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县树”推荐品种
黄花梨树 芒果树 椰子树

“县花”推荐品种
木棉花 三角梅 鸡蛋花

本报石碌9月4日电（记者曾毓慧 特约记
者林朱辉）9月4日海南日报记者从昌江黎族自治
县“县树县花”征集评选工作小组获悉，昌江已启
动“县树县花”征集评选活动。“县树”推荐品种为
黄花梨树、芒果树、椰子树；“县花”推荐品种为木
棉花、三角梅、鸡蛋花。

据了解，从9月4日起，昌江各单位、各乡镇
将陆续向本单位职工和辖区群众发放推荐选票，
征集评选工作小组还将在昌江政务门户网站开设
投票页面，同时与电信、移动、联通合作开通短信
投票渠道，发动广大群众积极参与“县树县花”征
集评选活动。

投票9月30日截止。投票结束后，昌江将组
织专家进行评审。目前，昌江“县树县花”征集评
选工作小组已下设专家评审组，评审组由宣传、教
育、环保、住建、文体、林业、城管等部门有关专家，
部分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和社会知名学者组成，具
体负责对推荐的“县树县花”进行筛选和评审，并
择期向社会公布评选结果。

据了解，昌江征集评选“县树县花”旨在进一步
提升城市品位和知名度，加快创建省级森林城市步
伐，全面推进“精致县城、特色乡镇、美丽乡村”建设。

昌江启动“县树县花”
征集评选活动

■ 本报记者 陈雪怡

摇号后我省首个车展——2018
海南日报报业集团金秋车展（以下简
称2018海报集团金秋车展）将于9月
6日至 9日在海南国际会展中心举
办。2018海报集团金秋车展有哪些
亮点？将举办哪些活动？该如何前
往？这是许多市民群众关注的焦点。

车型多优惠力度大

海南的秋天，天气依然炎热如
夏。而如阳光般炙热的，是各大汽车
品牌和汽车经销商参加金秋车展的热
情。

“各大汽车品牌和汽车经销商参

展热情高涨，金秋车展招商情况火
热。”2018海报集团金秋车展主办方
相关负责人介绍，2018海报集团金秋
车展启用了海南国际会展中心A、B、
C馆及开幕式大厅共4个展馆，布展
总面积约5万平方米，目前展馆和展
位已经排满。

9月6日至9日期间，2018海报集
团金秋车展现场，市民可在开幕式大厅
欣赏品味玛莎拉蒂、奔驰、奥迪、MINI、
雷克萨斯、凯迪拉克、英菲尼迪、领克等
汽车品牌车辆；A馆将展示宝马、林肯、
沃尔沃、讴歌、雷诺、一汽大众、宝沃、
WEY、DS等汽车品牌车辆；在B馆，则
有郑州日产、比速汽车、众泰、吉利、哈
弗、名爵、启辰、广汽传祺、荣威、一汽丰
田、上汽大通、比亚迪、东风风神、奇瑞、

北汽绅宝、奇瑞新能源、斯柯达、风行
汽车、东风雪铁龙、北汽幻速等汽车品
牌车辆；在C馆，将展示东风日产、东风
悦达起亚、广汽丰田、长安汽车、上汽大
众、吉普汽车、别克、北京现代、东风本
田、广汽本田、广汽三菱、雪佛兰、东风
标致、长安马自达、一汽马自达、福特和
南星奔驰等汽车品牌车辆。此外，北汽
威旺、东南汽车、海马汽车、众泰大迈、
黄海皮卡等汽车品牌车辆也将在此次
金秋车展上展出。

好车多，优惠力度大。购买宝马
3系车型，优惠7.74万元，首付5.8万
元，享受0利率；购买宝马X1插电式
混合动力车型、全新宝马5系插电式
混合动力车型享受免购置税等优惠；
购买沃尔沃XC90、V40享受免购置
税，2年0利率优惠，还可领万元礼包；
购买讴歌CDX现金优惠3万元，购买
讴歌TLX-L现金优惠5万元；购买广

本雅阁最高可享 36 期 0 利率优惠
……在2018海报集团金秋车展上，各
大汽车品牌和汽车经销商将推出各类
优惠购车活动。此外，交警部门还将
在金秋车展现场回放摇号视频，解读
摇号政策。

车展活动丰富
大奖等你来抽！

在2018海报集团金秋车展上，参
展观众不仅可以“一览众车”，还可以
参与各种活动。

9月6日9时30分，2018海报集
团金秋车展将正式拉开帷幕。当天，
在海南国际会展中心的开幕式大厅将
举办2018海报集团金秋车展开幕汇
演。9月6日至9日，每天都会举办百
变领show汽车模特大赛、世界名车
鉴赏会等活动。

“9月6日至9日，2018海报集团
金秋车展为期4天，每天下午将举行
现场抽奖活动，其中门票抽奖活动的
特等奖奖品是欧洲双人游，每天抽出
1个；一等奖奖品有电视机、平衡车、
台湾单人游，每天抽出3个；二等奖奖
品是苹果平板电脑，每天抽出5个。
此外，三等奖的奖品是大闸蟹礼盒、四
等奖的奖品是车载冰箱、烤箱，五等奖
的奖品是电源礼盒、六等奖的奖品是
红妆美容代金券、七等奖的奖品是临
歌枣酿。”2018海报集团金秋车展主
办方相关负责人说。

9月 6日至 9日期间，市民群众
可搭乘免费班车前往海南国际会展
中心参加2018海报集团金秋车展。
4条免费班车线路的起点分别为海
南大学东门、万绿园、国兴大润发、龙
昆南路和信广场。

（本报海口9月4日讯）

9时、9时30分、10时、11时、11时30分、12时、14时、14时30分、15时、16时、16时30分

10时、10时30分、11时、13时、13时30分、14时、15时、15时30分、17时、17时30分、18时

4条线路
带你逛车展

海南大学东门→万绿园→海南国际会展中心（大巴停靠点为海大东门门口、万绿园门口、海南国际会展中心）

万绿园→人大会堂→海南国际会展中心（大巴停靠点为万绿园正门旁、人大会堂门口、海南国际会展中心）

国兴大润发→明珠广场→海南国际会展中心（大巴停靠点为国兴大润发中信银行门口、明珠广场对面明珠广场公交站、海南国际会展中心）

龙昆南路和信广场→海南师范大学→海南国际会展中心（大巴停靠点为和信广场正门口、海南师范大学正门口、海南国际会展中心）

发车时间
去程

返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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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石碌9月4日电 （记者尤
梦瑜）近日，大仍村大学新生座谈会
暨海南体彩助学金发放仪式在昌江
黎族自治县七叉镇大仍村举行。在
发放仪式上，省文体厅资助13名贫
困学子及1名优秀考生每人5000元
海南体彩助学金，同时积极协调相关

单位资助其他考生。据悉，今年大仍
村参加高考的27名学生全部考上大
学，其中有13名考生来自贫困家庭。

座谈会上，省文体厅相关负责
人与大仍村大学生深入交谈，鼓励
学子们常怀感恩之心，锤炼意志品
格，在逆境中实现自己的人生理

想。希望他们珍惜来之不易的学
习机会，将来用实际行动回报家乡
和社会。

“感谢省文体厅海南体彩雪中送
炭，今天，我们在爱中汲取了力量，明
天，我们也会毫不犹豫地向有困难的
人伸出援手，我们将怀着一颗感恩之

心回报家乡，回馈社会！”今年考取西
华大学的受助学生陈云在发言时这
样说道。

据悉，省文体厅定点帮扶昌江县
七叉镇大仍村，该村现有 373 户
1694人，其中建档立卡贫困户136
户。近年来，省文体厅将资助大仍村

大学生上学作为扶贫的一项重要工
作来推动，主动作为，协调各方筹集
助学金30多万元，每年秋季为每名
贫困大学新生提供5000元助学金。
大仍村现有234名中小学生，在校大
学生40人，该村连续3年考取大学
的人数排全县各行政村之首。

省文体厅精准发力扶智，今年昌江大仍村27名学生考上大学

13名贫困大学新生领到助学金

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

抓党建促脱贫攻坚
■ 本报记者 贾磊 通讯员 刘钊

“我们毛栈村的村集体企业没有
吸纳贫困户劳动力务工，但同样带动
了贫困户脱贫。”8月30日，在五指山
市毛阳镇毛栈村的一块菜地里，毛栈
村驻村第一书记杜经师告诉海南日
报记者。

2016年 9月，在海南省机构编
制委员会办公室工作的杜经师被任
命为毛栈村驻村第一书记。如今已
驻村工作2年。

“刚到这里时，村里部分党员干
部纪律涣散，村民参与村务的积极性
不高，一些村民脱贫存在等靠要思

想。”杜经师回忆说。
为方便开展工作，杜经师带上一

台笔记本电脑和生活用品搬进了村委
会办公楼旁的一间十几平方米的小房
间里。他常到村民家中走访，了解他
们的家庭状况和关于脱贫的想法。

产业扶贫应打特色牌。2016年
年底，杜经师在和村“两委”干部认真
商议后，开始带着村民通过“村党支
部+村集体企业+村民”的模式发展
村集体经济。

冬季瓜菜种植是毛阳镇的传统
优势产业。杜经师引导农户抱团发
展瓜菜及林下食用菌种植产业，先后
成立五指山毛栈高山生态菜篮子有
限公司和五指山共建食用菌有限公
司两家村集体企业。

“这两家企业发展得都不错，但并
没有直接吸纳贫困户劳动力务工，而
是通过出资帮贫困户购买生产资料等
方式，带动贫困户自主发展。”杜经师
介绍，毛栈村的贫困发生率从两年前
的12.4%降低至目前的1.41%，村集体
企业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

毛栈村将村集体企业利润的一
部分拿来扩大种植规模，一部分拿来
资助贫困户购买生产资料、生活必需
品，解决他们的实际困难。

“村集体企业的产业模式成熟
后，我们将种苗发给贫困户，带动他
们发展林下经济、庭院经济，并由村
集体企业提供技术指导。”杜经师
说，在村集体企业的带动下，一些村
民开始种植秀珍菇、瓜菜，拓宽了增

收渠道。
五指山共建食用菌有限公司第一

批种植的2万包秀珍菇苗，每包产出秀
珍菇5至7斤。目前秀珍菇的市场价
在10元每斤至13元每斤之间。“贫困
户自己种的秀珍菇，村集体企业以7元
每斤的保底价收购，只要他们肯努力，
都能脱贫。”杜经师自信地说。

在海南省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
室、五指山市农业局等部门支持下，
毛栈村筹集资金153万元发展常年
瓜菜、秀珍菇种植等村集体产业。目
前该村400亩常年瓜菜基地一期工
程——常年瓜菜基地水肥一体化项
目已启动实施。

村集体企业发展壮大，进一步解
决了村级产业扶贫资金短缺的问

题。贫困户跟着村集体企业发展种
植业，风险更小，收入更稳定。

2016年初，毛栈村原有贫困户
65户238人，经过两年脱贫攻坚，脱
贫退出54户190人，在大排查中，整
改剔除10户37人，新增5户21人。
目前该村现有6户24人未脱贫，计
划今年脱贫1户3人。

2017年，毛栈村贫困人口平均年
收入达10202.94元，村民生活水平明
显提高。驻村工作两年来，杜经师先
后获得2017年度五指山市脱贫攻坚
优秀驻村第一书记等多项荣誉称号。

“扶贫最终的目标是让贫困户有
自主发展的能力，脱贫后不返贫。”杜
经师颇有感触地说。

（本报五指山9月4日电）

五指山市毛阳镇毛栈村驻村第一书记杜经师：

村企带动，贫困户自主发展摘“穷帽”

海报集团金秋车展明日开幕
购车优惠力度大；交警现场解读摇号政策；抽奖奖品有欧洲双人游、电视机、平板电脑等

关注2018海报集团金秋车展

省委党校拓展训练
教学基地揭牌

本报海口9月4日讯（记者武威）9月4日上
午，省委党校拓展训练教学基地在海口经济学院
揭牌，这是省委党校推进校外基地建设的重要措
施之一，标志着省委党校与海口经济学院合作办
学开启新里程。

据了解，海口经济学院创设的中佳素质拓展
基地，是民政部“全国社会组织教育培训基地”中
的品牌项目，基础设施完备，师资力量较强，人员
管理到位，课程设计精细，运行规范有序，培训效
果较好。

海南上半年专利授权量
1644件
同比增长82.26%

本报海口9月4日讯（记者王玉洁 实习生杜
娥）海南日报记者9月4日从省知识产权局获悉，根
据国家知识产权局公布的数据，我省2018年上半
年专利申请量为2685件，同比增长26.89%，专利
授权量为1644件，同比增长82.26%，其中发明专
利、实用新型专利、外观设计专利数量增幅较大。

统计数据显示，海口和三亚今年上半年各项
专利数据均居全省前列。上半年海口市专利申请
总量为1929件，占全省比重的七成；授权总量为
1091件，占全省比重六成以上；有效发明专利
1821件，占全省比重七成以上，其中实用新型专
利与外观设计专利的授权量翻了近一番。上半年
三亚发明专利授权量增幅达190%，实用新型专利
授权量和有效发明专利量同比增长均超60%。

值得一提的是，截至今年6月底，白沙黎族自治
县有效专利数2件；截至今年7月底，保亭黎族苗族
自治县申请专利27件，其中获得授权的发明专利1
件。这两个市县实现有效发明专利“零”的突破。

省知识产权局有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上半年，
我省通过开展“首届海南省知识产权宣传月”等一
系列活动，大力普及知识产权知识。全省专利申
请质量进一步提升，企业创新能力明显增强，自主
创新水平明显提高。

海口龙华区举办
“党建牵手扶贫”招聘会

本报海口9月4日讯（记者郭
萃 特约记者刘伟）9月 3日上午，
2018年海口市龙华区“党建牵手扶
贫”专场招聘会在龙华区遵谭镇政
府举行，本次招聘会提供工作岗位
255个，面试后初步达成就业意向
者21人，其中贫困户劳动力8人。

本次招聘会的服务对象主要为
有劳动能力和就业意愿的建档立卡
农村贫困人口。招聘会现场设立了
就业创业指导服务区，提供就业政策
咨询、简历填写、面试指导等服务。

龙华区委组织部相关负责人表
示，该区首次将非公党建与脱贫攻
坚工作相结合举办此次招聘会，发
动辖区非公企业为贫困户提供工作
岗位，拓宽了贫困户劳动力的就业
渠道，同时帮助部分非公企业解决
招工难题。

龙桥镇三角园村村民林姜接在
招聘会上成功应聘海底捞海口明珠
路分公司的服务员。“我几个月前辞
职后一直在找工作，这次招聘会开
到了家门口，让我轻松找到了工
作。”林姜接高兴地说道。

9月2日，文昌市三类残疾儿童康复培训中心，康复师庄娜正在给学生文成（化名）做康复治疗。
据了解，文昌市三类残疾儿童康复培训中心主要提供智障儿童学习能力评估、智障儿童康复培训等服务。文成是文昌市建档立卡

贫困户在校生，该康复培训中心不仅给他免去了全部学费，还安排老师轮流家访，为文成一家提供相关帮助。 本报记者 袁琛 摄

扶贫济困
关爱儿童

海医举办新生入学
“灾难意识教育”活动

本报海口9月4日讯（记者陈蔚林 通讯员
王身坚 实习生彭时君）房屋的倒塌声，轰隆隆的
爆炸声，操场上浓烟四起……9月2日晚，海南医
学院在城西校区举办“灾难意识教育”活动，通过
模拟演练的方式对3000余名新生进行别开生面
的入学教育。

演练场景模拟震后救援现场，演练过程由海
南医学院急诊创伤学院学生自编、自导、自演，国
家紧急医学救援队海南分队、急救协会进行协
助。现场通过镜头分解式演练方法，动静结合地
展示了应急救护全过程，让新生们直观地体会医
护人员在灾后救援中的职责和担当。

海南日报记者在现场看到，细雨中，消防车、
救护车先后鸣笛驶入“震后”的操场，全副武装的
医护人员迅速下车，向20余名躺在草坪上的“伤
员”施以救助——先展开检伤分类毯，将“伤员”抬
进相应区域。随后，停在运动场左侧的红色直升
机首先将红区一位多发伤“伤者”转运离场，其他
急救人员分别对心脏骤停“伤员”进行心肺复苏，
对断掌“伤员”进行包扎……与此同时，运动场右
侧的国家紧急医学救援队海南分队成员在加紧搭
建移动医院。

据了解，这是海南医学院在入学教育中首次
使用直升机。这场雨中进行的演练活动激发了新
生们选择医学专业的自豪感和责任感。2018级
急诊班新生刘鑫鑫告诉海南日报记者，这次演练
让他真正明白了“与天使比爱心，和死神拼速度”
这句话对于医务工作者的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