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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陈小燕 定安县政协副主席、新
竹镇委书记、新竹镇脱贫攻坚战斗大
队大队长

10月17日 星期三
今天上午和海南外国语职业

学院负责人到祖坡小学进行慰问
贫困儿童活动，海南外国语职业

学院给每个贫困儿童发放了一套
运动服和一双运动鞋，并向祖坡
小学捐赠了篮球、排球、乒乓球等
体育用品，随后在祖坡小学举行

大学生暑期实践基地揭牌仪式。
中午参加了祖坡村农副产品

推介认购会，推介订购会上共展示
芋头、辣椒、豆角、青瓜、走地鸡、四

季鹅、散养鸭、黑母猪等 16 种农副
产品，展示的产品全都来自贫困户
家庭。本人购买了20根甘蔗、20斤
芋头梗、10 斤猪肉。海南外国语职
业学院 40 多名老师到推介认购会
现场认购了祖坡村的农副产品。

（本报记者 李磊 整理）

脱贫攻坚日志

邢雄华 三亚市崖州区崖城镇抱
古村脱贫攻坚战斗中队副中队长

10月15日 星期一
经过充分的准备，今天从广东采

购香水睡莲种苗于今天上午8点到达
抱古村。在种苗公司技术人员的帮

助下，睡莲的种植由抱古村香水莲花
农民专业合作社具体实施，发动了两
委班子成员、小组长、贫困户、村民群

众共60人共同开展睡莲种植工作。
抱古村采取“党支部+合作社+贫

困户+龙头企业+科学院所”方式发展

香水莲花产业，抱古村香水莲花合作社
把抱古村建档立卡130户贫困户全部
纳入合作社，进行产业帮扶。在这次
种植活动中，共有45个贫困户代表参
加，在大家齐心协力、顶着炎炎烈日，
一共完成了第一批35亩的睡莲种植。

香水莲花种植产业起步

认购贫困户家庭生产的农副产品

本报海口10月21日讯（记者
金昌波 通讯员杨帆）全省消费扶贫
会议召开以来，我省检察机关迅速行
动抓好落实，动员全体干警通过“消
费扶贫”等爱心行动，让贫困群众享
受到实惠。10月19日，省检察院来
到白沙黎族自治县打安镇南达村调
研精准扶贫并开展“消费扶贫促增

收”活动。
在南达村，省人大常委会副主

任关进平、省检察院检察长路志强
走访慰问了贫困户，实地调研精准
扶贫开展情况。“消费扶贫促增收”
活动现场，摆满了贫困户提供的粉
蕉、土鸡蛋、自家酿制的山兰酒等农
产品，在省检察院的组织下，前来参

加海南省检察机关“法治进乡村”活
动的代表委员和检察干警们积极参
与，通过购买农副产品，帮助贫困户
增收。活动中，路志强通过手机扫
码下单，购买了贫困户10盒蜂蜜，
要求广大检察干警切实把消费扶贫
行动落到实处。

连日来，全省各级检察院也积极

行动，例如，省检一分院充分发挥驻
村第一书记作用，定期收集所在村贫
困户农副产品生产信息，向院扶贫工
作主管部门装备技术处进行通报，安
排专人分门别类收集产品信息，在院
食堂设置帮扶贫困村农副产品展示
台，便于广大干警按需购买；省检二
分院结合实际，积极倡导消费扶贫新

途径，譬如建立长期认购订单机制、
组织开展团购等，同时加强与儋州市
扶贫办的沟通，明确扶贫产品信息和
购买渠道，方便干警购买消费；文昌
市检察院组织干警来到扶贫联系点
文昌市文教镇，在新设的农贸市场爱
心集市，购买果蔬、家禽和水产品，以
实际行动帮助贫困户增收。

本报万城10月21日电（记者
袁宇 通讯员吴小静）10月20日，万
宁市卫计委和北大镇政府牵头组织
干部职工，到该市北大镇北大村开展

“以购代捐”爱心消费扶贫活动。当
天的活动共帮助贫困户销售4万多
元产品，进一步坚定了贫困户发展产
业脱贫增收致富的信心。

“自家种植的红米，好吃安全放
心！”“苗家三色饭，色香味俱全，快来
买哦！”……当天上午，北大镇北大村
委会门庭若市，在村委会内开市的爱
心消费扶贫集市吸引了众多村民前
来，农家鸡、五月香鹧鸪茶、诺丽果
干、黎家山兰糯米酒等近百种农产品
供人们选购。

“这个集市上有很多现在超市里
还买不到的产品，而且质量和味道都
非常正宗。”在爱心消费集市上，后安
镇卫生院干部季海祺兴高采烈地购
买了2瓶苗家山兰糯米酒，他说，“我
家里人就喜欢喝这种山兰糯米酒，所
以一听说有这个集市后，我就赶紧从
后安开车过来‘淘货’。”

万宁市扶贫办相关负责人透露，
通过开展“消费扶贫”活动，干部职工
以“以购代捐”的形式购买了贫困户
的农产品，既拓宽了贫困户们农产品
的销售渠道，调动了贫困群众发展生
产的积极性，同时也促进了该市乡村
地区与市场对接，对乡村产业振兴具
有极大促进作用。

第106期脱贫致富
电视夜校今晚播出
反映海南脱贫攻坚工作
阶段性成果

本报海口10月21日讯（记者
陈蔚林 实习生叶润田）第106期海
南省脱贫致富电视夜校将于10月
22日20点在海南综合频道、20点
30分在三沙卫视、10月28日16点
20分在旅游卫视播出。

10月17日是第26个“国际消
除贫困日”，也是第5个“国家扶贫
日”，为助力海南决胜脱贫攻坚战鼓
舞士气、再扬风帆，脱贫致富电视夜
校特别策划推出了“10·17国家扶
贫日”特别节目——《幸福都是奋斗
出来的》，邀请了曾经参与过电视夜
校的4组贫困群众个人或家庭以及
帮扶干部、返乡大学生等再次回到
夜校舞台，通过对一年前后的变化
对比，来反映海南在一年多的脱贫
攻坚工作中取得的阶段性成果。

观众还可以登录海南网络广
播电视台或下载“视听海南”手机
客户端收看本期节目。电视夜校
播出的同时，“961017”脱贫致富
服务热线继续开放，电视夜校栏目
组的线下售卖活动仍继续推出扶
贫农特产品。

万宁北大村“以购代捐”促贫困户增收

扶贫集市售出农产品4万多元

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

收集农副产品信息,建立长期认购机制

我省检察机关开展消费扶贫重实效
“海购lucky王”
领走200多件奖品

本报海口10月21日讯（记者罗霞 实习生
王淼）10月20日上午，2018年（第三届）海南国际
旅游岛购物节（以下简称海购节）“海购lucky王”
活动在海口万绿园举行颁奖活动，“海购lucky
王”王女士现身领奖，拿走双人境外游等200多件
奖品。

据了解，海购节“海购lucky王”活动自9月
20日启动后，许多网友积极参与，活动信息转发
点击量达300万余次。最终，近万名网友获得抽
奖资格。经抽奖系统随机抽选，家住海口秀英区
的王女士成为本届海购节“海购lucky王”。

在颁奖现场，王女士拿走的200多件奖品包
括双人境外游、星级酒店房券、千元体检卡、电影
票、粮油券、美容按摩仪、品牌护肤品、服饰、寝具
等奖品。

绿色消费
主题公益跑海口举行

本报海口10月21日讯（记者罗霞 实习生
王淼）10月20日上午，2018年（第三届）海南国际
旅游岛购物节（以下简称海购节）绿色消费主题公
益跑暨陵水黎族自治县格择村农产品消费扶贫活
动在海口万绿园举行。活动通过跑步等方式，传
递绿色消费理念，助力我省消费扶贫工作开展。

在绿色消费主题公益跑活动中，近600名参
与者身着绿色T恤，以跑步这一形式向社会传递
健康生活、绿色消费的理念。

在陵水格择村农产品消费扶贫活动中，陵水
本号镇格择村的村民们带来了自种的绿色农产
品进行展销，并献上竹竿舞表演，引来不少消费
者围观。

格择村是省商务厅定点帮扶单位。近两年，
省商务厅围绕省委、省政府确定的脱贫目标，结合
格择村的实际情况，从党建帮扶、结对帮扶、产业
帮扶、技能培训等方面，全力帮助贫困户增产增
收、解困脱贫。

活动现场，海南万佳实业有限公司、海南美都
贸易有限公司、海南信兴电器有限公司等商家代
表，分别向格择村的贫困村民捐赠电饭煲、电水
壶、花生油等产品。

本次活动由省商务厅主办，南海网承办。

关注2018年（第三届）
海南国际旅游岛购物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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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屯昌县监测有效天数不足，排名最后。

2018 年 9 月，按《环境空气质
量标准》（GB3095-2012）评价，全
省空气质量总体优良，优良天数
比例为 99.4%。其中优级天数比
例 为 79.8% ，良 级 天 数 比 例 为

19.6% ，轻 度 污 染 天 数 比 例 为
0.6%，无中度污染及重度污染天。

按照城市环境空气质量综合
指数（以二氧化硫、二氧化氮、可
吸入颗粒物、细颗粒物、臭氧、一

氧化碳 6 项指标进行计算）评价，
2018 年 9 月，空气质量排名靠前
的分别是五指山、乐东和保亭，排
名靠后的分别是琼海和万宁，屯
昌监测有效天数不足排名最后。

2018 年 9 月全省 18 个市县（三沙
市除外）城市（镇）环境空气质量
排名如下：

海南省生态环境保护厅
2018 年 10月 19日

2018年9月市县环境空气质量排名

9月份城市（镇）集中式饮用水
源地水质状况：全省 18个市县（不
包括三沙市）开展监测的30个在用

城市（镇）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水质
均达到或优于国家Ⅲ类标准，达标
率为100%。（备注：饮用水水源为

原水，居民饮用水为末梢水，水源水
经自来水厂净化处理达到《生活饮
用水卫生标准》的要求后，进入居民

供水系统作为饮用水）。
海南省环境监测中心站

2018年10月8日

2018年9月城市（镇）集中式饮用水源地水质状况

排名

1

2

3

4

5

6

7

8

9

城市

五指山市

乐东黎族自治县

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

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

东方市

陵水黎族自治县

三亚市

昌江黎族自治县

儋州市

环境空气质量

综合指数

1.373

1.550

1.618

1.762

1.765

1.782

1.843

1.863

1.950

排名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城市

定安县

白沙黎族自治县

临高县

澄迈县

文昌市

海口市

琼海市

万宁市

屯昌县

环境空气质量

综合指数

1.968

2.001

2.079

2.108

2.181

2.224

2.351

3.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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