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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环保世纪行

■ 本报记者 陈蔚林 通讯员 蒋美玲

7月9日晚，第93期海南省脱贫
致富电视夜校,讲述了琼中黎族苗族
自治县红毛镇番响村村民王国谦依
靠勤劳养蚕成功脱贫的故事。

王国谦的故事激励了许多人，曾
被琼中县委、县政府评为“脱贫之星”
的他,成为贫困户眼中的“明星”。这
几天，只要有人提起这事儿，王国谦
总是说：“这次能上电视，我要感谢的
人太多。”

鼓起勇气，成脱贫榜样

2015年以前，王国谦一家靠着
割胶勉强维持生计。因为性格内向、
没有技术，他不敢外出打工，戴着贫
困户的“帽子”过日子。直到有一次，
孩子感冒需要治疗，他竟连医药费都

要四处去借，才深刻意识到贫穷的可
怕，下决心要改变家里的窘境。

当地政府得知王国谦的想法后，
建议他和邻村人一起学习养蚕。令
大家没想到的是，从“门外汉”到“土专
家”，从养的蚕宝宝全部死亡到出产
的高质量蚕茧被高价收购……王国
谦只用了3年时间，就通过不断自学、
辛勤劳作成了当地有名的养蚕能手。

之后，他又在危房改造政策帮扶
下盖起了新房，不仅日子越过越有奔
头，还获得了省扶贫办颁发的“海南
省脱贫攻坚奋进奖”，成为当地的脱
贫致富榜样。

上电视讲课，激励更多人

王国谦的故事，引起了海南省脱
贫致富电视夜校专家团队的注意。
省夜校办联络员曾纪军与国家海洋

局驻番响村第一书记罗志清取得了
联系，并先后三次下乡与王国谦本人
沟通录制拍摄事宜。

但是，对于“上电视”，王国谦起初
却选择了回绝：“这比种桑养蚕难多
了！我不去。”

为了打开王国谦的心结，曾纪军
和罗志清多次到番响村给王国谦做
思想工作，夜校导演组则用40几通
电话，既给当地扶贫干部和王国谦耐
心讲解录制节目的过程，又教他怎么
把自己的故事说出来，还在王国谦的
口述下帮他把脱贫经历写成讲稿。

“你在村里教人养蚕只能帮助少
数人，如果上了电视可以激励更多
人。”曾纪军一番推心置腹的劝说，让
王国谦彻底放下了顾虑。

时隔多月，回忆起节目录制过
程，王国谦说印象最深的还是在演播
室进行的“实战”。由于文化水平不

高，平时说话又多用方言，在彩排时，
他即使一个字一个字地看着讲稿念，
还是频频出错。

这时，导演组编导王鑫羲等人不
仅出言安慰，还迅速按照王国谦的语
言习惯，重新设计讲稿并让他用方言
和普通话各录了几个版本。最终，王
国谦和导演组齐心协力，花了4个多
小时，才将节目顺利录制完成。

王国谦“火”了,贫困户笑了

7月9日晚上，当乡亲们看到王国
谦在电视上表现自若的样子，为他鼓
起掌来。

“老王讲得很实在啊！”“我听了之
后很受启发！”课后，没等罗志清提问，
大家就七嘴八舌地议论起来，还有贫
困户说：“罗书记帮助我也像帮助老王
那么卖力，可是我就是积极性差了点，

要不然也能上电视露露脸了！”
那一夜，像番响村这样热烈讨论

的教学点还有很多——白沙黎族自
治县元门乡向民村的村民们表示：

“通过这次学习，我们掌握了种桑养
蚕的技巧，增强了以此脱贫致富的信
心。”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保城镇西
坡村的村民们也说：“我们都要向这
位老人学习，积极发展产业，争取脱
贫致富！”……

据“钉钉”签到管理平台统计，这
期夜校的学习效果良好，达到了预期
目的。省夜校办和编导组如释重负，
曾纪军说：“拍摄王国谦这期节目难
度真的很大。但是，能把一个真实的
脱贫致富典型搬上夜校课堂，用他的
精神去感染和带动更多贫困群众，再
苦再难我们也要去做，这就是我们的
责任和使命！”

（本报海口7月11日讯）

海南省脱贫致富电视夜校制作团队为把鲜活典型搬上荧幕——

三顾茅庐请出一个“脱贫之星”

■ 海报集团全媒体中心记者 李金波
特约记者 吴孝俊

“陈主任就像我们的亲人一样！
他每次来，我们都特别高兴！”临高县
和舍镇罗爷村布政村民小组符成平
口中的“陈主任”，就是陈定生，现任
临高县地税局工会主席兼扶贫工作
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

2016年，临高县地税局成为罗
爷村定点帮扶单位。当年，罗爷村有
108户建档立卡贫困户，临高县地税
局派出108名帮扶责任人，帮扶对象
和帮扶责任人一对一结对子。作为
一名退伍老兵，陈定生向局党组请缨
下村扶贫。

和陈定生结对子的贫困户就是符
成平家。陈定生还记得，当时符成平一
家住在两间总面积不到50平方米的危
房里，帮他们一家解决住房问题成了首
要任务。为此，陈定生帮符成平申请了
危房改造资金，再加上符成平自己筹集
的资金，终于盖起了宽敞明亮的新房。

针对符成平家土地少的问题，陈
定生鼓励夫妻俩外出打工。在陈定
生的帮扶下，符成平3个上学的孩
子，也有了教育扶贫资金。“我每天干

完活回来看到崭新的家，更有信心，
更有干劲了！”现在，外出务工已经成
了符成平家最主要的收入来源。

“罗爷村周边种植冬季瓜菜比较
多，我结合村里实际，号召贫困户积
极外出务工。”陈定生认为，一定要激
发贫困户的内生动力，才能实现持续
性脱贫。

坚守的背后是付出。自从扶贫
工作开展以来，陈定生回家的次数越
来越少。陈定生83岁的老父亲，至今
还独自生活在老家；陈定生的爱人，
1998年做过脑垂体腺瘤开颅手术，此
后身体大不如从前，需要长期吃药。

2016年台风“电母”袭击临高大
地，罗爷村遭遇了严重的洪涝灾害。
陈定生带领各帮扶责任人奋战在救
灾一线三天三夜，排查隐患、转移群
众。

彼时，陈定生的老家也是重灾
区，老父亲毫无怨言在自救，妻子也
是独自应对灾情。“你要照顾好自己，
不要担心我，也要把老百姓照顾好。”
通讯恢复后的短暂联络中，陈定生的
妻子轻描淡写，让这位坚强老兵不禁
暗暗垂泪。

长时间的奔波，陈定生一日三餐

没有保障，本就患有风湿疾病的他病
情更加严重；过度劳累，他时常感到
胸闷、呼吸不畅。然而，陈定生说，眼
见着罗爷村发生的巨大变化，感受着
老百姓发自内心的感激和认可，就是
最大欣慰！

据了解，近两年来，临高县地税局
积极致力于罗爷村的脱贫致富和持续
性发展，投入80多万元完善基础设
施。其中，每年出资17.6万元，扶持贫
困户种植冬季瓜菜；投资7万多元，解

决了200多户的安全饮水问题……
“我们最近正在打造一个萝野田

园综合体项目，目前已经修了18公里
的骑行绿道，为15名贫困群众提供了
就业岗位。同时，我们发动群众以土
地入股的方式，种植九品香水莲，以

“公司+合作社+农户”的形式，让农民
实现多渠道增收。”陈定生说，他们还
准备大力发展电商，推广本地鸡、野
生蜂蜜等养殖产业，带富整个村。

（本报临城7月11日电）

我省大力发展畜牧产业扶贫

今年计划带动
5万名贫困户脱贫

本报八所7月11日电 （记者
傅人意）记者从今天在东方市举行
的全省畜牧兽医工作现场会上获
悉，我省今年将采取“五带动全覆
盖”（由企业、共享农庄、合作社、家
庭农场、致富能人带动，覆盖带动所
有建档立卡贫苦户）“五统一分”（统
一种苗、饲料、防疫、管理、产品回收
和分户饲养）模式，发展畜牧产业扶
贫，计划带动5万名贫困户脱贫。

据了解，省农业厅今年将继续发
挥龙头企业作用，带动贫困户发展畜
牧产业扶贫，确保平均每人每年收益
1800元，今年计划带动5万名贫困
户；整合现代农业生产发展资金、生
态循环农业专项资金、“菜篮子”等，
向畜牧产业扶贫倾斜，安排5个国家
贫困县各400万元支持实施畜牧产
业扶贫；安排现代农业发展资金项目
中央财政资金1730万元，在琼海、保
亭、白沙、琼中、五指山等市县开展畜
牧产业发展和扶贫项目。

省农业厅相关负责人表示，
下一步，我省畜牧产业要调整产
业结构升级，优化林下产业，引导
农民发展林下养鸡、养蜂等，为当
地农民增收开辟新的突破口。同
时，相关部门要加强扶贫种畜禽
苗监管，禁止一盘散沙、单打独
斗、散种散养。

2018海南国际儿童教育智能
暨玩具展览会9月举办

本报海口7月11日讯（记者陈雪怡）记者今
天从省商业总会了解到，2018海南国际儿童教育
智能暨玩具展览会将于9月21日至23日在海口市
举办，展示最新儿童教育智能产品、玩具及相关技
术、零部件和服务等。

2018海南国际儿童教育智能暨玩具展览会
将汇聚国内外儿童智能产业领军企业及名优产品
参展商、行业专家等，活动内容包括产品展示、新
品发布、品牌评选、贸易配对，届时将举办新产品、
新技术专场发布，项目路演和投融资对接、生产商
与零售商采购洽谈、合作签约仪式等，全力打造我
省具有影响力的国际儿童智能产业专业展会。

“儿童消费投资在不断增加。”省商业总会相关
负责人说，展会将致力于帮助国内外生产商、品牌
商、代理商、零售商寻找合作商家、获得合作机会，
以及为其配套的配件、技术、服务商提供集中展示
产品的机会，同时聚焦儿童教育智能产业现状和未
来发展趋势，并展开深入探讨研究。展会举办地永
久性选定在海口，以后每年定期举办一次。

“琼海，这三十年”十大精彩
瞬间图片评选结果出炉

本报海口7月11日讯（海报集团全媒体中
心记者莫光法）今天17时，由琼海市委宣传部主
办、南海网承办的“琼海，这三十年”琼海巨变三十
年大型图片征集活动“十大精彩瞬间”图片评选网
络投票环节正式结束。

据悉，本次“十大精彩瞬间”图片网络评选时
间为6月27日至7月11日17：00，网友通过网络
投票从“琼海，这三十年”100张入围图片中，评选
出10张最能体现琼海这三十年发展变迁、最具有
时代特征和时代意义的“十大精彩瞬间”图片。

根据100张入围图片的网络总得票统计，活
动组委会排出了前十名的“十大精彩瞬间”图片并
进行公示。公示期为7月11日—7月13日。任
何单位或个人对评选结果有异议的，请于公示期
内向组委会反映。

联系人：颜区骧
联系电话：0898-66810543 13876333409
邮箱：2721799093@qq.com
逾期未反馈视为无意见，活动组委会将按计

划开展后续工作。

扫码登录南海网

看“十大精彩瞬间”

入选图片

第二届“感动文昌”
十大人物出炉
颁奖晚会8月举行

本报文城7月11日电（记者李佳飞 特约记
者黄良策）2018年文昌道德模范暨第二届“感动
文昌”十大人物评选活动，经过读者投票和评审委
员会审议和投票，评选出了符永权等10位“感动
文昌”十大人物和王玉凤等8位道德模范。颁奖
晚会将于8月举行。

2018年文昌道德模范暨第二届“感动文昌”
十大人物评选活动由文昌市委、市政府主办，文昌
市委宣传部、市文明办、南国都市报承办。

据了解，文昌市自今年2月12日正式启动
2018年文昌道德模范暨第二届“感动文昌”十大
人物评选活动以来，文昌市各机关单位、镇（场）、
企事业单位、人民团体和群众积极推荐候选人，经
记者采访报道，共产生31位候选人。

此次评选活动，大众投票占40%，专家评审
占60%。6月12日起开始投票，广大市民通过报
纸选票进行投票或在网上对候选人进行投票。截
至6月26日晚12时，经统计票数共计397764张。

“我们想通过本次活动，广泛宣传好人好事，
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系建设，提高文昌城
乡社会文明程度和市民文明素质，在全市营造学
习模范、崇尚道德、追求文明的浓厚氛围。”文昌市
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李娇慧如是说。

■ 本报记者 李磊

建成仅三年的农村污水处理设施
因电费高昂停用，成群的鸡鸭在长满
荒草的污水沉淀池中觅食，农村生活
污水直接排入村旁南圣河中……这是
今天记者跟随全省美丽乡村建设情况
专题调研暨2018年海南环保世纪行
调研组在五指山市南圣镇毛祥村军民
村民小组见到的一幕。

调研组今天在省人大常委会副主
任许俊的率领下，前往南圣镇同甲村、
毛祥村以及水满乡新村等多个村庄展
开实地调研。调研组发现，地处海南

生态核心区的五指山市，依然存在着
农村污水处理进度缓慢，污水处理厂
及配套管网建设滞后，污水收集能力
不足等问题。

对污水处理设施的停用，军民村
民小组组长蒋其成颇为无奈：污水处
理设施2015年刚建成时，水泵每月电
费只需几十元，后来可能因为水泵线
路漏电，每月电费飙升至五六百元，村
里担负不起如此“高昂”的电费，无奈
之下只能将水泵关停。

“此前建成的乡村污水处理设施，
通过水泵抽向沉淀池沉淀处理污水，不
仅污水处理效果不明显，而且建成后水
务部门无法进行有效监管，设备的开关
只能依靠村民的自觉。”五指山市水务
有限公司董事长谢圣武介绍。

在谢圣武的带领下，在南圣镇永忠
新村，记者见到了一处一体化微型智能
污水处理系统。刚刚建成的永忠新村
是一处省级特色村寨，建成了14栋28
套苗族风格的新居，每栋新居均有污水
管网通向村口这座占地仅五六个平方
米的一体化微型智能污水处理系统。

“这套设备日处理污水20吨，完
全能够处理永忠村每天排放的生活污
水。”谢圣武介绍，这种智能污水处理
设备的优势在于，可以通过自动化智
能系统监控来控制整套设备，水质不
达标，设备将自动启动，如果遇到其他
原因导致设备不运转的现象，数据将
第一时间传输到控制中心，通知水务
工作人员进行处理。

“下一步，五指山将在全市59个

行政村逐步推广这种一体化污水处理
设备，争取到2020年，这种先进污水
处理设备在五指山市59个行政村实
行全覆盖。”谢圣武说。

“我市在美丽乡村建设改造过程
中，改厕和污水治理难度大，且部分村
庄整体布局散乱，没有综合考虑排水、
排污、绿化、家禽饲养等农村实际问
题，存在污水乱排现象。”五指山市委
常委、副市长黄星在向调研组汇报时
坦言，五指山市59个行政村，只有4
个行政村和16个自然村建设了农村
污水处理设施，28个行政村的污水处
理设施处在项目推进阶段，整体进度
缓慢，并且污水处理厂及配套管网建
设滞后，污水收集能力不足。

黄星表示，下一步，五指山市将对

已建成的乡村污水处理设备运行情况
进行一次全面调查，对于运转不正常
的设备将进行整改。还将对乡村污水
处理设备进行统一改造升级，安装智
能污水处理系统，加强对污水处理系
统的监管，并大力推进乡镇和新政村
污水处理设施建设过程。

在五指山市水满乡一处山沟里，
记者发现正在建设中的水满乡污水
处理厂即将完工。项目施工方技术
员陈亮君表示，污水处理厂建成后，
日处理污水量达600吨，完全可以满
足未来水满乡各乡村生活污水的处
理量，整套设备将在7月底进行设备
调试，预计8月中旬污水处理厂可投
入使用。

（本报五指山7月11日电）

2018年海南环保世纪行调研组在五指山市调研时发现

农村污水处理新矛盾新问题待破解

我省对全省100个
特色产业小镇“把脉会诊”

本报海口7月11日讯（记者梁振君）7月10
日起，省发改委会同特色产业小镇联席会议成员
单位及有关行业专家组成评估组，对全省100个
特色产业小镇发展建设情况开展为期5天的“把
脉会诊”，以全面了解100个特色产业小镇发展建
设情况，总结经验，发现不足和问题，提出改进工
作的意见和建议。

本次考核评估的主要内容包括：2017年度
100个特色产业小镇在目标制定、规划编制、发展
建设、产业培育、公共服务、政策措施等方面工作
进展情况，侧重对2017年度和2018年度重点建
设的特色产业小镇进行考核评估。

评估步骤分自评和省级评估。自评方面，各
市县和省农垦投资控股集团对本地区和单位特色
产业小镇发展建设情况开展自评打分，并形成自评
报告。省级评估方面，省评估组分成3个小组对各
市县同步开展评估工作，该组将通过听取汇报、审
核自评报告及相关支持性文件、现场考察等方式，
对每个特色产业小镇发展建设情况进行评估打分、
汇总总结。省发改委将汇总整理全省特色产业小
镇发展建设评估情况，形成专题报告报送省政府。

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

寻找临高“最美扶贫人”

挖掘黎锦技艺
保护“非遗”文化

7月10日上午，昌江黎族
自治县石碌镇山竹沟村村民陆
永成院子里，75名来自不同村
庄的黎族妇女集中参加黎锦技
艺培训。

据悉，为了挖掘黎锦技艺，
保护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由
昌江黎族自治县民宗委、海南
黎之韵文化传媒有限公司联合
举办了为期5天的培训活动。

本报特约记者 吴文生
通讯员 林文全 吴庆科 摄

临高县地税局干部陈定生主动请缨下村扶贫

甘做贫困户的暖心人

和舍镇罗爷村帮扶责任人陈定生。 海报集团全媒体中心记者 吴昊 摄

我省一药企产品
叩开德国市场

本报海口7月11日讯（记者梁振
君）记者今天从海南普利制药股份有
限公司获悉，该公司近日获得德国联
邦药物与医疗器械所颁发的依替巴肽
注射液上市许可。

依替巴肽是血小板糖蛋白Ⅱb/
Ⅲa受体拮抗剂。通过选择性、可逆
性抑制血小板聚集的最终共同通路，
可逆转因血栓形成而导致的缺血状
态。适用于急性冠状动脉综合症患者
的治疗。

据了解，依替巴肽注射液于今年
2月在荷兰获得上市许可，此次获得
德国的上市许可，标志着海南普利制
药股份有限公司具备在德国市场销售
该产品的资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