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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环保世纪行

开展社会文明大行动创建海南文明岛·做文明有礼海南人

■ 本报记者 邓钰 通讯员 邓积钊

“槟榔树上长满槟榔果不稀奇，可
我们这里的槟榔树还能结‘黄金果’。”
今天，在屯昌县枫木镇罗案村三角坡
村民小组的一处槟榔林中，只见树间
搭着规整的棚架，架上繁茂的枝叶间，
一颗颗青绿饱满的果实点缀其中，生
机勃勃。村民许彬告诉记者：“这是黄
金百香果，也就是大家口中的‘黄金
果’。”

黄金百香果为何会被村民称为
“黄金果”？许彬介绍，一方面是因为
这个品种的百香果成熟后，表皮泛黄、
色泽鲜亮。但更重要的是，相较于常
见的紫金百香果，黄金百香果果形更
大、口感更甜，市场行情极佳，一级果
的市场价每斤超过25元。

据介绍，三角坡村民小组位置偏
远，缺乏优势产业。过去，村民多以种
植橡胶、槟榔谋生，收入没有保障。
2017年10月以来，村委会引入枫顺

种养专业合作社，在闲置的槟榔园中
套种百香果并散养土鸡，通过“一地多
用、一地多收”的立体种养模式，盘活
土地资源，力促农业调优增效，带领村
民走上发展特色种养产业的脱贫致富
之路。

“以槟榔树杆代替水泥桩，搭棚
种植百香果，不仅能保护生态、盘活
林下土地，每亩地还能节约4000元
左右的成本。”枫顺种养专业合作社
负责人赵东辉介绍，黄金百香果喜
湿润，当地连片的槟榔林能为其提
供适宜的遮阴度和湿润度，且当地
土壤肥沃富硒，种植出的百香果品
相好、品质高。

赵东辉说，黄金百香果成熟快，挂
果期长。今年5月，这批百香果已经
进入成熟期，通过增施有机肥、加强管
理，挂果期可维持约10个月。“最近每
天能采摘两三千斤，多运往省外高端
市场。”赵东辉算了笔账，按照每年亩
产3000斤到4000斤，收购价每斤10

元来算，50亩百香果年产值至少150
万元。

在槟榔园中，一群土鸡正悠闲地
啄食落在地上的百香果。“这些土鸡散
养在林中，肉质十分鲜美。”赵东辉介
绍，合作社利用林下空地养鸡，不仅解
决了百香果废料的清理问题，同时土
鸡产生的鸡粪可分解为有机肥。“现在
果园共养了5000只土鸡，虽然还未出
栏，却早已有客商提前预定了。”赵东
辉说。

合作社的成功点燃了村民的致
富热情，周边不少人来此打工、学技
术。“现在合作社有10多名社员，其
中半数是贫困户。按照工作量，大家
每月的工资在2500元到 3000元不
等。”许彬说，经过专业的培训，养活
娇贵的黄金百香果对村民们来说不
再是难事。“合作社以后会统一提供
种苗、技术和销路，带动村民们共同
种植百香果。我想学好技术，以后自
己发展。”

三角坡村民小组的产业实践并非
个例。据了解，近年来，屯昌县不断推
行农业调优增效，在全县推行“一乡一
业 一镇一品”扶贫产业发展模式，目

前已成功建设坡心镇白石溪板栗地
瓜、西昌镇香鸡和乌坡镇秀珍菇等一
批扶贫特色项目。

（本报屯城7月10日电）

■ 本报记者 梁君穷 通讯员 陈燕

7月9日上午，记者来到三亚市崖
州区南山村，新修的村道整洁宽敞，村
中的楼房色彩简约、造型大方；路旁的
农家庭院里，凉亭掩映于绿树之中，孩
子们正在葡萄架下乘凉看书。

“为配合美丽乡村建设，激发广大
群众建设美好家园的热情，崖州区在
各美丽乡村建设村开展了‘美丽庭
院’与‘卫生文明户’创建评选活动，南
山村是主要试点。”崖州区委常委、宣
传部部长全妍表示，通过这些评选活
动，树立起了文明榜样，提振了村民的
精气神，培育了文明乡风，有效推动了
乡村振兴。

美丽庭院
点“靓”美丽乡村

走进南山村村民罗德新家的院
子，只见两栋二层小楼并排而立，房

前屋后绿树成荫，花香屡屡、鸟鸣阵
阵。大门上，挂着“美丽庭院”和

“文明家庭户”的牌子。去年以来，
南山村先后开展了“美丽庭院户”及

“卫生文明户”创建评选活动，今年
6月首批评选出8户“文明卫生户”
和4户“美丽庭院户”，罗德新家两
项兼得。

这样的场景在崖州区不是南山
村独有。在崖州区镇海村，家家户户
都有小庭院，村民们乐于打造美丽庭
院，种着槟榔树、黄花梨树的整洁庭
院展示着村庄的良好生态。

村民吴志雄家的三层小楼建好
已达20年，前院种植了鸡蛋花、黄
花梨、芭蕉、芒果等10余种本土植
物，小院子宛若一处私密花园。“现
在的生活条件好了，对于城里环境
优美的小区非常向往，因此有空闲
的时候就收拾院子，种上一些花草
树木，家里也变得生气盎然。”吴志
雄说。

创新模式
激发村民建设热情

“评选活动是为了引导广大村民
和家庭树立文明卫生理念，养成良好
卫生习惯，实现庭院居室的净化、绿
化、美化，同时也为美丽乡村建设提供
示范。”全妍表示，南山村虽是示范点，
但并非采用政府包办打造的模式，而
是通过以点带面的方式激发村民建设
美丽家园的热情。

全妍表示，由政府投入资金、总
揽负责施工改造，可以很快地打造出
一个“美丽乡村”样板。但这样的样
板是否可以在全区推广，是否能够融
入当地村民的日常生活，是否具有可
持性，还需要经过尝试和实践。

“村里选定了10户村民由政府帮
扶进行外立面改造，但这10户村民能
不能被评上‘美丽庭院’，还要看他自
己的努力与行动。”南山村党支部书记

董海林介绍，通过政府帮扶一部分，村
民自己出资一部分的方式，可以激发村
民自身建设美好家园的动力，实现一户
示范点辐射一个示范带、一个示范带带
动一个示范片区、一个示范片区引领整
体推进的效果。

“政府为我家进行了外立面改造，
建造了凉亭，使得我家的环境焕然一
新。”南山村村民符大春介绍，看到院子
里的环境变了样，他和家人商量后，买
来草坪铺设在凉亭周围，又种下许多绿
植将庭院装点得更美丽。

“虽然没有得到政府资金支持，但
看到其他村民家中的庭院搞得很漂
亮，我也受到了鼓舞，于是自己出钱搞
了绿化。”南山村村民罗海章介绍说。

崖州区委书记林有炽表示，崖州
区推动乡村净化、绿化、美化，让农村卫
生环境成为构建农村文明的底色，更用
环境卫生治理新举措带来乡村振兴的
新气象，努力形成村民自发努力奋斗的
良好民风。 （本报三亚7月10日电）

三亚崖州区通过“美丽庭院”“文明家庭户”评选促文明创建

乡村靓丽了 乡风文明了

万宁成立首家户外劳动者
服务站

本报万城7月10日电（记者袁宇 通讯员陈
燕清）“以后我们中午就有地方歇脚了，也有地方
吃饭了！”今天上午，在万宁市礼纪镇莲花村，58
岁的环卫工人黄润英不住地为新成立的万宁市总
工会户外劳动者服务站点赞。据悉，这是万宁市
第一个户外劳动者服务站，万宁还将建立更多服
务站，为户外劳动者提供休息地。

记者在新开放的户外劳动者服务站看到，服
务站门口挂有“职工爱心驿站”招牌，室内摆放有
桌椅及饮水机、微波炉、矿泉水等，可供过往户外
劳动者休息、就餐、饮水。服务站内还设置了简易
药箱，药箱内放置了驱风油、活络油和红药水等外
用药物，以备不时之需。

万宁市总工会常务副主席吴小莉表示，建立
户外劳动者服务站点，旨在让更多的户外劳动者
感受到工会组织的关怀和温暖，从而更好地组织
动员广大职工为实现建设美好新海南的宏伟蓝图
共同奋斗，“我们将继续建立更多服务站，为广大
户外劳动者服务。”

热科院专家在刚果（布）
传授热作技术

本报海口7月10日讯（记者王玉洁 通讯员
田婉莹 实习生杜娥）记者今天从中国热带农业科
学院获悉，为期20天的2018年刚果（布）木薯生
产与加工及热带果树种植技术海外培训班近日在
刚果（布）高原省恩戈市正式结业。培训班由商务
部主办，热科院承办。

培训期间，热科院先后派出9名木薯及热带
果树专家，结合刚果（布）实际生产需要、当地农业
条件和农业特点，围绕热带农业科技发展和国际
合作现状以及木薯、热带果树的种植与加工技术
等方面开展专题讲座，为200多名技术人员和农
户送去了他们需要的农业知识和技术。

记者了解到，高原省恩戈市位于刚果（布）北方，
距首都布拉柴维尔约200公里，木薯是其主要粮食
作物。由于当地农业发展严重缺水，技术普及率低，
作物因此低产、低质。本期培训不仅传授了鲜木薯
片加工、芒果高冠换种、菠萝吸芽种植、有机肥料准
备等实用型技术，也为当地农业发展提出可操作性
强的发展建议，引导当地重视食品安全问题。

近年来，热科院依托中国援刚果（布）农业技
术示范中心，开展了系列培训及示范推广工作，从
2012年至今已累计在当地举办17期各类中短期
培训班，各项技术在刚果（布）各省区得以推广应
用。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通过对学员的跟踪回访
了解到，部分木薯植区学员通过学习来自中国的
农业技术，不仅种出了高产木薯，也扩大了木薯种
植面积，他们中的许多人逐步成长为当地的技术
骨干，开始在当地承接木薯健康扩繁项目。

2018年海南青年
电子商务创业大赛启动

本报海口7月10日讯（记者单憬岗 通讯员张
鹏飞）2018年海南青年电子商务创业大赛日前正式
启动。大赛由省委组织部、团省委、省商务厅、省农
业厅、省工信厅、三亚市政府等单位联合主办，以“青
春创业，电商兴农”为主题，旨在通过电子商务创业
大赛，发现和遴选一批电商创新项目，聚集和培育一
批电商创业人才，进一步推动电商发展新模式。

大赛分初创企业组、农村电商组、电商人才组
共3组分别进行，其中初创企业组面向成立时间
不超过5年的电商企业，电商人才组面向尚未成
立公司的团队，农村电商组面向从事涉农业务的
电商企业。凡是在海南从事电商经营的企业或团
队，负责人年龄在40岁以下，均可参赛。每组分
别设置一、二、三等奖和优秀奖，最高奖金7万元。

大赛期间组委会还将举办电商创业训练营，
为参赛者提供专项辅导，帮助创业者梳理商业模
式，发掘项目亮点，提高路演水平。

据了解，海南青年电商创业大赛自2016年首
次举办以来，已经连续举办两届，累计有800多个
企业（团队）和个人参与大赛。

大赛报名时间为：6月30日至8月15日。
报名方式为：参赛者登录大赛官网（www.yep.hi.
cn）或关注微信公众号（hubhainan）在线报名。
咨询电话66729363。

海南股交中心
“海惠盈”商标注册成功

本报海口7月10日讯（记者王培琳 通讯员
卢诗婷）近日，海南股权交易中心“海惠盈”正式获
得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局颁发的35类、36
类、41类、42类商标注册证，这标志着“海惠盈”商
标受到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的认可和保护。

“海惠盈”是海南股权交易中心搭建的海南本
土综合金融服务平台，于2016年年底建立，平台
拥有专业的风险管理体系、严格的产品审核机制
以及便捷的第三方支付渠道，致力于为合格投资
者提供各类投资产，为用户挖掘有特色、优质的海
南产品和服务。

海南股权交易中心相关负责人表示，“海惠
盈”商标的注册成功，标志着海南股权交易中心获
得了该商标的专用权，并受到法律的保护，同时也
表明了国家对其服务模式从法律上给予了认可与
保护，对后续平台品牌提升，维护平台名称，扩大
平台影响力，都将具有重要的意义。海南股权交
易中心将以此为契机，为广大“海惠盈”用户挖掘
更有特色、更优质的海南产品，为投资者提供更优
质的投资产品以及更高品质的金融服务。

屯昌推行“一乡一业 一镇一品”产业发展模式，力促农业调优增效

槟榔林里结出“黄金果”

枫顺种养专业合作社负责人赵东辉展示黄金百香果。 本报记者 邓钰 摄

■ 本报记者 李磊

“我们在美丽乡村建设过程中，还
存着政府唱主角，村民参与热情不高
等问题。”省人大常委会全省美丽乡村
建设情况专题调研暨2018年海南环
保世纪行调研组今天来到万宁市，分
别对万宁市龙滚镇文渊村、福堂村，山
根镇大石岭村美丽乡村建设进行了实
地走访。在调研中，万宁市副市长陈
东海坦承道。

陈东海所提出的村民参与度不高
的问题，调研组在走访村庄的过程中，

发现均不同程度地存在。在龙滚镇文
渊村，记者了解到，全村共有15支建筑
泥工队，有数百人从事建筑服务业，村
民2017年人均收入为12970元，但由
于村里除了少量集体土地租金外，缺乏
集体产业支撑，集体经济薄弱。去年年
底，村集体账户仅剩下1万元资金。

文渊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梁
农居表示，在美丽乡村建成后，文渊村的
保洁、路灯电费等日常开支开始让村集
体经济入不敷出。无奈之下，村“两委”
只有依靠发动外出务工人员捐款，填补
一系列维持费用的资金缺口。他表示，
在分两批筹集了12万元资金后，这笔
钱开始一年比一年难筹集。

在龙滚镇福塘村，记者了解到，福

塘村此前通过村集体土地入股方式，
招商引资创办村集体经济基地，开发
了48亩沙滩高位养虾池项目，村集体
经济年均收入达15万元以上。但由
于环保原因，养虾池项目被中止，目前
这笔收入已经下降到了每年5万元。

“这些村庄在美丽乡村建设中，普
遍存在缺乏乡村集体产业作为经济支
撑的问题。”龙滚镇镇长符阳阳表示，
目前这些乡村在美丽乡村建设过程
中，只是走出了第一步——村容村貌
的改善。但村民除了改善了居住环
境，很难再实实在在从美丽乡村建设
中获取收益，难免会成为旁观者。

“在美丽乡村建设过程中，村民要
发挥主体作用，不能成旁观者。”省人

大常委会环资工委相关负责人在调研
时表示，美丽乡村未来发展的动力第
一要靠本地村民自己内生动力，同时
美丽乡村建成后，也要引进一部分企
业，对乡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起到
带动作用，让村民真正在美丽乡村发展
中受益，成为美丽乡村建设中的主角。

记者了解到，万宁市的部分乡村
在美丽乡村建设的基础上发展旅游产
业，村民开始成为美丽乡村建设的受
益者。在山根镇大石岭村，美丽乡村
建设美化了村庄环境，通过发展“共享
书屋+共享菜园+共享单车”的乡村旅
游模式，吸引了大批游客，许多村民依
靠着旅游产业的发展和共享菜园的营
收增加了收入，特别是独具海滨乡村

特色的大石岭书屋，最多一天接待过
近600名游客。目前，大石岭村人均
年收入已经达到了1.4万元。

陈东海说，从万宁市来看，在美丽
乡村建设中目前还存在着相关部门责
任意识不强，基层干部和群众对美丽
乡村建设缺乏思考的问题。因此在下
一步的美丽乡村建设过程中，不仅要
促进一二三产业的融合发展，还要加
大对农村基层党支部的培训，发挥基
层党组织的引领作用，培养更多的致
富带头人，让农村产业发展壮大，让村
民在美丽乡村建设的过程中获得经济
利益，让他们真正从美丽乡村建设的
旁观者变为参与者。

（本报万城7月10日电）

2018年海南环保世纪行调研组在万宁调研时指出

美丽乡村建设不能让村民成为旁观者

海口云龙开展扶医
爱老助脱贫志愿服务

本报海口7月10日讯（记者叶
媛媛 通讯员吴明林）近日，共青团海
口市琼山区云龙镇委联合海南省中
医院青年志愿者服务队、海南省卫生
学校青年志愿服务队联合开展扶医
爱老助脱贫志愿服务活动。

本次活动主要针对云龙镇辖区
患有偏瘫、肌肉萎缩及功能退化等病
症的老年病人开展。云龙镇特别组
织患有老年病的脱贫户、低保户、特
困户及边缘户四类家庭困难人员参
加本次活动。通过宣传发动，现场吸
引了近200名群众主动到场，大部分
群众携带患老年病的亲属到场咨询、
治疗。志愿者们不仅为老人们听诊、
问诊、答疑、测血压，还耐心地回答群
众有关健康的提问。

据悉，下一步，云龙镇委、镇政府
将继续以健康扶医助力脱贫攻坚，进
一步深入开展社会文明大行动，在全
镇各村（居）开展为期4天的扶医爱老
助脱贫志愿服务活动，组织医疗专业
志愿者团队为老年病人送医下村，上
门服务。

琼海举办爱心捐赠
志愿服务活动

本报嘉积7月10日电（记者丁
平 通讯员赵侃）近日，由共青团琼海
市委组织的琼海市2018“爱心捐赠
情暖民心”志愿服务活动在嘉积镇举
行。当天，活动主办方共提供了新衣
服 300件、旧衣服 700件、书籍 100
本、玩具300件套以及其他物品，市民
可以按需限量选取。

据了解，此次捐赠的旧衣物，均来
自遍布全市各小区的旧衣物回收箱。
自去年12月份投入旧衣物回收箱以
来，琼海市共设置90个回收点，收到
旧衣物20余吨。海南生福环保科技
有限公司工作人员黄冠球告诉记者：

“工作人员对旧衣物进行回收清理后，
衣物又回到了有需要的市民手中。”

此次爱心捐赠活动现场还发放
宣传手册，宣传环保的重要性。现场
工作人员呼吁大家关注环保，关注回
收与利用，做环保市民。

三亚市崖州区南山村村民家干净漂亮的庭院。 通讯员 蒙明珠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