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7家重点货运源头单位

序号

1

2

3

4

5

6

7

单位名称

海南瑞泽新型建材股份有限公司

三亚花岗石材料厂

三亚华盛水泥粉磨有限公司

三亚华盛新混凝土有限公司

三亚蓝钻混凝土配送有限公司

海南南宝石矿产开采有限公司

三亚磊明材料有限公司

单位地点

迎宾路488号

罗蓬村委会大园村

荔枝沟抱坡岭东侧

荔枝沟工业园

海润路16号

三亚市崖城镇
大出水村

三亚市立才农场老师新村
10栋1001房

经营范围

商品混凝土生产与销售

生产花岗石板材、石砖、碎石

水泥磨粉与销售

混凝土生产与销售

混凝土、矿石开采销售

矿石开采

建筑材料、装饰材料、土石方工程销售

审批单位

三亚市工商行政管理局

三亚市工商行政管理局

三亚市工商行政管理局

三亚市工商行政管理局

三亚市工商行政管理局

三亚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市安全生产
监督管理局、市国土资源局

三亚市工商行政管理局

日运输量

1500立方

1300立方

5000吨

2000立方

1300立方

100立方

1100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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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安全三年攻坚战进行时

治超从源头抓起，三亚公布举报电话

请你监督三亚这7家重点货运源头单位

本报海口10月12日讯（记者良
子 通讯员张日忠）海南日报记者10
月12日从省治超办了解到，三亚市近
日公示三亚华盛水泥粉磨有限公司等
7家企业为该市重点货运源头单位，
并公布举报电话，以便全社会监督重
点货运源头单位非法超限超载行为。

9月份以来，三亚市治超办根据
上级要求和部署，不断强化工作措施，
积极主动推进联合治超工作，通过市
交通局牵头与三亚公路局、市交警支
队等部门协调配合开展路面联合治
超，取得了显著的成效。

据了解，根据海南省交通运输厅
转发《海南省联合治理货车超限超载
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转发交通运输部
关于2018年全国治理车辆超限超载
工作要点的通知》等文件要求，结合三
亚市实际情况，近期三亚市治超办组
织相关成员单位对该市货运源头单位
进行了重新摸底调查和汇总界定。通
过对全市所有从事砂石料、搅拌站、钢
材、水泥、建材等生产经营的大型企
业、运输站场及其它从事道路货运装
载、配货的企业进行重新摸底、排查，
并依据货物吞吐量、装载运输情况等，
最终确定了三亚华盛水泥粉磨有限公

司、海南瑞泽新型建材股份有限公司、
三亚花岗石材料厂、三亚华盛新混凝
土有限公司、三亚蓝钻混凝土配送有
限公司、海南南宝石矿产开采有限公
司、三亚磊明材料有限公司等7家企
业为该市重点货运源头单位。

据省治超办相关负责人介绍，在
这之前，三亚市曾在政府门户网站上
公布过39个货物装载源头点。这次

公示的三亚华盛水泥粉磨有限公司等
7家企业是从39个货物装载源头点
中确定为该市重点货运源头单位，对
7个重点货运源头单位，相关执法部
门会特别“关注”，对其加大监督力
度。并督促其安装符合要求的称重和
视频装备，并在今年年底前把数据连
接到交通部门，确保做到合法装载。

海南日报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
我省的货运源头企业普遍存在车辆超
限超载出站行为，为了促使各企业更
好履行合法装载主体责任，从源头上

杜绝非法超限超载行为的发生，预防
和减少交通事故隐患，省治超办及省
交通厅多次通知要求各市县要加强对
货物装载源头点的公示，其目的是为
了加强对货物装载源头点的监督。

省治超办相关负责人表示，希望
全社会对公示的货物装载源头点进行
监督，对有涉嫌超限超载行为的，群众
可打监督电话进行举报。

省治超办监督电话为66801291、
66801297。三亚治超办投诉举报电
话88272706。

安排多项专项资金扶持百香果产业

海南5年内将种植10万亩百香果

乐东今年投入1163万元
发展南药产业

南药种植面积
达13.3万亩

本报抱由10月12日电（记者梁
君穷 通讯员梁小明）10月11日，海
南日报记者从乐东黎族自治县南药产
业发展报告会上获悉，乐东大力扶持
南药产业的发展，今年以来共投入了
1163万元用于南药发展、贫困户学
习、专业技术培训等，其中357万用于
扶持贫困户种植南药，目前该县南药
种植面积已达13.3万亩，以槟榔、益
智为主。

乐东县县委常委、宣传部部长
陈广军表示，乐东县虽种植了槟榔
近 10 万亩，但还有很大的种植空
间。需通过帮资金、送技术、引项
目等措施加快推进。一是加大种
植面积，力争于2020年前槟榔和益
智种植面积各达到20万亩，形成种
植规模；二是加大招商引资力度引
进南药加工企业在该县设厂加工，
确保价格长期稳定，确保农户稳定
收入。

乐东县科协主席兼科技助力精准
扶贫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李正安
介绍，乐东自然条件优越、气候好、温
度高、土地资源优势明显，适宜发展南
药产业。今年以来，乐东已邀请了海
南省农科院、热带农业科学院共17名
教授先后深入乐东进行南药种植养殖
专业技术培训。

名片：符伟忠
职务：青松乡牙扩村帮扶干部
单位：白沙黎族自治县纪委

名片：陈立斌
职务：青松乡青松村驻村第一书记
单位：海南日报报业集团

为坚决打赢打
好脱贫攻坚这场硬
仗，进一步发现、挖
掘、选树、宣传白沙
黎族自治县脱贫攻
坚战场上涌现出的
先进典型，自今年7
月底开始，白沙在全
县范围内启动“寻找
最美系列”评选活
动。

经各乡镇和挂
点单位认真推荐、挖
掘，并经县委、县纪
委、县委组织部、县
委宣传部等多部门
层层评选（拟表彰），
共评选出陈立斌等
10 名“最美第一书
记”，禹亚菲等10名
“最美驻村标兵”，符
伟忠等 10 名“最美
帮扶责任人”。即日
起，白沙黎族自治县
委、县政府联合本报
推出白沙脱贫攻坚
“寻找最美系列”报
道。

开栏语

最美第一书记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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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曾毓慧 特约记者 吴峰

在霸王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这片美丽的原始森林里，一个淳朴
的村庄——青松村常年来备受贫
困重压。

3年前，陈立斌走过蜿蜒崎岖的
山路，来到这里担任驻村第一书记，自
此便扎根于青松村，一心一意谋划帮
扶脱贫良策。

青松村，共有348户农户，其中
建档立卡贫困户就有 187 户，帮助
贫困户尽快脱贫致富成为陈立斌最
迫切的愿望。村民们经常看到，陈
立斌在村里奔波，到贫困户家里家
访，与他们一起共同寻找脱贫致富
的好路子。

因地制宜，才能找准脱贫致富的
准路子。为了发展养殖产业，陈立斌
多方奔波，动员村民，寻访专家，让青

松村的养殖产业从一开始，就打下了
稳固的基础。在海南日报报业集团扶
贫资金支持下，陈立斌谋划了发展多
种养殖产业的扶贫规划，他鼓励村民
发展五脚猪和青松花猪养殖产业，同
时发动贫困户通过环保的方式将猪粪
处理成肥料，种植有机蔬菜，实现增产
又增收。为了壮大青松村集体经济，
陈立斌又着眼于小黄牛养殖，牵头成
立了青松村兴民种养合作社，建起能
养殖近百头小黄牛的牛栏，产业发展
前景可观。

作为黎族山地旱稻，山兰稻因品
质好、营养足、口感佳，近年来越来越
受到市场青睐，陈立斌认真听取省农
科院粮食作物研究所专家们的建议，
制定了山兰稻的种植目标。面对村民

“这年头就没听说过种植水稻能赚钱
的”的疑虑，他铆足了劲挨家挨户做动
员工作，反复解说山兰稻的“致富经”，

设身处地为贫苦户考虑，动之以情，打
消了贫困户的疑虑，并带上贫困户陆
续走上了山兰稻种植的致富路。短短
3年时间，青松村山兰稻种植规模由
最初的450亩增至现今的1800亩。
青松山坡上、梯田间，一株株挂穗累累
的山兰稻，正为村民们带来一笔又一
笔的可观收入。随着山兰丰收节“啦
奥门”成功举办，自此也打响了青松乡
山兰稻的品牌。

3年时间里，在 1000 多个驻村
扶贫的日夜里，陈立斌几乎走遍青
松村的每寸土地，但回家的次数却
从两周一次，一月一次，越变越少
……沉得下身子，耐得住寂寞，他用
3年时间的全心付出，青松村最初的
187户贫困户，已有186户贫困户摘
掉“穷帽子”，山里百姓的日子也越
过越红火。

（本报牙叉10月12日电）

■ 本报记者 曾毓慧 通讯员 陈权

不怕难，不服输，满怀深情，一身
干劲，这是牙叉镇对俄村驻村工作组
组长禹亚菲的真实写照。

2017年6月，禹亚菲初来对俄村
驻村扶贫时坦言，这个村庄的贫困程
度远比自己想象的还要严重：全村有
165户农户，其中135户是贫困户，贫
困率高达84.2%，部分贫困户民房很
破败，每逢雨天必漏水；缺乏产业收
入，不仅致富无门，连病重了都掏不出
治疗费用，而自己挂点帮扶的贫困户
现状更令人担忧，但禹亚菲从一开始
就坚定地认定：这就是自己的扶贫阵
地，绝不能退怯半步！

自驻村以来，禹亚菲开始了马不

停蹄入户调研，他经常提着沉甸甸的
扶贫工作袋走村入户，里面塞满各种
扶贫资料和任务清单，他笑侃，这工作
袋好比是扶贫工作的“百宝箱”，能随
时更新扶贫成效，能随时记下贫困户
难处与需求。

艰辛付出，禹亚菲的工作能力也
得到不断锤炼。驻村扶贫1年后，自
今年6月起，他开始担任驻村工作组
组长、脱贫攻坚中队副队长，个人挂点
帮扶的贫困户也从5户增加至9户，
肩上的担子也更重了，但他的帮扶步
伐始终很坚定。

贫困户符玉香逢人就炫耀，自己
的孙子有户口了，多亏了禹亚菲跑前
跑后帮忙才办妥这事；特困户符巨精
一家的变化更大，老母亲患有多年眼

盲缺钱诊治，前段时间，禹亚菲扶着老
人来到县医院进行了全面检查治疗；
不久后，禹亚菲又为符巨精母亲和患
有残疾的三弟办理了低保和残疾证，
还给符巨精找了一份公益性岗位；现
今，符巨精家里的危房改造马上完工
了，不用多久就能住上新房。往日里
愁容满面的符巨精如今逢人就笑。

贫困户评议工作难度大，帮扶过
程中障碍多、争议也不少，这是禹亚菲
在工作中面临的难题之一。在他看
来，村民不理解，驻村扶贫干部更得沉
住气，一遍又一遍耐心地摆事例、讲事
理，直至对方信服。事实也是如此，越
来越多的贫困户乐于找他聊家常，敞
开心扉分享脱贫心得。

（本报牙叉10月12日电）

■ 本报记者 曾毓慧 特约记者 吴峰

今年1月起，白沙纪检监察干部符伟忠开始驻村帮
扶白沙青松乡牙扩村脱贫攻坚工作，成为了牙扩村李东
杰、李亚丁等三户贫困户的帮扶责任人。虽说还是一名
扶贫“新兵”，但符伟忠对精准帮扶、有效帮扶有着清晰的
思路。凭着一股韧劲，他腾出了更多时间驻村“紧盯”这
三户贫困户的扶贫产业进展，并根据青松山区产业发展
环境，发展槟榔和益智种植产业。

李东杰一家种植了20多亩橡胶，近年割胶行情的低
迷，家里经济开始入不敷出，一直未能摘掉“穷帽子”。符
伟忠多次鼓励李东杰种植行情看好的槟榔和益智，但李杰
东一开始非常抵触。符伟忠没有放弃，他多次上门耐心劝
导，动之以情、晓之以理的进行劝导，终于让李东杰下定了
决心，分批开垦荒地种植了槟榔和益智作物，预计到收成
期，李杰东每年的持续性收入至少能增加一两万元。

在热心帮扶的同时，对于不符合政策规定的事，符伟
忠一律坚决禁止。今年以来，符伟忠帮扶的三户贫困户
因危房改造暂达不到标准，无法获批危房改造补贴，曾多
次开口让他找相关扶贫部门“通融”，但符伟忠坚守原则，
断然拒绝，并结合纪委监委查办扶贫领域腐败问题的典
型案例“授课”，不仅打消了贫困户的疑虑，也赢得了他们
的信服。

短短9个月驻村帮扶，符伟忠用心唱好“红脸”，竭心
尽力做好产业帮扶工作；他敢唱“黑脸”，始终恪守原则，
用纪检监察干部的忠诚和担当，全力帮扶贫困户尽快过
上幸福的生活。 （本报牙叉10月12日电）

驻牙扩村扶贫干部符伟忠心系贫困户

敢唱“黑脸”唱好“红脸”

青松村驻村第一书记陈立斌一心谋划脱贫良策

三载耕耘 千亩山兰稻飘香

对俄村驻村工作组组长禹亚菲沉下心扶贫

艰辛坚守 用耐心丈量扶贫路

符伟忠（左一）入户更新贫困户扶贫工作手册。
特约记者 吴峰 摄

最美驻村标兵

最美帮扶责任人

名片：禹亚菲
职务：对俄村委会驻村工作组组长
单位：牙叉镇政府

禹亚菲（左一）驻村核查扶贫成效。
特约记者 吴峰 摄

陈立斌（左一）查看山兰稻长势。
本报记者 曾毓慧 摄

本报海口10月12日讯（记者傅
人意）海南日报记者从日前举行的海
南省百香果产业标准化生产培训班获
悉，我省将百香果产业作为2018年海
南特色农产品调优增效产业之一，并
将从品种适应性选育、健康种苗基地
建设、百香果种苗病毒检测、百香果示
范基地建设等方面安排多项专项资金

扶持其发展，计划5年内全省种植百
香果面积达10万亩。

据省农业农村厅南亚办相关负责
人介绍，目前全省种植百香果面积1.3
万亩。我省今年将安排150万元专项
资金支持百香果品种适应性选育，争
取在9个市县做试验并从中选出最优
的母株进行培育和推广，让老百姓拿

到产量高、安全无毒的种苗，少走种植
弯路；计划安排200万元专项资金扶
持百香果健康种苗基地建设，其中三
亚市、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分别安排
100万元，建设百香果无病毒良苗繁
育基地，每个基地面积不少于8亩，
母本园或接穗圃面积不少于2亩；计
划安排100万元专项资金进行百香

果种苗病毒检测，800万元专项资金
进行百香果示范基地建设，其中白沙
黎族自治县、五指山市各200万元，
东方市、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乐东
黎族自治县、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各
100万元。

据悉，此次培训班邀请了台湾、
福建、广西等地专家授课，旨在帮助

农技人员和种植户提高百香果种植
加工能力，加强海南百香果产业发
展，促进产业提质增效。来自海南
省各市县热作管理部门、中国热带
农业科学院、海南省农业科学院等
单位的农技人员以及百香果生产企
业、种植户等共 150 余名学员参加
培训。

三亚两个月内
将新建900多个充电桩

本报三亚10月12日电（记者梁君穷）10月
12日海南日报记者从三亚市发改委获悉，截至目
前，三亚共安装了近1000个新能源汽车充电桩，
接下来两个月时间，还将新增900多个，其中，公
共充电桩200个。

据悉，目前三亚推广的新能源汽车应用领域
主要集中在租赁用车和公交用车，且以单位购车
为主。2018年三亚新能源汽车充电设施建设主
要以既有场地包括已建、在建和新建住宅小区车
位、各类停车场、单位办公区停车场等为主。

三亚市发改委副调研员高志远表示，该市
2018年计划建成充电桩1000个，并力争在目标
之上再加码。在减轻企业负担、加快推进充电桩
建设的同时，三亚也会对企业的充电桩运营资质
进行严格把关，加强监管，及时淘汰不合格企业。
充电桩建设企业也应该担起社会责任，不断加快
充电技术及产品的创新，提高服务水平和提升用
户体验，助力推进充电基础设施建设。

此外，三亚将加快推进市级单位、旅游景区、
国有企业停车场和各类社会公共停车场、商业网
点、各类交通场站、各类教育机构、各类文体场馆、
各类医疗机构以及各区充电设施建设。

美兰国际机场新增
5条国际客运包机航线

本报海口10月12日讯（记者邓海宁 通讯
员蔡莲珠 宋丞）海南日报记者10月12日从海口
美兰国际机场获悉，10月11日，美兰国际机场开
通海口至圣彼得堡及新山航线，并于当天相继开
通海口至乌法、萨马拉及喀山俄系航线，此次国际
航线开通将吸引更多境外游客赴海南度假和观光
旅游，同时助推海南未来3年开通100条国际航
线的目标早日实现。

据了解，海口至圣彼得堡航线由俄罗斯艾菲
航空运营，由A330宽体客机执行，航班号为I4-
9897/9898，飞行时间约 9小时，每周四执飞 1
班。随着此航线的开通，两地之间的友好往来，旅
游合作，经济文化交流将不断深入，近期，艾菲航
空还计划开通海口至莫斯科航线，为海口市旅游
文化产业的发展添砖加瓦。

而由马印航空执飞海口往返新山航线，每周
1班。海口至乌法、萨马拉及喀山的客运包机航
线采用B777-200ER机型，由伊尔航空采用“W”
型串飞模式执飞。

据悉，此次5条国际航线的连续开通，使美兰
国际机场航线网络布局扩大辐射至17个国家共
33个热点城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