影响生活、应用于生
活。据统计，活动当天共发放各类宣传资料4000
余份，现场接受数百人的咨询。

海口国税推行
“自助”办税
让纳税人办税更“自主”

本报海口3月23日讯（记者王
培琳 通讯员钟瑶瑶）今天，在海口市
龙华区国税局滨海办税服务厅，某公
司财务人员张女士在自助办税终端区
不慌不忙地“自助”办税。“今天出门虽
然有点晚，但是不用像以前那样火急
火燎往税务局赶，因为在自助终端上
就能领到发票，也不用担心税务局下
班办不成业务。”张女士说。

“排队等候时间长”、“反复跑多
次跑”、“资料重复报”，针对现阶段
办税服务中这些“痛点”、“难点”和

“堵点”问题，海口国税充分发挥“互
联网+税务”作用，加强自助办税服
务区建设，让纳税人少跑办税厅、少
到窗口办。

在海口市龙华区国税局滨海办税
服务厅，记者看到，该办税服务厅设立
了独立的自助办税区域，配置了7台
24小时自助办税终端，可实现所有票
种的发票发放和发票代开。

此外，该办税厅还在自助办税终
端区和网上办税区分别配备了工作人
员现场指导，特别是对首次使用自助
办税终端或年龄较大、网络知识欠缺
的纳税人进行重点辅导。

同时，设置业务快速处理窗口，针
对自助办税中出现的问题提供“一站
式”服务，做到“哪里发现，哪里解决”，
引导纳税人少跑办税厅、少到窗口办，
多到自助办税区自主办理涉税事宜，
提高办税效率。

带头办合作社，发展乡村游，为曾经空心化的村庄引来发展“活水”——

陈利群：让村民在家就能挣到钱

时代的奋斗者时代的奋斗者

记者手记

3月21日上午，澄迈县福山镇洋道村村民陈利群骑着电动车从镇上赶回来，来到同村村民陈昌保家中，查看陈昌保家庭院里的项目施工进度。
陈昌保正在和几名工人挖坑、垫土，一看到陈利群立刻打招呼：“土坑挖好了，棚架也搭起了，今天把这块的垫土夯实就可以上水泥了。”他们打算把

这近3亩的庭院打造成一个农家亲子游体验基地，有果园、菜地、小鸭戏水池、秋千，还有长桌可供孩子们画画、写书法、玩泥巴。
“洋道村共有20户这样的宅子，现在大部分时间都没人居住了，我们准备逐步把这些宅子打造成不同主题的玩乐项目，游客来了喜欢哪个主题就

到哪家去玩。”陈利群边督促着工人施工，边和记者说道。

■ 本报记者 孙慧

成立合作社
打造特色农产品品牌

仅有50户人家193口人的洋道
村，是一个典型的农业村庄，全村共种
植珍珠石榴上千亩。陈利群跟洋道村
其他村民一样，以种植珍珠石榴为生，
只不过，这位村民并不只想着种石榴，
他的内心还有一个更大的梦想。

规划成田字型的洋道村，家家户
户都有前庭后院，庭院里有花草树木，
或是开辟成菜园，水泥路的村道四通
八达，外围是成片的香蕉林、石榴园、
或竹林，是个优美静谧的小村落。

“种石榴有亏有赚，收入不稳定，
很多人还是离开了家乡去外面打工，
或者搬迁到外面镇上去居住了，我们
村前几年只有两三户人常住，村庄基
本已经空心化了。”陈利群说，他觉得
这么美的村庄没有人气，越来越衰败，
真的很可惜。

2015年，陈利群发动村民一起成
立种植合作社，对洋道村的珍珠番石
榴申请了福山珍珠石榴商标，并制作
包装盒进行包装，通过电商平台向外
销售，扩大销售量。

清脆香甜的番石榴通过网络推广
后，很受市场欢迎，价格也在攀升。现
在包装好的番石榴产品网上零售可以
卖到5元/斤，与原先的批发价相比增
长了8倍。

以“采摘游”为主题
打造乡村旅游平台

之后因为洋道村石榴品牌，在网
上和社会上都有了良好的知名度、美
誉度，就吸引来了不少城市游客周末
前来石榴园采摘。采摘完后游客又到
村里转转，发现洋道村很美，就想留下
来吃顿农家饭。

一来二往，陈利群从中发现了商机。
“如果我们组织游客来石榴园采

摘，再到村里吃饭玩耍，这样就能给村
庄带来更多的人气和收入。”嗅到商
机的陈利群，想组织村民以自家房屋
投资或者参股合作的方式，一起在村
里办起农家乐。

这个想法起初在洋道村并不是特
别受欢迎，不少村民抱有观望的态度，

甚至于怀疑这样到底能不能挣得到钱。
“起初不是很多人愿意，有些人甚

至等着看我们的笑话。”陈利群说。
虽然参股合作计划受阻，但来洋

道村游玩的游客是越来越多。尤其是
到了周末，自家车辆、旅游团大巴一辆
辆驶入洋道村，一桌桌的农家饭摆起
来，不少村民家中种的地瓜叶、木瓜、
龙眼也被游客看中买走。

经过逐步探索，洋道村逐步通过
与旅游公司、自驾游俱乐部、学校等单
位签约合作，以“采摘游”为主题打造
乡村旅游平台，每到节假日迎来众多
的游客前来果园、农庄进行休闲观光
和产品购买。

对村庄的未来充满期待

经过了近三年的摸索，陈利群发
现，乡村游并不是简单地做做果园采
摘，办几桌农家饭，还需要进一步升级
改造基础设施，打造少儿体验、户外拓
展等更多的游玩产品。

“最多的时候一天能有5个团队，差
不多500人，如果一个人消费300元，那
一天消费就能有15万元！”陈利群说，来
洋道村玩的人是越来越多了，消费需求
也越来越旺，市场给了他足够的信心。

2017年10月，村民符善南成为
洋道村乡村旅游第一个参股者，他拿
出自家在村边的一宗土地入股参加合
作社，这块土地被改造成了种植体验
园，种上了木瓜、龙眼等水果树木。

到了年底，村民陈明东把自家闲
置的宅院腾出来，变成了洋道村农家
乐的厨房基地。

2018年春节一过，村民陈昌保也主
动来找陈利群，提出参加合作的想法。

……现在，有越来越多的村民，发
出了参股的意愿。

“下回你再来我们村，又会看到有
新的变化了！”送别记者走出村口，陈利
群对记者说，今年春节期间，村里接待
游客超过3000人，下一步政府也将拨
付建设资金，来完善洋道村的基础设
施，这让他对村庄的未来充满了期待。

“我希望等村庄的旅游发展起来
后，村民们不用再远离家乡外出打工，
让他们在家就能挣到钱，把村庄建设
得越来越好！”陈利群说。

（本报海口3月23日讯）

■ 本报记者 孙慧

我初次见到陈利群，是在做一
个农村电商的采访，有人向我推荐
了陈利群的农村淘宝店，因此认识
了他。

与陈利群结识后，很快发现他
是一个好学实干的新型农民。陈利
群虽然常年生活在农村，但他乐于
接受新事物，看到电子商务流行，他
就主动去报名参加网店协会的培
训；看到有游客对洋道村感兴趣，他
察觉到商机立刻就组织起果园采

摘、农家乐。
陈利群的乡村振兴梦一点都不

“假大空”，他在洋道村所作的改造
都是在实践中逐步形成的。在开始
阶段，也有村民嘲笑，也有家人的不
理解，但他坚持了下来，并且有很清
晰的事实判断。“如果我是其他村民
也会有各种各样的担忧，所以我要
让先参与进来的村民一个个挣到
钱，他们挣钱就是最好的证明，做美
丽乡村建设是有发展前景的。”

对家乡的热爱是陈利群坚持梦
想的最大动力，经常能看到陈利群
在朋友圈里发布洋道村变化的一点
一滴，为争取到投资合作，这位农民
把洋道村的产业发展思路制作成

PPT模式，向外推广宣传。在采访
途中，我们的摄影记者苏晓杰向陈
利群提出了可以引进光伏发电的建
议，他也很虚心地听取，认真地记下
来打算进一步去了解。

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
广大农民是乡村振兴的主体，如何
把农民的主动性、积极性、创造性
调动起来，乡村的振兴就会有希
望。农民的现代化，决定农村的现
代化，我们需要培育更多像陈利群
这样去适应时代新变化的新型农
民，这些能学好现代农业的生产技
能，又具备一定的经营管理能力的
新型职业农民，是未来乡村振兴建
设的先导力量。

培育更多新型农民振兴美丽乡村

■ 本报记者 郭畅 通讯员 毛景慧

3月18日，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
上安乡万泉河漂流景区迎来2018年
的首批游客。“跟内地相比，海南的夏
天来得早一些，为了让游客在周末尽
享清凉，景区便于今天开门迎客。”景
区负责人王国繁说。

当天大批游客穿着救生衣，乘着
橡皮艇激流勇进，一路水花四溅、山
回水转，在惊险刺激的漂流运动中感
受万泉河水的清凉。“漂流区河水清
澈，沿途景观秀色可餐，两岸植物种
类丰富，真的太美了！”来自三亚的游
客王宁经过近两个小时的漂流体验
后说。

“高山，浅溪，河道，缓滩……既
能体验到漂流的惊险、又能回归大自
然放松身心，真的很开心。”自驾游客
李锋朝说，自己和妻子用1个多小时
完成了近4公里的漂流路程，回家后
要把愉快的漂流经历分享给身边朋
友，推荐他们来游玩。

据了解，上安乡万泉河漂流景区
距琼中县城25公里，漂流起点位于
南万村什错村村口，距离五指山脚下
的摩崖石刻11公里，距离上安乡乡
墟仅2公里。“漂流点基础设施完善，

更衣室、淋浴间、防水手机套、救生
衣、安全头盔、接送电瓶车一应俱全，
目前景区有150艘橡皮艇，可供300
人同时漂流。”王国繁说。

“去年开业后，景区营业额达60
多万元，接待省内外游客6000多人
次，为附近30多位贫困群众提供了
工作岗位。”王国繁说，今年景区还

将扩大规模，增加民宿休闲、果蔬采
摘、自助烧烤等项目，丰富游客的游
玩体验。

“村里发展旅游业，我们也不用
外出打工了，在家门口就能轻松赚
钱。”南万村村民王运明说，漂流区开
门迎客后，自己和家人做起了小买
卖，在景区内销售土特产，每天都有

100元左右的收入。
仁者乐山，智者乐水。琼中境

内，群山巍峨，河流众多，形成一道道
独特的风景线，位于海南万泉河上游
的上安乡万泉河漂流区，以其独特的
地理位置和优良的生态环境吸引着
各地游客纷至沓来，发展潜力无限。

（本报营根3月23日电）

琼中上安乡万泉河漂流景区迎来今年首批游客

乐游南国山水间 嬉水早春享清凉

“辉煌30年美好新海南”
主题采访活动启动

本报海口3月23日讯（记者李磊）为做好海
南建省办经济特区30周年宣传，今天上午，由中
宣部组织，省委宣传部承办的“辉煌30年美好新
海南”大型采访活动在海口启动。

参加本次采访活动的媒体记者来自人民日
报、新华社、中央电视台等21家中央主要媒体以及
兄弟省市重点新闻单位，共计74人。媒体采访团
分为东西两线分赴海南各地采访，通过采访海南建
省办经济特区30年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海
南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文明的成就亮点，
以文字、图片、视频等新闻报道形式充分展示新时
代改革开放的重大意义，展示海南扎实推进经济特
区建设、实现改革开放的跨越升级，争创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实践范例，谱写美丽中国海南篇章，为实
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做出的海南贡献。

本次采访活动于3月23日启动，3月29日结
束，历时7天。采访路线涵盖海南省规划展览馆、
琼海博鳌亚洲论坛会址、文昌航天发射城、洋浦经
济开发区、昌江棋子湾海防林、三亚凤凰岛国际邮
轮港等37个海南最具代表性的采访点位，全面覆
盖海南在体制机制创新、对外开放、产业布局、基础
设施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乡村振兴、旅游发展、社
会治理及基层党建等各方面的发展成就亮点。

采访活动启动后，媒体记者今天前往海南省规
划展览馆、文昌航天发射城等采访点进行了采访。

3月21日，澄迈县福山镇洋道村陈利群（右），在与合伙人商量修剪村中人行道花卉事宜。
本报记者 苏晓杰 通讯员 王家专 摄

3月18日，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上安乡万泉河漂流景区迎来今年首批游客。 本报记者 袁琛 摄

发现琼中之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