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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做五指山好网民”
系列活动启动

本报五指山6月19日电（记者贾
磊 通讯员刘钊）为倡导文明上网，今
天，五指山市委宣传部正式启动“争做
五指山好网民”系列活动。

据介绍，本次活动以大力培育“有
高度的安全意识、有文明的网络素养、
有守法的行为习惯、有必备的防护技
能”的“四有”五指山好网民为主题，旨
在征集和发掘一批符合“四有”好网民
标准，具有五指山特色的流行语、好网
民代表故事、普通网民生活漫画。

此次活动共分为4个阶段。6月
30日前为作品征集阶段；7月1至5日
为作品评选阶段，活动组委会将根据
广大网民投稿作品情况，评选出入围
作品流行语、故事、漫画各10件；7月
6至10日为作品公示阶段，所有入围
作品将公示并进行网络投票，公示期
5天，接受广大网民的监督；7月11至
15日，将公布最终获奖作品名单，并
颁发荣誉证书及作品稿酬。

本报海口6月19日讯（记者陈
蔚林）省文明委今天通报了2018年
第一季度社会文明大行动测评情
况。测评结果显示：当前，海口市社
会文明指数最高，达到74.46；三亚居
次，洋浦经济开发区、保亭黎族苗族
自治县、东方市等市县社会文明指数
排在倒数三位。

记者从省文明办了解到，为扎实
推进社会文明大行动，5月上旬，省
文明委组织第三方专业测评机构对
18个市县（不含三沙市）和洋浦经济
开发区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文
明教育、文明交通、文明旅游、诚信践
诺、环境治理、文化惠民、志愿服务、
军民融合、组织领导等10个专项行
动情况，以及全省的机场、火车站、出
入境大厅等点位推进社会文明大行
动情况进行测评。

测评结果显示，各地区社会文
明大行动创建工作取得新进展新成
效，主要体现在：一是城乡公共基础
设施建设不断完善，“礼让斑马线”
等良好社会风尚基本形成，同时各
市县硬件环境也得到提升；二是城
乡环境面貌持续改善，各市县大力

推进生态环境整治工作，不断加大
整治脏乱差现象的力度，进一步提
高公共场所和居民社区物防、技防、
人防、消防水平，提高群众的生活品
质和幸福指数；三是常态长效机制
逐步建立，大多数市县文明委积极
协调，职能部门各司其职、合力推
动，社会各界广泛参与，促使社会文
明大行动工作扎实推进。

第三方专业测评机构认为，从
2018年第一季度社会文明大行动测
评整体情况来看，全省各地通过广泛
开展社会文明大行动，公民文明素质
和社会文明程度逐步得到提升，但社
会文明总体水平离中国（海南）自由
贸易试验区和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
的社会文明期待，离社会文明大行动
的标准要求还有很大距离，还存在一
些比较突出的问题。

比如，部分市县领导重视不够，
组织机制不健全，社会文明大行动
推进不平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引领力度不强，文明教育行动开展
有待深化；文化惠民行动基础设施
有待完善，诚信践诺行动更需重点
加强；景区景点、宾馆酒店无行业规

范，旅游文明宣传氛围不浓，文明旅
游大行动推进力度不够；环境治理
问题突出，公民环境保护意识较为
薄弱；主次干道违法停车、占道经营
现象较多，文明交通大行动存在薄
弱环节等等。

省文明委要求，各市县各部门要
以问题为导向，按照社会文明大行动
的实施方案，有计划、按步骤稳步推
进，不断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
领，广泛开展“做文明有礼的海南人”
主题实践活动，改善营商服务环境，
着力完善公共服务，扎实开展生态环
境整治，深入开展交通治理，不断优
化旅游环境，推动志愿服务蔚然成
风。

同时，各市县各部门要注重突出
重点、补齐短板、稳步推动、建章立
制，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广泛动员人民群众和社会各方面力
量积极参与，全面推动社会文明大行
动常态化、制度化，确保“159”社会
文明大行动取得新进展新成效，不断
提高公民文明素质和社会文明程度，
助力中国（海南）自由贸易试验区和
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建设。

■ 本报记者 陈蔚林

“这样包装好‘高大上’，我们的
土特产不‘土’了！”6月16日上午，屯
昌县坡心互联网农业小镇很是热闹，
屯昌中学200余名师生利用假期来此
开展研学活动。

在这里，他们近距离了解到，一颗
颗种子是如何变成一枚枚果子，一枚枚
果子又是如何变成一箱箱远销岛外的
品牌果品……同学们不时发出赞叹和
惊奇声：“原来农业还可以这样‘玩’！”

主导建设这座互联网农业小镇
的大禾拍务农平台创始人欧荣东告
诉记者，同学们热情高涨，足以说明
这次活动的目的已经达成——以青
少年喜闻乐见的方式，引导他们近距
离了解了农业生产、包装、销售全过
程，真正认识到“农业如此多娇”。

扎根基层
离农业“更近一点”

从率先提出农产品全网营销模
式，到开办首家O2O农产品体验店，
再到以“吃原生、住民宿、游乡村”一站
式服务模式打造互联网农业小镇，过
去几年，欧荣东一直努力做海南“互联
网+农业”电商领域的“拓荒者”。

2014年，大禾拍创办之初，正是“互
联网+”概念兴起之时。各地农业电商
如雨后春笋，数不胜数的农产品在各个
平台争奇斗艳。“我不想做一个‘大杂
烩’，什么农产品都往平台上摆，而是想
尽可能地给消费者带来最优的购物体
验。”于是，祖籍贵州的欧荣东将大禾拍
从北京迁往海南，“这里拥有丰富的农业
资源，可以让我们离生产端更近一点。”

为了“更近一点”，4年间，欧荣东
带领团队驱车17万公里，走遍了海南
岛的农业特色优势产业基地，常年在
田间地头与农民研究农作物的生长
原理、营养元素和历史渊源、文化背
景。好几次遇上恶劣天气，车子都报
废了，人还想着往前走。

他印象最深的，是2017年帮文昌
市好圣村打造航天农庄工程，他连续
两个月住在村里，动员村民把闲置的
土地和田舍拿出来，试水共享经济。

“当时我立志，做不通村民工作就不
剪头发、不刮胡子。”欧荣东笑道，熬
到最后，每一个见到他的熟人都吓一
跳：“你怎么变成‘野人’了！”

大胆创新
赋予农产品人文价值

因为不断尝试“更近一点”，欧荣

东为消费者挑选的农产品，无一不含
有“品质+品牌+人文”这三大要素。

以芒果为例，欧荣东经过多方考
察、精心筛选，决定和乐东黎族自治
县佛老村的致富带头人邢福甫合作，
从阳光充沛、土地肥沃的百亩芒果种
植核心区，采摘运用现代化无公害种
植技术种植出的高品质芒果。

“这些芒果，因为有最优的产地
和种植技术而实现了高品质，又因为
有省农业厅植保总站实施的品质管
控而塑造了好品牌。”欧荣东说，他们
的任务就是为其注入人文元素，让每
一颗芒果都能“讲故事”。

为此，他和团队不仅通过文字、
图片、视频等方式生动包装乐东贵妃
芒，还策划举办了“源选最美贵妃”活
动，邀请微商、种植户、消费者、农科

专家等，通过现场摘芒果、尝芒果、评
芒果，加深对乐东贵妃芒的认识。

记者还了解到，在推介海口石山
荔枝王时，他们另辟蹊径，通过电商众
筹方式，让“万年火山喷发后的自然馈
赠”“30年树龄的果子，世代种植荔枝
的农人”等广告语深入人心；在打造文
昌好圣航天农庄时，他们又大胆创新，
把航天热带果蔬种在生态餐厅周围，
让消费者实现了“所吃即所见”。

永不止步
“拓荒者”精神根植于心

经过几年积累，欧荣东在海南
“互联网+农业”电商领域逐渐占有一
席之地——大禾拍运营最高峰时，平
台上集聚了300多种商品，其中仙昌

山兰酒、立平野菜、天涯山鸡、板栗地
瓜、山口青柚等农产品，因此改变了

“藏在深闺人未识”的状况。
屯昌坡心互联网农业小镇也已

经步入正轨，走出了一条“吃原生、住
民宿、游乡村”的一站式休闲旅游之
路。每逢节假，游客便纷至沓来，在
此体验登山、骑行、田洋观光、花果采
摘等丰富多彩的旅游项目。

“这几年的奋斗，让我对海南产生
了深厚感情，‘拓荒者’的精神也在不断
推着我前进，为海南农业发展多做点尝
试。”欧荣东告诉记者，去年，他观察发
现，椰子树作为海南树木的象征，虽然
被誉为“一身都是宝”，但利用率普遍不
高。一般情况下，椰子的汁水被饮用
后，椰肉和椰壳就会被抛弃，十分可惜。

为了让椰子物尽其用，2017年
底，他成立了海南欧椰生态农业发展
有限公司，为消费者送上一个更有价
值、更具想象力的椰子——喝完椰子
水以后，消费者可以方便地打开椰壳
吃椰肉，还可以用包装盒里配的画笔
和涂料在椰壳上涂鸦，或者在椰壳里
植入绿植，做成别具一格的椰子盆栽。

在他的规划里，这颗小小的椰子前
途远大。它们不仅将摇身一变，成为椰
子水、椰子酒、椰子饼、椰子精油等食
品，所蕴含的椰子加工、椰子根雕、椰林
漫道等资源，还将启发海南椰子产业实
现新的发展，让椰子文化体验旅行线路
在海南东部沿海铺陈开去。

农业如此多娇，欧荣东笃信，摆
在“新农人”面前的，是一片亟待开垦
的肥沃土地。（本报海口6月19日讯）

高考评卷工作全部结束
计划6月24日前完成其他工作，
25日左右公布成绩

本报海口6月19日讯（记者陈蔚林 通讯员
高春燕）记者今天从省考试局获悉，我省高考评卷
工作今天已经全部结束，计划在6月24日前完成
分数校对、成绩合成和标准分转换等工作，于6月
25日左右对外公布高考成绩。

记者了解到，今年我省继续严把高考成绩复
核关，评卷结束后，由成绩复核组通过人工和评卷
系统相比对的方式，对评卷结果随机进行选择题
二次识别、满分、零分及缺考卷的校验、选择题与
非选择题分数高低对比校验等十几项的关联核
对，以确保评卷结果的准确无误。

根据《2018年海南省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实施
办法》，文史类、理工类、体育类考生的投档成绩
为：高考综合标准分、基础会考成绩的10%和享
受政策照顾加分分值之和。艺术类统招（非“校
考”）考生在本人的文化课成绩达到规定分数的前
提下，分别以考生的美术或书法、声乐、器乐、舞
蹈、播音与主持等专业考试成绩作为投档成绩。

届时，考生可以通过5种渠道查询成绩：一是通
过省考试局官网查询；二是通过扫描考生报考卡二
维码查询；三是通过海南高考圈查询；四是通过省考
试局微信平台查询；五是通过微信城市服务查询。

我省调整2018年度
住房公积金缴存基数范围
职工公积金缴纳基数不低于
上一年度最低工资标准

本报海口6月19日讯（记者孙慧 通讯员范
杰科）记者今天从省住房公积金管理局获悉，我省
2018年度住房公积金缴存基数范围从7月1日起
有所调整，各城镇非私营单位需要及时调整职工住
房公积金缴存基数，城镇私营单位参照标准执行。

据介绍，依据《海南省人民政府关于调整最低
工资标准的通知》及省统计局公布的2017年相关在
岗职工年平均工资，对2018年度住房公积金缴存基
数范围进行调整。其中要求，职工住房公积金缴存
基数，不低于所在市县上一年度最低工资标准，不高
于当地在岗职工上一年度月平均工资的3倍。

2018年度住房公积金缴存基数范围适用时
间是从2018年7月1日至2019年6月30日。住
房公积金缴存基数一年一调，各缴存单位要在
2018年7月底前完成本年度本单位职工缴存基
数调整工作。

2018年第一季度社会文明大行动测评情况出炉

海口文明指数最高

贵州青年扎根海南，做“互联网+农业”领域的拓荒者

欧荣东：力证“农业如此多娇”
时代的奋斗者时代的奋斗者

开展社会文明大行动创建海南文明岛开展社会文明大行动创建海南文明岛

6月16日上午，欧荣东(右一)为屯昌中学师生作讲解。 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关注高招

2018年第一季度社会文明大行动测评结果

位次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市 县

海口

三亚

乐东

琼海

昌江

琼中

儋州

澄迈

文昌

万宁

屯昌

定安

陵水

五指山

白沙

临高

东方

保亭

洋浦

社会文明指数

74.46

73.01

71.25

70.74

66.42

64.60

63.88

63.77

61.24

58.18

57.99

57.02

56.58

54.67

54.03

53.32

51.84

51.22

45.29

实地考察

（包含材料审核）

58.51

60.63

57.11

56.28

51.34

50.54

48.84

48.64

47.84

43.82

44.40

42.40

43.64

42.26

40.80

39.40

39.20

38.94

33.58

问卷调查

15.95

12.38

14.14

14.46

15.08

14.06

15.04

15.13

13.40

14.36

13.59

14.62

12.94

12.41

13.23

13.92

12.64

12.28

11.71

教育部将办高招网上咨询
海南省活动专场
全国各重点高校教师将在线答疑解惑

本报海口6月19日讯（记者陈蔚林 通讯员
高春燕）记者今天从省考试局获悉，为了更好地满
足我省考生对高校招生咨询的需要，使网上咨询
活动更有针对性，省考试局与教育部“阳光高考”
信息平台合作，于 6 月 26 日 9 时至 17 时开展

“2018年全国普通高校招生网上咨询海南省活动
专场”。

届时，考生和家长可登录教育部“阳光高考”
信息平台（http：//gaokao.chsi.com.cn/zxdy），
进入“海南省网上咨询活动”专区进行咨询，全国
各重点高校负责招生工作的老师将就广大考生的
提问进行解答。

6月18日，在三亚市三亚河西路，志愿者在维持交通秩序。 本报记者 袁琛 摄

让“老赖”难赖

乐东积极推进
信用惩戒体系建设

本报抱由6月19日电（记者梁君穷）每天19
时30分至22时，乐东黎族自治县商业步行街的
广告屏都会滚动播放乐东法院关于督促被执行人
履行义务的公告及失信被执行人员信息。这是乐
东法院近日为克服执行难，结合被执行人大部分
不出远门、爱面子等特点进行的精准施策。

“失信曝光”及“公告”一经播出，引起了大批
群众围观并为之点赞。失信曝光后，5名被执行
人主动联系乐东法院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
务并请求法院将其从失信曝光名单中删除，目前
执行到位金额20余万元。

据悉，为进一步健全乐东县失信联合惩戒机
制，支持法院解决执行难问题，乐东县委、县政府
还出台了《乐东县委、县政府关于加快推进失信被
执行人信用联合惩戒体系建设支持县人民法院解
决执行难问题的实施意见》（以下简称《意见》）。

《意见》围绕加快推进信用惩戒体系建设的目标
规定了12类37项具体联合惩戒措施。《意见》还增加
了“规范信用红黑名单制度”，要求各单位不断完善诚
信典型“红名单”制度和严重失信主体“黑名单”制度，
规范各领域红黑名单产生和发布行为，建立健全退出
机制。

《意见》公布，乐东法院联合县检察院、县公安
局出台了《关于依法打击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等违
法行为的实施意见》，明确规定了三机关在办理拒
执罪案件过程中的职责，对拒不执行人民法院生
效判决、裁定犯罪行为加大惩处力度。

“乐东法院将进一步加强与检察机关、公安机
关的沟通和协调，完善拒执罪公诉程序的办理机
制，畅通拒执罪自诉程序诉讼渠道，进一步加大打
击力度，确保两年基本解决执行难问题。”乐东法
院相关负责人介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