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央媒体看海南
■ 新华社记者 张选杰 李兵峰

解放军报记者 吕德胜

美丽的南海，祖国的南大门。一
座座岛礁星罗棋布，犹如一颗颗珍
珠，镶嵌在碧波之上。登海岛、逛沙
滩、吹海风……行走在这些岛屿，感
受着南海岛礁悄然发生的嬗变，也品
味着南海人特有的情怀。

“在南海上驻岛、守岛，最需要的
就是情怀。”三沙海事局局长邹先芝
说。2015年底任现职的她，经常带
领队伍冲锋在南海执法维权一线。

三沙海事局，管辖着200多万平
方公里海域，履行“保障海上交通安
全、保护海洋环境、保障船员整体权
益、维护国家海上主权”等职责。

在邹先芝看来，一个真正的南海
人需要坚守，也懂得坚守。在七连屿

的赵述岛，一面国旗高高飘扬。驾驶
冲锋舟的船员说：“每到星期一，这里
都要举行升旗仪式，大家自发聚集在
一起唱国歌、升国旗。”

七连屿工委书记王春在这里工
作了 25 年，走遍了七连屿每个角
落。说到三沙市近年来发生的大事，
他如数家珍：2012年6月21日，民政
部发布国务院批准公告，宣布撤销海
南省西沙群岛、南沙群岛、中沙群岛
办事处，设立地级三沙市，管辖西沙
群岛、中沙群岛、南沙群岛的岛礁及
其海域；2012年7月24日，“中国人
民解放军海南省三沙警备区”正式挂
牌成立；2014年7月26日，海南省三
沙市永兴（镇）工委、管委会在永兴岛
揭牌成立，标志着三沙市西沙岛礁基
层政权的建立……

如今，三沙的一座座岛礁，发生
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以前三沙流传一句话：三天天

堂、七日人间，十天地狱。这里高温、
高湿、高盐，太阳毒、天气热，生活环
境异常艰苦。”海南省政府海防处处
长朱清林说，南海无风三尺浪，有风
浪打浪，遇到台风天气一连几个月都
没有补给，更要忍受“缺水、少电、缺
物”之苦。

现在，一个“海蓝、滩亮、岛美”的目
标，正在这里逐步实现。三沙人多年来
种下的200多万棵椰子树、木麻黄、羊
角树等，让一座座荒岛变成了绿洲。

书声琅琅响三沙、“银龙影院”看
大片、椰风海韵赏夕阳……生活在这
里，也能够找到内地城市的“感觉”。

“以前去岛上探亲，不在海上晕
个十天半个月根本就不可能到。现
在只要不是恶劣天气，个把小时就见
面了。”在去往永兴岛的飞机上，一位
前往三沙探亲的海军军嫂说。

“现在有往返的交通船、航班，去
岛上方便多了。”三沙市政府工作人

员吴迎新说。
“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

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这正是许
多南海人的真实写照。

三沙市公安边防支队永兴边防
派出所所长贺胜2014年主动申请来
到三沙工作，一年有300多天要在岛
上驻守。在永兴岛定居的渔民郑有
柏，虽已62岁，但他每天仍一如既往
地出海打鱼，“我要一直在这里，这里
是我们的祖宗海、中国地，也永远是
我的家。”

正如一位驻守三沙的老兵所说：
“请别忘记，正是三沙军民，肩并肩地
在一座座海岛上默默坚守，才让这里
的海更清、岛更美。”一代代南海军
民，好似由抗风桐铸成的绿色屏障，
他们用身躯抗击着狂风暴雨，用叶片
遮挡着炎炎烈日，努力把这里建设成
为和平之海、友谊之海、合作之海。

（新华社海口11月7日电）

三沙：建设和平之海合作之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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勇当先锋 做好表率·先进典型

■ 本报记者 孙婧

11月6日下午，阳光给三亚育才
生态区的莽莽山林披上了一层金色霞
光。

那介村文化室前，十来位村民正
翘首等待着什么。不一会儿，一辆旧
面包车开了过来，他们脸上露出了笑
容：“孔主任又送苗来啦！”

村民口中的孔主任，说的是三亚
市南繁院南繁作物与植保研究中心主
任孔祥义。果然，旧面包车后面跟着
的卡车，满载着数万株由三亚南繁基
地选育的“驰誉505”油亮型黄瓜苗。

村民董成昌第一个走上前，热
络地跟孔祥义攀谈起来。“一下子要
了 6 亩地的苗，这次又要赚一笔
了！”孔祥义笑着打趣，董成昌则憨
笑：“南繁的苗好，种出来的瓜老板
们高价要。”

因势利导
村民爱上新品种

这些令农户另眼相看的瓜苗可不
一般：上部分青嫩的叶片属于黄瓜，下
半部分却是深绿色、毛茸茸的南瓜叶，
同样属于南瓜的白色根系缠绕在锥形
的培植土里。

“这是南繁基地选育、嫁接的黄瓜
苗，利用南瓜的抗病性能和发达根系，
让黄瓜苗存活率更高，长得更快。”
2016年10月，孔祥义成为那受村驻
村第一书记。面对村里133户贫困户
的脱贫需求，他利用自身优势，将这种
新型瓜苗介绍给村民，并免费给本村
及周边村的贫困户试种。

被孔祥义评价为“很能吃苦”的那
介村贫困村民董成昌，作为第一批“尝
鲜者”试种了两亩地的苗。董成昌说，

收获的黄瓜油亮匀称，收购商给出的
价格比普通青瓜高了近一倍。“我们以
前种的瓜亩产低，收购价也不高。”

这一次，董成昌要了6亩地的黄
瓜苗，共1.5万株，喊来七八个亲戚一
起帮忙搬苗。“很好成活，天气好的话，
1个多月就可以摘果，亩产高、长度适
中，老板们很喜欢。”董成昌说，这一茬
瓜收获后，收益能达5万元左右，有望
摘掉穷帽子。

“现在几乎全村都改种了这种瓜，
大家的腰包也比以前更鼓了。”那介村
村民蓝杰城说，如今新品种瓜苗成了
山区里的抢手货，周边村的村民也纷
纷慕名来要新苗。

“花式”培训
寻求传播效果最大化

驻村扶贫期间，孔祥义不仅带来
了“驰誉505”油亮型黄瓜，还针对三
亚瓜菜市场需求，挑选了三亚南繁院
选育的“南豇1号”豇豆、“曼谷紫茄”

茄子等优良瓜菜品种进行推广。
“总有农户问我，为什么打的农药

没有效果，为什么种的瓜产量不高，其
实是因为没有掌握技术，种植盲目性
大。”在一线扶贫的经历让孔祥义意识
到，培训农民掌握新品种瓜菜种植技
术很有必要。

但如何培训才能有效果？孔祥义
试过很多种方法：除了田头一对一培
训、发放宣传资料、在村文化室夜校上
课外，他还通过“农业科技110”微信
服务平台，甚至走进当地媒体举办的
《科技扶贫大讲堂》栏目，将自己的知
识经验更广泛地传播出去。

“花式”培训效果如何？孔祥义粗
略一算，由他牵头组织的各类科技培
训达200多场，培训人数超过7800人
次：“总有那么一些人学进去了，有所
收获，周围人看到种植效果，就会跟着
干，一来二去，效果就显现出来了。”

如今，“南豇1号”豇豆在三亚已
累计推广超过5000亩，新品种黄瓜、
茄子推广超过1万亩，受益农户超过

2000户，辐射全三亚各主要瓜菜种植
基地及育才、高峰等偏远地区，带动三
亚农业累计创造经济效益超过1亿
元。2017年和2018年，孔祥义也分
别获得“三亚市优秀驻村扶贫干部”

“三亚市首届优秀科技工作者”称号。
今年6月，结束驻村扶贫任务的孔

祥义回到了三亚南繁院，但他的工作
更忙了：主抓南繁院在三亚的科技扶
贫工作，将南繁科技成果转化到扶贫助
农第一线。

10月以来，三亚进入季节性瓜菜种
植旺季，孔祥义越发忙碌，电话、微信响
个不停，还要经常带着团队和种苗去往
各个山区村头。不少村民见到他，都会
喊一声“孔老师”“孔主任”，让孔祥义倍
感亲切：“看到农户们丰收了、赚钱了，
比自己拿到奖金还高兴，很有成就感！”

以优质种苗为载体，以科技培训
为纽带，把论文写在大地上，把科技
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抱着这样的
想法，孔祥义带着团队仍奔波在扶贫
一线。 （本报三亚11月7日电）

三亚市南繁院南繁作物与植保研究中心主任孔祥义将科技成果转化到扶贫一线

用科技力量为村民找准致富密码

海南省重点城市空气质量日报
（11月6日12时-11月7日12时）

城市名称

海口市

三亚市

五指山市

空气质量级别

优

优

优

PM2.5浓度
（微克/立方米）

12

12

8

PM10浓度
（微克/立方米）

30

28

19

发布单位:海南省环境监测中心站

本报三亚11月7日电（记者林
诗婷）11月7日，2018国际新能源汽
车评价大会在三亚开幕。三亚市将
联动国内新能源汽车领域相关企业、
业内专家等，通过举办论坛、赛事及
颁奖盛典等多项活动，提升新能源产
品的知名度，进一步推动新能源汽车
产业在琼发展转型，发挥三亚在新能
源资源集聚、先行先试、产业发展多

个方面的引领作用。
本次大会系列活动将持续到11

月10日，大会旨在通过“一会、一赛、
一盛典”的模式，打造集新能源汽车
国际交流、产业研讨、产品评价、权
威赛事、示范应用、公众推广、产业
旅游结合等多种功能于一体的新能
源汽车国际性综合平台。期间，三
亚将举办中国新能源汽车大赛，带

动国内新能源汽车企业参与，通过
打造精品特色赛事推动新能源汽车
行业发展。

同时，大会将举办中国·三亚新
能源汽车发布盛典，面向社会集合发
布新能源汽车领域各类权威信息，总
结年度新能源汽车行业发展情况。
国际新能源汽车用户评价大会也将
在活动期间举行，将邀请政府相关部
门负责人、国内外行业专家等，对中
国新能源汽车领域的最新研究成果

与发展模式进行深入探讨，助力新能
源汽车产业升级转型。

“新能源汽车全产业链发展是海
南经济转型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的先导性项目。”三亚市有关负责
人表示，本次大会有助于提升三亚市
在新能源汽车发展领域的影响力，助
力三亚在新能源汽车领域资源集聚、
产业发展。

本届大会由三亚市政府、中国汽
车技术研究中心等联合主办。

2018国际新能源汽车评价大会三亚开幕
助力三亚在新能源汽车领域资源集聚、产业发展

聚焦2018国际新能源汽车评价大会

◀上接A01版
进一步加强宣传引导，把帮扶措施、收入情况一项
一项跟贫困户讲明白，确保贫困户知晓收入情况
和来源；进一步创新帮扶措施，积极探索推广“以
奖代补”“村社合一”等经验做法，切实提高贫困户
在脱贫攻坚中的参与度。

省直有关部门和五指山市负责人参加调研。

李军在五指山
调研脱贫攻坚工作

2018年海南省互联网人才招聘会
4场招聘全部结束

我省互联网企业首次集中
赴省外招才收获丰

本报海口11月 7日讯 （记者李磊 通讯员
鲍锋）海南日报记者11月7日从省工业和信息
化厅获悉，2018年海南省互联网人才招聘会自
10月11日在海南大学启动以来，共在省内外举
办了4场，目前已圆满结束。此次招聘会由省
工业和信息化厅举办，系我省首次集中省内互
联网企业赴省外开展招聘，共达成就业意向
800余人。

前两场招聘会分别于10月11日和13日在
海南大学和海南热带海洋学院举行，包括中电科
海洋信息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科大讯飞海南公
司等百余家知名互联网企业参加。第三场招聘
会于10月27日在东南大学举办，包括海南信息
岛技术服务中心有限公司、海南民航凯亚有限公
司等42家知名优质互联网企业参加招聘；11月
1日，第四场招聘会在浙江大学举办，中电科海
洋信息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海南东华软件有限
公司等47家企业参加招聘，共提供开发工程师、
产品运营、会计等岗位823个，吸引到场求职者
500多人。

据初步统计，4场招聘会累计进场企业312
家次、提供人才岗位数共 4517 个、收到简历
3000余份、达成就业意向800余人。据主办方
介绍，近年来，我省互联网产业发展和互联网人
才数量呈现双增长态势，此次集中我省互联网企
业举办招聘会，在一定程度上为我省互联网产业
解了求才之渴。

第四批全国森林康养基地
试点名单公布
我省3家单位入选

本报海口11月7日讯（记者孙
慧）近日，中国林业产业联合会发布了
第四批全国森林康养基地试点名单，
我省三亚天使·净心谷、保亭呀诺达雨
林文化旅游区、五指山市仁帝山养生
基地3家单位入选。

森林康养产业包括森林康养环
境培育、森林养生、康复、健身、休闲
和森林旅游、森林康养产品的研发和
生产等大健康产业新业态，是以林业
为主体的新型朝阳产业，目前我国森
林康养正步入产业化快速发展阶段。

第4批全国森林康养基地试点建
设单位评选是我国为积极践行“两山
理论”和实施健康中国战略，由中国林
业产业联合会牵头，全国各省级林业
部门发文和开展申报。全国共有196
家单位申报，经过主管部门推荐、现场
考察、专家评审等程序，最终确定141
家单位作为第四批全国森林康养基地
试点建设单位。

成品油一般贸易出口
业务流程全线贯通
东方石化首次实现
成品油对外出口

本报八所11月7日电（记者张
惠宁 通讯员曲利 张勇）11月7日16
时，油船“保得1116”轮满载1万吨92
号汽油缓缓驶离东方市八所港码头前
往目的港，标志着中海油东方石化有
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东方石化）成品
油一般贸易出口业务流程全线贯通，
首次实现成品油对外出口。

据悉，作为祖国最南端的炼化企
业，东方石化更靠近东南亚成品油市
场，开展成品油出口业务具有其独特
的区位优势。东方石化通过研究相关
政策文件，逐项落实工作清单事项，积
极协调海关、商检、当地税务及商务主
管部门，建立并打通了成品油一般贸
易出口业务流程，有利于进一步推动

“一带一路”建设。

我省评选出15个省级
现代农业产业园

本报海口11月7日讯（记者傅人意）海南日
报记者11月7日从省政府网站获悉，我省近日确
定海口市桂林洋国家热带农业公园等15个农业
产业园为省级现代农业产业园。

2018年海南省级现代农业产业园评选工作
由省农业农村厅、省林业局组织开展。15个省
级现代农业产业园分别是：海口市桂林洋国家
热带农业公园、海口市三角梅高新技术产业园、
三亚市南鹿现代农业产业园、三亚市海棠湾水
稻国家公园、儋州市大皇岭现代农业产业园、琼
海市忠锐农产品产地集配现代农业产业园、万
宁市雅利食用槟榔产业园、东方市桂圆谷龙眼
产业园、文昌市瑞峰罗非鱼和黑鳗淡水养殖产
业园、澄迈县洪安蜜柚产业园、澄迈县福羊牧业
产业园、临高县华雨果品产业园、定安县龙湖南
科生态循环农业产业园、昌江黎族自治县和丰
现代农业产业园、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益智现
代农业产业园。

下一步，省级现代农业产业园将进一步培育
壮大优势特色产业，在加快农业发展方式转变、促
进农业转型升级和农民持续增收等方面切实发挥
示范引领作用。

海口一中斩获3项IENA
国际青少年发明大赛金奖

本报海口11月 7日讯 （记者叶媛媛 通讯
员张岩）海南日报记者从海口市第一中学获
悉，11月5日，由该校教师吴坤雄带领5名学生
组成的团队在德国纽伦堡举行的第 70届 IE-
NA国际青少年发明大赛中获得3金、2银、1铜
的好成绩。

11月1日-7日，第70届 IENA国际青少年
发明大赛在德国纽伦堡举行，来自全世界的34个
国家、821项发明项目参加此次比赛。中国有包
括香港、澳门在内的34支代表队121个发明项目
参赛，由海口一中指导教师吴坤雄带领的由陈歆
晔、符羽乐、梁樱支、王理禾、王厚淳5名学生组成
的代表队代表海南省参赛。经过激烈的角逐，他
们设计的垃圾金属分离车、家庭微型气象站、家庭
便携式心电测量仪获得金奖；脑电波自主按摩器、
学生桌支撑架获得银奖；温控保暖衣获得铜奖。
突破了中国参赛以来一个省代表队获得2枚金奖
的历史最佳纪录。

这也是吴坤雄老师继2017年带队参加德国
纽伦堡青少年发明大赛获得1金、1银、1铜，参加
美国匹兹堡国际发明展获得2金、1银成绩后，再
次获得国际大奖。

今年前9个月

博鳌乐城国际医疗旅游先行区
营收2.3亿元

海口海关助力竹鼠
首次出口日本

本报讯（记者梁振君 通讯员畅
丹 张思春）日前，经海口海关现场临
床检疫合格，20只总货值3600美元
的海南竹鼠启运日本，并在日本东京
顺利通关。这是我国首次向日本出口
竹鼠。

竹鼠在中国已被大规模养殖，成为
具有经济效益的养殖产业之一。因其
性情温顺、样子可爱、憨态可掬，非常适
合当宠物饲养，本批竹鼠就是作为宠物
出口日本的。

据介绍，海口海关多举措帮扶竹
鼠首次出口。首先，根据相关要求，积
极帮扶企业完善动物防疫制度等制度
规范，不断提升企业的防疫意识和防
疫水平。同时，收集日本关于进口活
动物方面的检疫要求并及时反馈给企
业，并对企业开展相关培训，以提高企
业从业人员的法律意识、质量意识和
风险意识。此外，还指导养殖场顺利
通过了出口动物及其非食用性动物产
品生产、加工、存放企业注册登记，成
功迈出了活竹鼠出口的第一步。

1至9月，博鳌乐城国际医疗旅游先行区医疗机构实现营业收入2.3亿元，同比增长206%；接
待就诊人数23345人，同比增长63.8%。其中，超级医院运营逐步进入正轨，截至9月底，共接诊
患者700余人。

与此同时，先行区在医疗器械和药品进口方面进展顺利，目前已获批进口使用4批次临床急需
医疗器械、3批次“少量、急需”药物进口。图为近日航拍博鳌乐城国际医疗旅游先行区。

本报记者 袁琛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