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项措施推进
党支部规范化建设

本报文城6月10日电（记者李佳飞 通讯员
黄云平）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推进党支部建设科学化、规范化和
制度化，近日，文昌市纪委印发《机关党支部规范
化建设实施方案》。

据了解，文昌市纪委以党支部为基本单位，以
规范化建设为重点，按照设置科学化、工作制度
化、阵地标准化、活动特色化的工作思路，从组织
设置、队伍建设、内部管理、组织生活等方面，把从
严教育管理党员落实到党支部。

“伴随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进程的不断推进，目
前文昌市纪检监察机关共有党员干部63名，我们
将围绕组织设置、班子建设、队伍教育、制度建立、
信息管理、活动开展、活动场所、基础保障规范化
8个方面 19项措施加强纪检监察机关党的建
设。要求支部书记承担起第一责任人职责，强化
典型带动，注重总结提升，不断深化党支部规范化
建设水平，以良好的党建带动纪检监察工作迈上
新台阶。”文昌市纪委有关负责人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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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的奋斗者时代的奋斗者

记者手记

■ 本报记者 陈蔚林

一艘长1.5米、宽0.77米的小艇
在海面自由穿梭，不一会儿，在岸边操
作的工作人员就从手中的平板电脑
上，读取到了面前水域的PH值、浊度
值、电导率等水质检测参数。

这艘无人艇由海南大学海洋无人
智能装备与海洋信息技术团队研发。
团队负责人、海南大学信息科学技术
学院副教授任佳介绍，无人艇虽“身
材”娇小，但能量巨大——可开展水环
境监测、海洋垃圾自动清理等作业，可
执行岛礁快速补给、自由航行船舶应
急保障等任务，还可以与水下机器人
协同寻找电缆，保护水下电缆安全。

它凝聚着任佳团队整整7年的心
血，承载着我省在海洋无人智能装备
研发领域的关键技术。

把目光从天空转向海洋

2011年，任佳从西北工业大学取
得博士学位后被海南大学作为人才引
进。读博士期间，他主要攻克我国新
型无人机控制技术，来到海南后，便将
研究领域从天空转向海洋。

“海兴则国强民富，海衰则国弱民
穷。”任佳深知，海洋是经济社会发展
的重要依托和载体。200多万平方公
里南海海域，不仅是我国能源、水资
源、渔业资源的重要储备区域，也是我
国与周边国家进行海运贸易的重要枢
纽，更是我国维护国家海上安全的重
要屏障。

但是，基础设施难以构建、气象海
况难以捉摸、持续的能源补给难以保
障等问题，限制了陆地形式多样的通
信技术向海洋直接移植。因此，任佳
团队决定以海洋通信为研究内容，开

展海洋无线网络通信技术、海上应急
通信等前沿技术研究，服务于海洋信
息的及时汇总和分析。

“无人艇等海洋无人智能装备，
最初只是我们研究海洋通信技术的
辅助工具。”任佳告诉记者，海上测试
是检验海洋装备研发水平的唯一途
径，但该项测试风险性极高且费用
高。为了提高测试的灵活性和测试人
员安全性，他只好捡起“老本行”，通过
研究无人机控制技术推动实现无人化
海上测试。

用“最笨的方法”开展研究

“刚开始做无人智能装备时，我
们遇到的挑战不少。”任佳告诉记者，
人工智能技术在当时的海南还属于
新兴事物，相关的电子信息类企业和
研究机构也不多，没有形成配套的上
下游产业链条，“有时一颗螺丝都要
网购，不得不把宝贵的时间浪费在等
快递上。”

测试无人艇时，因为经费紧张、场
地不足，任佳团队只能用“最笨的方
法”进行测试——晚上校园人车稀少
时，他们就模拟海浪涌动的幅度，用小
推车载着无人艇，一圈一圈地绕着停
车场走，一走就是几个小时。技术趋
于成熟，要进行真正的海上测试了，他
们就将无人艇的部件运到海口老城镇
的一家酒店，先在停车场里进行组装，
再把无人艇推到海边。

更重要的是，由于无人机与无人
艇技术属于保密技术，任佳团队多次
前往各大高校和科研院所取经，都难
以获得真正有效的技术支持，只能一
边研究、一边测试，一边摸索、一边改
进。“还记得，第一次看到自己研制的
无人机飞起来，我们都激动得抱在一

起跳。谁知才跳了几下，飞机就掉进
了海里，好几万元打了水漂。”任佳笑
着说，刚开始的一年时间里，先后有
10架无人机在测试时坠毁，“再后来
谁都不敢操控测试了。”

技术运用日渐广泛

宝剑锋从磨砺出，2015年，任佳
团队研发的无人自主控制技术终于小
露锋芒。

那一年，受海口市市政市容管理
委员会委托，他们用无人机对海口道
路违建和垃圾倾倒情况进行排查。每
天凌晨4点，无人机就升空而起，从南
渡江飞至南港码头，从琼山大道飞至
火山口大道……精准的排查结果为海
口“双创”工作扫清了死角。

很快，海口市菜篮子产业集团也
找上门来，请他们用无人机技术帮助
进行土地整理。他们研发的无人艇也
在海口海事局等部门的支持下，在琼
州海峡进行着海水水质监测、海缆安
全巡察、水下地形地貌调查、周边海域

无线宽带覆盖等测试和工作。
任佳告诉记者，当前，他们正为海

口市龙华区政府设计小区水质监测
箱。这是无人艇的延展性产品，利用
无人艇现有的水质监测技术，每两小
时从小区水箱中抽取水样进行分析，
并即时将水质检测参数反馈到龙华区
政府。如水质出现问题，“12345”服

务热线将请网格员到小区协调处理，
确保住户用水安全。

该团队表示，他们将继续致力于
无人自主控制技术，特别是海洋无
人智能装备的设计、研发、制造，不断
提高海洋智能装备的产业化水平，服
务于海洋强省建设，服务于广大群众
生活。 （本报海口6月10日讯）

海大海洋无人智能装备与信息技术团队7年潜心攻克无人自主控制技术

从无人机到无人艇的精彩跨越

海大海洋无人智能装备与信息技术团队在海边测试无人艇。 图片由该团队提供

87名廉政监督员
接受专业培训

本报八所6月10日电（记者张惠宁 通讯员
魏小青）日前，东方市纪检监察干部和驻在单位廉
政监督员纪检监察业务培训班开班，全市87名驻
在单位廉政监督员接受纪检监察专业培训。

据悉，针对派驻纪检组监督力量薄弱、监督
乏力问题，东方市纪委建立市直单位廉政监督
员与派驻纪检监察组联系工作机制，在全市87
家驻在单位设立廉政监督员。此次培训旨在提
高监督员队伍的素质能力和“探头”作用，全面
统筹监督力量，切实履行好纪检监察的“监督”
第一职责。

“设立廉政监督员，是加强驻在单位党要管
党、全面从严治党的必然要求，是加强各派驻纪检
监察组与驻在单位沟通联系的桥梁。坚持先学一
步、深学一层，强化业务培训是用好这支队伍的基
础和保障，确保‘派的权威和驻的优势’真正发挥
出来。”东方市纪委市监委有关负责人说。

欢迎扫描
关注海报读者俱乐部

服务读者需求
改善读者体验

■ 陈蔚林

近日与海南大学海洋无人智能装
备与信息技术团队的见面，约在海南
大学信息科学技术学院二楼的一间不
过30余平方米的小屋里。天气很热，
屋子里满满当当挤着14名师生，他们
有的在认真查找资料，有的埋首填写
数据，有的三两成群就着投影在墙上
的幻灯片探讨设计细节。

这间小屋，既是教师办公室、团
队会议室，也是项目实验室，很难想
象，7年来，他们就是在这里锲而不舍
地研发无人自主控制技术，令无人水
面艇控制技术，实现从无到有、从有
到优的蜕变，走进国内相关技术领域
的前列。

斯是陋室，却承载远大理想，他们
用奋斗的青春，把论文写在祖国的海
天之上。

陋室写就论文 承载海天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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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质升级
高标准传承匠心味

洗晒粽叶、精心调制馅料、手工包
粽子……在食品生产流程机械化的今
天，定安人选择用最原始最笨拙的方
法制作粽子，虽然在人力和效率上有
所损失，却最大程度保留了粽子的口
感和风味，保证了粽子的匠心品质。

近年来，定安粽子的销量不断攀升，
品质却始终如一，其背后的秘诀是什么？

“让粽子传承匠心味，离不开制作
中对原料和工艺高标准的严格要求。”
定安粽子协会会长王沸健介绍，定安
早在2013年便制定了《定安粽子》地
方标准，对定安粽子的选料、加工、制
作、包装和储存、销售等各环节进行严
格管理。同时，该县支持成立定安粽
子协会，通过协会对定安粽子企业进
行统一管理。

在政府和协会的合力下，定安各
粽子企业一方面通过引设备，用真空
包装、高温消毒等规模化生产的工艺，
在粽子保鲜和质量安全技术上不断向
最先进工艺看齐，另一方面，在人员培
训和制作工艺上，坚持古法制作，力求
传承定安粽子的原始风味。

近年来，各地纷纷涌现食用绿色
生态农副产品的热潮，定安粽子受到
市场热捧，过去四五元一个的定安粽
子竟然能卖到15元以上。

品牌塑造
小粽子闯出大市场

在规模化生产之初，定安粽子也面
临着产品辨识度不高，市场信任度低
和相似产品市场冲击等众多难题。为
了提高品牌辨识度，定安粽子明确了
其生产原料糯米中富含硒元素，并选
用本地高品质的定安黑猪肉和咸鸭蛋

黄作原材料，打出了粽子的绿色生态
招牌。

“我们经常邀请消费者来到我
们的手工粽子坊，看看制作粽子的
原材料和工艺，甚至请他们一起包
包定安粽子。”“黄阿姨”定安粽子厂
负责人张天翼说，透明公开的生产
流程塑造了定安粽子天然健康的品
牌形象。

同时，借力建设“互联网+”建设，
定安粽子“触网来电”，焕发新活力。

“我们从营销、售卖和品牌建设等
各个环节，为定安粽子注入互联网基
因。”王沸健介绍，定安不仅多次举行
定安粽子网络竞拍会，还让定案粽子
进驻淘宝网、京东网、微信、邮乐网等
互联网平台，拓宽了定安粽子等特色
农产品销售渠道。同时，定安县粽子
协会多次组织培训会，培养出一支电
子商务人才队伍。

此外，为了降低物流成本，定安粽

子企业更是“抱团”发展，由粽子协会
和物流公司进行对接。为了鼓励电商
发展，定安粽子企业在电商平台交易
成功后政府每单补贴3元。

效应升级
三产融合算出金账单

“在‘互联网＋’背景下，粽子能挖
掘、发展出营销、品牌和文化三层价
值。”张天翼通过微营销，在网上宣传
定安粽子品牌并通过网络接单销售，
让人们不仅了解粽子的商品价值，更
了解其背后的文化价值。

现在，定安将集人文、生态、环境
为一体的要素资源整合起来，以品牌
化战略带动农业转型升级，纵深发展，
横向跨越，在农旅融合，“互联网+”等
方面探索出路。

张天翼正将“黄阿姨”打造为一个
绿色品牌，把定安粽子与当地的农家

黑猪、土鸡和野菜等农产品捆绑售
卖。粽子生产坊周边的荒废土地种着
百香果、莲雾和石榴等水果，将建起农
家乐和民宿，一个惬意悠然的“黄阿
姨”粽子主题农庄雏形初现。“游客来
这里，包粽子，游农庄，为粽子产业添
加附加值。”他说。

而在伍荣昌粽子生产基地，厂房
的外墙上，绘制了定安粽子、定安旅游
形象大使“小青梅”等一系列憨态可掬
的卡通形象，今年5月26日，百余名
游客来到伍荣昌粽子生产基地，亲身
体验包粽过程，走入干埇村品尝红豆
芋头梗酸笋汤、菜包饭和定安鸭饭等
特色美食。这让包粽工人感到新奇，

“没想到包粽子和吃农家菜，也能做成
一门旅游生意。”

定安县委常委胡友波说：“未来，
我们考虑推出粽子玩偶、动画等一系
列文创产品，将定安自然健康的粽子
文化推销出去。”

6月10日，在定安粽子及名优农副产品海口
展销会活动现场，一场别开生面的吃绑粽子比赛
开展得热火朝天。来自定安各镇的40名绑粽子
高手、30名吃粽子高手，以及现场报名参赛的市
民、游客及媒体朋友一同动手绑粽子、吃粽子，场
面趣味十足。

据了解，比赛分为乡镇组、媒体组、社会人士
组、游客组分别进行。绑粽子比赛以比速度、拼质
量的方式进行评分，参赛选手以5分钟为基准，绑
好5个粽子，用时最短且粽子包得越美观则得分
越高；吃粽子比赛采取定量吃、比速度的方法进
行，每人吃两个重量为半斤的粽子，用时最短者取
胜，以此种方式最终决出一、二、三等奖。

活动现场，“加油，加油”的助威声此起彼伏。
记者在绑粽子比赛现场看到，裁判宣布比赛开始
后，参赛选手们迅速将粽叶铺好，然后放米、咸鸭
蛋、肉包好，再用线以三纵三横的方式将粽子绑好，
各选手的动作都十分娴熟利落。通过激烈的角逐，
最终选手苏春燕以2分45秒的好成绩夺得冠军。

而吃粽子比赛现场也热闹非凡，只见香喷喷
的粽子一字排开，参赛选手早就摩拳擦掌准备较量
一番。随着裁判的一声令下，参赛选手使出浑身解
数向粽子发起猛烈“进攻”，没过多久，一个个完好
的粽子已经只剩粽叶了。最后，选手吴维琅用了2
分14秒吃了两个半斤重的粽子，夺得第一名。

据悉，此次吃绑粽子比赛是2018海南（定安）
端午美食文化节系列活动之一，旨在传承定安的
特色文化与民俗风情，通过比赛增加活动的参与
性和趣味性，让广大市民在大饱口福、大饱眼福的
同时，更直观地领略定安粽子文化。

（本版策划/洪宝光 撰文/段誉 陈栋 司玉）

绑粽吃粽比赛在海口举行
苏春燕2分45秒绑好5个粽
吴维琅2分14秒吃完两个半斤粽

标准化生产保品控、立体营销拓销路、三产融合增效益

定安粽子天然健康品牌越叫越响
“富硒糯米再进20袋，定

安黑猪肉加倍进，粽叶也得多
采购…… ”6月10日，在定安
县定城镇兴顺酒家，该酒家负
责人李爱柳拿起手机向定安粽
子原材料供应商“下单”。

李爱柳忙碌的场景，正是
近来定安粽子生产企业的缩
影。定安粽子供不应求，不仅
走向省内各酒店、超市，还通过
电商销往全国各大城市。

而在定安粽子热销背后，
是定安人对粽子品质和品牌的
匠心追求。近年来，定安粽子
打造健康农产品品牌，以坚持
古法制作保风味，标准化生产
赢品质，品德建设赢人心，并让
粽子产业走向三产融合道路，
让品牌效应不断升级。

定安黑猪肉粽。 高林 摄

定安黑猪肉粽深受市场欢迎。 高林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