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全省新增（恢复）

农田灌溉面积5.3万亩

新增高效节水灌溉面积4.23万亩

■全省将开展农田灌溉现状调查

■编制市县农田水利发展规划

■全年将改善农田水利设施16万亩

■新增高效节水4万亩

2017年

201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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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海口3月26日讯（记者孙慧 通讯员邹
小和）3 月 22日-28日是第三十一届“中国水
周”。记者今天从省水务厅获悉，近年来我省从源
头抓节约用水、循环用水，在节水型社会建设上取
得新成效。

据省水务厅统计数据显示，我省年均降雨量
1750毫米，可用水资源量120.8亿立方米，全岛水
库历年来蓄水量是53.65亿立方米，年均用水量
在45亿立方米左右，用水量刚刚足够，一旦出现
季节性干旱等问题，部分地区就有可能面临缺水，
为此节水也是迫在眉睫。

节水，首先要从源头抓起。近年来，我省严格
水资源管理，在用水总量、用水效率、水功能区水
质达标率等水资源管理提出了控制目标，均得到
有效落实。同时，我省启动7个市县节水型社会
达标建设，省级节水型单位以及重点行业节水型
企业建成率均超过80%。

农业是用水大户，也是节水大户。目前我省
正在加快农田水利设施建设以及节水改造，大广
坝灌区田间工程、红岭灌区田间工程等大中型灌
区续建配套工程陆续开工建设。各市县也在因地
制宜抓节水。例如乐东黎族自治县大力发展高效
节水灌溉，推广滴管、喷灌等高效节水技术；屯昌
发展可循环生态农业，发展低压管灌、喷灌和水肥
一体化技术等。

2017年，全省新增（恢复）农田灌溉面积5.3
万亩，新增高效节水灌溉面积4.23万亩。省水务
厅相关负责人介绍，2018年全省将开展农田灌溉
现状调查，编制市县农田水利发展规划，全年将改
善农田水利设施16万亩，新增高效节水4万亩。

我省全面推进节水型社会建设

今年将改善农田
水利设施16万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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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李艳玫 通讯员 胡阳

3月23日11时，刚参加完一场
电商企业专题会议，黄凌燕就马不停
蹄地赶往陵水黎族自治县本号镇亚
欠村。

亚欠村距离陵水县城大约23公
里，黄凌燕到达时已接近12时。她
顾不上吃午饭，先来到了亚欠村香粉
蕉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基地，村民王亚
珍已在此等候。王亚珍的身旁，是一
摞摞堆放整齐的香粉蕉。

产自该村的香粉蕉，是黄凌燕创办
的电商平台热销产品之一。2016年，
黄凌燕成立了海南滴滴沃家生态农业
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借助电商平台，销
售海南原生态、无公害的本土特色农产
品。经过两年多的努力，她不仅成功创
业，打开了当地优质特色农产品的销
路，还帮助不少农民脱贫致富。

“燕姐，今早采摘的香粉蕉根根
饱满，而且外皮损伤比较少。”见黄凌
燕走过来，王亚珍迫不及待地告诉她
这个好消息。

其实，今年35岁的黄凌燕，比王
亚珍还小5岁，但是王亚珍却一直称
她为“燕姐”。记者好奇地询问原因，

“如果没有燕姐的帮助，我们村的香
蕉到现在还卖不出去。是她帮助我
们打开了销路，带领我们脱贫致富，
我们打心底里尊重她。”王亚珍答道。

2017年9月，一次偶然的机会，黄
凌燕从亚欠村的责任帮扶人口中得
知，该村种植的香粉蕉销售困难。更
令人难过的是，村民们早前种植的槟
榔树，因为病害等原因无法结果，香粉
蕉成为了他们主要的经济农作物。

“当在现场看到大片成熟的香粉
蕉，因为没人采摘而烂在树上时，我
的心里非常难受。”黄凌燕回忆道，她
决定通过自己的电商平台帮助村民
销售香粉蕉。

生长在山坡上的香粉蕉，由于风
吹日晒，蕉皮上有黑斑，外表并不好
看，这使得香粉蕉网络销路一开始并
不顺利。

为了打开销路，黄凌燕决定通过
免费品尝等方式进行推广。另外，她
还抓住了香粉蕉不打农药、天然种
植、口感好、甜度高的优势，以“原生
态农产品”为卖点进行推销。

就这样，口感香甜的香粉蕉在黄
凌燕的帮助下，逐渐地打开了市场。
如今，亚欠村的香粉蕉不仅销量比以
前大大提高，价格也提升了。“过去，
每斤8毛钱都没有人愿意来收购，而
现在每斤均价为2.5元，还经常出现
供不应求的情况。”王亚珍透露，从去
年9月份至今，香粉蕉的月销售量约
为4500斤，一共收入了8万余元。

黄凌燕告诉记者，她虽然是做生
意，但又不是单纯地只做生意。“生意
中，我会特别关照贫困户、困难户，收
购时尽量给他们一个好一点的价
格。”黄凌燕说。

除了帮助农户销售农产品，在冬
交会、亚洲果蔬博览会等大型农产品
推介会上，总可以见到黄凌燕的身影。

当初，黄凌燕把公司命名为“滴
滴沃家”，寄予了她对公司发展的期
望。“‘滴滴沃家’的发音类似于海南
话的‘真的好吃’，我希望每个从公司
销售出去的农产品质量都是最优的，
顾客吃了都能够满意。”黄凌燕说。

去年，借助电商平台销售辐射广
等优势，黄凌燕的公司营业额达300
多万元。“公司能够取得这样的成绩，
还与县政府大力扶持互联网产业发展
离不开。”黄凌燕表示，公司进驻陵水
互联网创业园，享受到了免租金、免水
电、配套办公器材等优惠政策。

根据陵水出台的促进电子商务
发展奖励扶持政策，对网上年度销售
额达到20万元的网店，每销售20万
元给予一万元奖励，以此类推，最高
奖励不超过10万元。“去年，我们年
销售额达到了300多万元，获得了
10万元的奖励金。”黄凌燕表示，未
来她将继续帮助农户销售农产品，同
时帮助陵水将优质特色农产品的名
声叫得更响。

（本报椰林3月26日电）

脱贫致富电视夜校
教您种辣椒
给病虫害防治开药方

本报海口3月26日讯（记者陈蔚林 实习生
卢进梅）今晚播出的第80期海南省脱贫致富电视
夜校是深受观众喜爱的特别节目《乡间小课堂》，
脱贫致富小分队带领大家走进屯昌县坡心镇的嘉
犁合作社，学习辣椒的种植技术。

屯昌县农业技术推广服务局植保站站长张传
海随节目组走进田间地头，为大家详细讲解辣椒选
种、播种、育苗、病虫害防治等方面的内容。他特别
介绍了田间护理比较重要的一环——病虫害防治。

他告诉大家，辣椒整个生育期病害主要有枯
萎病和炭疽病。农户遇到辣椒枯萎病发生时，可以
将含有金雷瑞毒霉锰锌或霜霉威之类的药剂喷淋
植株淋透、淋足到根部。农户遇到辣椒炭疽病发生
时，中前期可使用咪鲜胺1000～1500倍液，中后
期使用苯醚甲环唑1500倍液，两种药剂需要兑水
均匀喷雾，视病情隔7至10天喷淋一次。

此外，在海南，对辣椒危害比较大的虫害是蓟
马、蚜虫、螨虫、烟青虫还有斜纹夜蛾。他介绍，治
疗蓟马使用啶虫脒1000倍液加阿维菌素1500倍
液，气温低时隔半月喷药一次，气温高时隔7至
10天喷药一次。如果螨虫较为严重，可用上克螨
特1000倍液。

观众还可以登录海南网络广播电视台收看本
期节目，学习更多辣椒种植技巧。

记者手记

时代的奋斗者时代的奋斗者

陵水有这样一位生意人：贫困户的香蕉卖不出去她着急

电商达人“燕姐”的助农热心肠

■ 本报记者 李艳玫

如果你乘坐动车前往陵水，那
么在高铁站出站口正对面的一处

“陵水优质农产品展销点”，有可能
偶遇黄凌燕。连日来，她通过各种
渠道帮助农民义卖圣女果、香粉蕉
等农产品。

他们是黄凌燕昔日的客户，对
于其中一些贫困户，她更会不辞劳
苦地帮忙。

黄凌燕很忙，她这样形容自己
的日程安排：“我不是在果园里，就

是在去果园的路上。”借此次采访
的机会，记者跟随她一起到亚欠村
的香粉蕉种植地，实地体验她的工
作。

陡峭的坡地、乱飞的蚊虫、火辣
的太阳……这样艰苦的环境，采摘
的时候，黄凌燕一呆就是一天。皮
肤早已被晒得黝黑，但是在她的脸
上始终洋溢着笑容，看得出来，她是
真的热爱这份事业。

黄凌燕通过奋斗，不仅给家人
创造了好的生活条件，带动了身边
的亲戚一起创业，而且她在扶贫过
程中积极奉献自己的力量，并得到
了社会的认可。她是为个人的事业

而奋斗，也是为陵水推广特色农产
品、促农增收事业而奋斗。

当我们一行人准备从亚欠村返
回县城时，有村民和我们分享了一
个好消息，从香粉蕉种植中尝到甜
头的当地村民们，准备安装水管，引
山泉水来灌溉。看到以往对种植香
粉蕉不上心的种植户态度转变，黄
凌燕脸上的笑容更加灿烂了。

“我们不忍心看到他们种植的
香粉蕉无人收购，烂在山坡上。但
是，也不愿意看到农户们对自己的
种植业不上心，得鱼却不学渔，我们
更愿意教会他们规范化种植。”黄凌
燕说。

她用热爱改变山村

本报海口3月26日讯（记者林
晓君 袁宇）3月24日至25日，乐东黎
族自治县11个镇城市化、旅游化（以
下简称“两化”）改造项目规划专家评
审会在海口召开，通过专家逐项评议
各镇的“两化”改造规划，推进乐东全
域旅游建设，助力县域经济腾飞。

会上，乐东邀请的17家专业设
计单位针对该县镇特色，从发展思
路、产业规划及生产、生活、生态“三
生互融”等各个方面提出规划方案，
并在现场进行详细论证。

“乐东志仲镇的气候与旅游资源
具有优势，农业基础良好，在乡村振
兴发展中一定大有作为。”神舟土洋
（北京）旅游规划设计研究院代表李
玏对志仲镇乡村振兴起步区发展优

劣势进行详细分析，“我建议以项目
带动整体发展，增强区域竞争力。”

参与规划设计的泛华集团广州
设计公司代表袁山表示，乐东拥有优
良的生态资源，该公司从保护生态环
境的前提出发，对乐东尖峰镇的未来
发展进行规划，“方案内容着眼发展
高端服务业，助力全域旅游发展，多
举措发展当地经济。”

评审组组长、海南省生态旅游策
划研究院院长张悟纲介绍，评审会邀
请了相关领域的7名专家针对项目
改造规划“一案一评”并现场打分，努
力为乐东“两化”概念性规划提供科
学方案。同时评审组也会根据方案
提出合理化建议，通过项目建设优劣
对比选择投资企业。

据悉，经讨论评审会分别对完善
乐东各镇“两化”改造项目规划提出
意见，其中包括万冲镇要利用自然景
观，山山水水，通过对田园、黎苗文化
的深度挖掘，突出万冲特色；千家镇
要主动融入“大三亚旅游经济圈”，打
造海南旅游产品供给后勤基地；莺歌
海镇要着重从实现渔民转产转型，转
做服务业，旅游业，还有部分种植业，
增加渔民收入，发展渔业养殖加工，
边贸交流等。

乐东县委主要负责人表示，此次
评审会的顺利举行，是乐东“两化”改
造的第一个阶段性成果。评审会通
过头脑风暴，对乐东产业发展、城镇
化发展、乡村振兴提供规划设计方
案，包括规划、设计、开发、建设、经

营、管理、融资等。
根据计划，下一阶段，乐东将对

11个镇全部进行“两化”改造，并大
力推进全域旅游，积极融入“大三
亚旅游经济圈”，加快“五网”建设和

“一巩双创”工作，打造智慧城市，既
完成基础设施建设，还将带动相关
产业发展。

据介绍，为做好“两化”改造工
作，去年12月26日，乐东举办自治县
成立三十周年庆祝活动招商引资推
介会，吸纳企业参与“两化”改造项目
规划。今年1月7日，该县召开乡村
振兴（乐东）论坛暨乐东县镇墟城市
化、旅游化改造项目推进会，为实施
乡村振兴战略提供科学、先进、有效
的发展策略。

乐东邀请专家对11个镇城市化、旅游化提出规划方案

头脑风暴助力乐东发展

3月23日，陵水黎族自治县本号镇亚欠村，黄凌燕（右）在收购香蕉。 本报记者 武威 通讯员 胡阳 摄

今起海口
可直飞广西百色
每周3个班次

本报海口3月26日讯（记者邓
海宁）今天上午，海口⇌百色⇌桂林首
航新闻发布会在海口举行。记者从会
上获悉，海口⇌百色⇌桂林航线将于
3月27日起正式通航，由北部湾航空
执飞，每周3个班次。

据了解，海口⇌百色⇌桂林航
线于每周二、四、六执行一个往返
航班，海口（06：40 起飞）→百色
（08：10 到达，08：50 起飞）→桂林
（10：00 到达，10：40 起飞）→百色
（11：50 到达，12：30 起飞）→海口
（14：00到达）。

据悉，本次航线的开通将为百色
革命老区与海口、桂林两座城市间的
旅游观光、文化交流、经贸合作搭建起
一座空中桥梁。

海南首单无人机快递完成

今年或可实现全省配送
本报海口3月26日讯 （记者邓钰）今天上

午，随着一台无人机从海口市长流镇出发，经过数
分钟的飞行，到达指定投送点，顺畅地完成飞行、
卸货以及返航等程序，海南首单无人机快递配送
顺利完成，这也意味着京东在海南试运营的第一
个无人机配送站正式启用。

据了解，此次参与配送的无人机旨在解决末
端配送问题，可配送15公斤以内货物，飞行半径
为15公里，可在岛屿、山地等交通不便地区使用，
解决快递配送最后一公里问题。未来，京东将进
一步引入大型无人机并建设无人仓解决支线、干
线物流配送问题，利用半年左右的时间，探索一套
适合海南省乃至沿海地区的行之有效的无人机物
流配送方案。

据介绍，京东力争在今年内，以海口为起
点，进一步在儋州、琼中、保亭等地开设无人机
运营站点，逐步实现无人机配送海南全覆盖，机
位建设将达到30家以上。同时，京东正积极打
造干线、支线、末端三级“无人机+通航”智慧物
流体系，依托京东现有地面物流布局，在空中编
织一张新的物流网络：利用载重数十吨、几百公
斤到几吨载重的大中无人机完成干线、支线物
流配送，利用载重5公斤至50公斤、飞行半径
10公里至50公里的末端无人机实现最后一公
里物流配送。

■ 本报记者 李磊 曾毓慧

参加“辉煌30年 美好新海南”主
题采访活动的两路媒体记者，今日分
别来到陵水、三亚、儋州等市县采访。
在陵水现代农业科技示范基地、三亚
水稻公园、儋州兰洋镇大皇岭共享农
庄等采访点，媒体记者见证了插上科
技翅膀的海南农业，在促进海南经济
发展、乡村振兴中发挥的重要作用。

今天上午，当东线采访团记者来
到位于陵水黎族自治县的现代农业科
技示范基地时，就立刻被这里的“高科
技”所折服：自主研发的优质早熟西瓜
品种美月西瓜，每盆两个藤，一个专门
输送营养，一个专门结瓜；叶菜、黄灯
笼辣椒长在垂直旋转耕种系统的“摩
天轮”上，由电脑控制机械循环提供养
料；各类圣女果在自动化的温室内正
顺着蔓藤茁壮成长。

在这里，温室大棚里的农作物几
乎不长在土地上，传统的浇水、耕地、

施肥等工序全部被经科学配比的自动
水肥系统取代。

当天下午，媒体记者来到占地
2800亩的三亚水稻公园。这是一处以
农业生态、农业观光、农耕文化、南繁
水稻科研、稻作文化、科普教育、民俗
风情等为主题的大型国际化农旅观光
体验休闲度假区，其中袁隆平院士的
水稻科研基地和三亚南繁综合实验基
地是这里的重要组成部分，这里也成
为了海南水稻科研、科普和文化的展
示窗口。

媒体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三亚
水稻公园通过将农业科普融入旅游，
通过发展农业旅游调整了周边农业结
构，带动了周边乡村的振兴。《农民日
报》记者李锐在参观后表示，通过农业
科技发展特色种植养殖产业，这也是
推进全域旅游、建设美丽乡村的一种
好模式，值得推广与借鉴。

与此同时，西线采访团记者在儋
州市兰洋镇大皇岭共享农庄，也见证

了农业科技助力乡村振兴的典型。该
农庄占地 700 多亩，其中水库 400
亩。值得一提的是，儋州大皇岭农业
开发中心通过打造白骨鱼生长的特定
自然环境，在水库投放稀有鱼类白骨
鱼，成功地成为国内少有的能自然繁
殖白骨鱼的水域。

借助白骨鱼的成功放养，2013
年，儋州大皇岭农业开发中心成立了
兰洋大皇岭共享农庄，开始经营白骨
鱼特色美食餐厅以及特色民宿，并吸
纳了周边16户贫困户发展特种养殖
等，还带动了周边40户农户发展果蔬
和禽畜生产。

对此，《厦门日报》记者邬秀君认
为，大皇岭共享农庄坚持走科学生态
循环经济发展道路，以生物链把农、
林、牧、渔有机循环，通过互联网+农
业+休闲旅游模式，让农业科技成果
变成商品，促进乡村振兴，可以带动更
多的贫困户、农户尽快脱贫致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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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26日，“辉煌30年 美好新海南”主题采访活动走进位于儋州的上海第
九人民医院海南分院。 本报记者 袁琛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