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月8日，在儋州市兰洋镇南罗村的七叶葡萄园里，工作人员在打理葡萄园。近年来，兰洋镇采取“合作社+龙头企业+
贫困户”的模式，大力发展葡萄产业，整合南罗、文芳、墩响等村的土地建七叶葡萄基地。目前，该基地共种植七叶葡萄500
亩，吸纳近300户贫困户加入。所有贫困户除了通过入股分红外，还可以优先到基地务工。 本报记者 陈元才 摄

扶贫葡萄挂满架

海南爱心扶贫网订单排行榜（第三期）
排名 商品名称 数量（件）
1 「陵水」本号镇电商扶贫中心的扶贫茶树菇 5016
2 「乐东」海南顶香生态农业有限公司的扶贫农家鸡蛋 4271
3 「临高」贫困户林春发的小银鱼干 3945
4 「三亚」育才生态区的扶贫百香果 3254
5 「乐东」春源子民种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哈密瓜 3037
6 「琼海」忠锐农业开发有限公司的生态大米 2848
7 「白沙」富涵家禽专业合作社的虫草鸡蛋 2540
8 「海口」贫困户陈树木的岩味番石榴 2505
9 「白沙」陨石岭白沙咖啡种植专业合作社的挂耳式咖啡 2456
10 「澄迈」贫困户李运山的农家土鸡蛋 1606

备注：以上排名根
据海南爱心扶贫网数
据进行统计

统计时间：2018年
10月16日至11月11日
17时00分

海南爱心扶贫网销量排行榜（第三期）
排名 地区 销售金额（元）
1 定安 1，877，994.78
2 白沙 518，693.90
3 乐东 470，421.50
4 临高 421，221.00
5 海口 392，282.40
6 澄迈 364，946.69
7 陵水 336，192.00
8 文昌 299，110.00
9 三亚 294，666.00
10 琼海 286，830.00

备注：以上排名根
据海南爱心扶贫网数
据进行统计

统计时间：2018
年 10 月 16 日至 11 月
11日16时00分

本报海口11月11日讯（海报集
团全媒体中心记者徐静涵）自10月
16日海南爱心扶贫网上线以来，近4
周时间，该网站销售额已突破500万
元。本周定安以187.79万元的销售
额获得了“海南爱心扶贫网销量排行
榜”冠军；“海南爱心扶贫网订单排行
榜”上，陵水黎族自治县本号镇电商扶

贫中心的扶贫茶树菇以5016件的订
单数获得榜单冠军。

在这三期的“海南爱心扶贫网销
量排行榜”上，海口、临高、定安先后夺
得冠军，各市县你追我赶。省扶贫办
负责人表示，这说明了爱心消费扶贫
的理念逐渐深入人心，这种人人皆愿
为、人人皆可为、人人皆能为的消费扶

贫模式开始被人们接受，另一方面也
说明了各市县组织发动初见成效。

据了解，定安县的定安黑猪、走地
鸡以及芋头等一批优质农特产品在海
南爱心扶贫网集中上架。定安县扶贫
开发领导小组倡议党员干部积极行
动，参与到“互联网+消费扶贫”中，在
日常消费时选择购买扶贫产品与服

务，此外还发动乡镇、学校和企业食
堂、县招待所等定期向贫困户采购农
产品。

同时，定安县扶贫开发领导小组
还号召定安各界爱心人士在海南爱心
扶贫网踊跃通过一对一的方式结对帮
扶贫困群众，根据自己的实际能力及
所拥有的帮扶资源，帮贫困群众实现

“微心愿”“微梦想”，帮助贫困群众早
日脱贫致富。

据了解，海南爱心扶贫网是海南
省扶贫工作办公室主办、海南日报报
业集团旗下海南南海网传媒股份有限
公司建设运营的海南首个“互联网+
消费扶贫”公益平台，通过消费扶贫助
力贫困户脱贫。

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

第109期脱贫致富
电视夜校今晚播出

本报海口11月11日讯（记者陈
蔚林 实习生叶润田）第109期海南省
脱贫致富电视夜校将于11月12日20
点在海南综合频道、20点30分在三
沙卫视、11月18日16点20分在旅游
卫视播出。

本期脱贫致富电视夜校将邀请海
口市琼山区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覃
俊作为主讲老师，给大家讲述琼山区
利用每周一晚夜校节目开播前的1小
时，开展夜校集市，组织贫困群众集中
售卖自家零散的农特产品，将消费扶
贫落到实处的好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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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临高一干部扶贫途中
遭遇车祸殉职

本报临城11月11日电（记者刘梦晓 通讯
员王海洪）海南日报记者11月11日从临高县委
组织部获悉，临高县多文镇纪委副书记、监察室主
任陈裔夫本月10日在开展扶贫工作路途中遭遇
车祸，经抢救无效因公殉职，年仅44岁。

11月10日，多文镇组织陈裔夫等镇干部，利
用周末到多郎村开展扶贫工作。当天下午1时
许，陈裔夫驾驶摩托车从多郎村返回多文镇政府
取扶贫相关材料途中，不幸被大客车追尾。经临
高县人民医院竭力抢救无效，陈裔夫于当天下午
3点半不幸因公殉职。

多文镇委相关负责人表示，陈裔夫作为党员
领导干部，在工作中认真履职。特别在今年的脱
贫攻坚作风建设中，陈裔夫为推进全镇扶贫领域
作风专项整治工作，经常深入各村开展督导，实地
检查脱贫攻坚落实情况和工作作风，对发现的问
题敢于通报问责。此外，多文镇委是该镇美山村
的扶贫帮扶单位，陈裔夫作为帮扶责任人，主动担
当，联系帮扶美山村6户贫困户。在帮扶工作中，
他任劳任怨，为贫困户出谋划策，确保了所帮扶的
6户贫困户高质量脱贫。

海口龙华区举办
爱心扶贫展销活动

本报海口11月11日讯（记者郭
萃 特约记者刘伟）2018年 11月 10
日—11日，2018“龙华羊山美味”爱心
扶贫农产品展销系列推广活动首站在
海口上邦百汇城举办，活动现场达成
5个意向性供货协议。第二站将于11
月12日—13日在海口京华城举办。

现场组织销售的龙华区扶贫农产
品，受到了消费者的青睐。

据统计，本次活动现场累计接待
团购客户345人次、达成意向性供货
协议5个；散客交易122单，销售额
3550元。

本报那大11月11日电（海报集
团全媒体中心记者王全印）11月11
日上午，2018年儋州市“互联网+爱
心消费扶贫”农副产品展销会活动在
儋州鼎尚广场举行，现场展销了贫困
户的农副产品、海产品等，热闹非
凡。据悉，当天儋州消费扶贫活动总

交易量超2.2万件，总交易额达14万
多元，仅儋州跑海咸鸭蛋线上交易就
达1061件。

据了解，儋州搭建爱心消费扶贫
展销会平台，帮贫困群众解决农特产
品销售难、卖价低问题。同时，儋州
市委、市政府鼓励广大群众积极参与

消费扶贫，为广大贫困群众早日脱贫
奉献力量。

“展销会上的海鲜不错，不仅
节省了挑选的时间，而且保质保
量，我选购了 650 多元的海鲜，觉
得特别好。”儋州市民钟女士说，能
通过购买贫困户的农产品增加贫

困户的收入，帮助他们尽快脱贫，
大家都愿意做。

在展销会现场，来自儋州市白
马井镇的林先生说，今天他购买了
600多元的农副产品，全部是贫困
户的，希望自己能帮助到更多的贫
困户。

儋州消费扶贫农副产品展销活动成果喜人

跑海咸鸭蛋一天线上卖出1061件

本报海口11月11日讯（海报集
团全媒体中心记者高鹏）海南爱心扶
贫网自10月16日上线以来，各种扶
贫产品线上热销，海报集团全媒体中
心记者了解到，10月16日—23日，
海南爱心扶贫网销售额为30.05万
元，其中14.54万元已经结算到贫困
户或合作社，剩余款项预计11月12
日结算。

陈树木是海口市永兴镇的贫困
村民。陈树木在帮扶下，种植了100
多棵番石榴树，以往番石榴成熟后，

他自己拿到市场去卖，价格不稳定。
自从把番石榴放在了海南爱心扶贫
网上销售，销路打开了，而且价格好
了，网上销售的价格比散卖的每斤大
概能多赚1.2元，今年收入预计会比
去年多一倍。“一个星期就卖了3万
余元，以前想都不敢想，海南爱心扶
贫网给我们搭建了产品销售平台，更
加坚定了我脱贫致富的信心。”陈树
木说。

“自从在海南爱心扶贫网线上销
售，真的想不到，我的鸡蛋一下子会

有这么多订单！”澄迈县老城镇贫困
村民李运山说，他的孩子有残疾，之
前他靠着打零工为生，赚来的钱还要
给孩子看病。在政府部门的大力帮
扶下，他建起了鸡舍，开始养鸡、卖鸡
蛋，现在共养了8000多只鸡，每天都
有鸡蛋收。

在镇政府和帮扶责任人的支持
下，李运山的鸡蛋在海南爱心扶贫网
上销售，起初他只订了几十个包装纸
箱，但大量的订单如雪花飘来，他赶紧
增加包装纸箱，每天发货。“上线第一

个星期，鸡蛋就卖了3万余元，销量非
常好。”李运山说，下一步，他计划扩大
养殖规模，让腰包越来越鼓。

李运山的鸡蛋在海南爱心扶贫
网销售火爆，帮扶责任人符厚雄为他
感到高兴。“以前，李运山的鸡蛋只能
拿到市场去卖，或者是到镇上、县里的
饭店挨个推销，销量、销路都成问题。”
符厚雄说，如今，李运山的鸡蛋销量很
好，海南爱心扶贫网能为贫困户解决
农产品卖难、卖价低等问题，提高贫困
户脱贫致富的信心。

我的鸡蛋一周卖了3万多元！
海南爱心扶贫网首批销售款已结算

本报定城11月11日电（记者邓
钰 特约记者司玉 通讯员陈春羽 王
丽云）“售罄！售罄！售罄！”11月11
日19时许，为期2天的定安县“互联
网+爱心消费扶贫”农副产品展销会
在定城镇海洲广场落下帷幕，全县
10个乡镇的500余位贫困村民所带
来的百余种扶贫产品销售一空，创
下了线上、线下总销售额210万元的
佳绩。

“展销会人气满满，瓜果蔬菜、禽
畜肉蛋、五谷杂粮，没有一样不畅销，
连平时在市场上略为冷门的豪猪也

都卖光了。”定安县龙门镇镇长苏汝
成介绍，龙门镇共组织了50余位贫困
村民带着豪猪、冷泉阉鸡、龙门花生等
20余种扶贫产品前来参展，到龙门展
位消费的市民络绎不绝，村民们虽然
累，但积极性非常高，“尤其是看到80
元/斤的豪猪都能热销，大伙发展豪猪
特色养殖产业的信心更足了。”

“我们合作社的阉鸡散养一年才
销售，品质虽好，可平时只能以 10
元/斤左右的价格卖给收购商，在展
销会能以18元/斤的好价格畅销，大
伙都非常高兴。”定安新竹沃山泉生

态种养专业合作社社长邓伦毅说，贫
困村民们在展销会中感受到了海南
爱心扶贫网强大的“卖货”能力，纷纷
决心多学习电子商务知识，让自家优
质的农副产品“触电上网”。

定安县商务局局长柯敏表示，新
竹芋头、新竹灵芝鸡和花生油都是本
届展销会的热门产品，尤其是定安黑
猪，更是当之无愧的“爆款”，销售额
可观。

“这些产品不仅卖得俏，价格也
卖得高。”柯敏说，这得益于定安近
年来不断发力打造特色农业品牌，

出现了新竹芋头、定安黑猪等一批
优质的农业品牌，受到广大消费者
的认可和喜爱。下一步，定安将把
发展产业扶贫与打造农业品牌紧密
结合，让更多贫困村民享受到品牌
农业的成果。

据了解，本届展销会由海南爱心
扶贫网联合定安县委、县政府共同主
办，也是海南爱心扶贫网上线后与地
方党委、政府联合主办的首场消费扶
贫线下大采购活动。展销会结束后，
定安贫困户的农副产品将会继续在
海南爱心扶贫网销售。

定安“互联网＋爱心消费扶贫”农副产品展销会购销两旺

贫困户惊叹消费扶贫效果好

第三期榜单出炉

定安获海南爱心扶贫网销量冠军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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咖啡师职业技能大赛
海南分区赛举办
前6名将参加全国总决赛

本报万城11月11日电（记者袁宇 通讯员
王清云）11月11日，首届全国咖啡师职业技能大
赛海南分区赛落下帷幕，来自海口、三亚、万宁、琼
中等地的22支队伍的44名选手，经过2天的角
逐，产生前6名。11月16日这些选手将代表海南
前往海口参加全国咖啡师职业技能大赛总决赛。
首届全国咖啡师职业技能大赛由中华全国供销合
作总社职业技能鉴定指导中心、人力资源和社会
保障部中国就业培训指导中心共同主办，其中海
南分区赛也是我省迄今为止承办的最高级别的咖
啡师职业技能大赛。

本次大赛为咖啡馆团队赛，每支队伍由咖啡
馆推选出的2名选手组成。比赛内容以模拟消费
者在咖啡馆随机点单，参赛者在20分钟内冲泡
20杯咖啡，包括拿铁咖啡、美式咖啡、手冲咖啡及
创意饮品等。大赛通过考查参赛选手的协作、速
度、创意及咖啡品质，检验咖啡馆的整体服务、团
队配合、创新与运营等能力。值得一提的是，本次
赛事裁判员均由国家裁判员持证执裁，以保证赛
事的权威性与公正性。

万宁开展名厨扶贫活动

贫困户学烹饪当厨师
本报万城11月11日电（记者袁

宇 通讯员梁振玮）“真没想到我能和
五星级酒店的大厨学做菜，我一定要
学好这项技能，找到工作脱贫致富。”
11月11日，万宁市万城镇下岗困难
职工许琼光与万宁石梅湾艾美度假酒
店行政总厨曾强辉结成师徒，他将跟
着曾强辉学做菜，学好后还有机会进
入酒店就业。

今年58岁的许琼光，因为缺少就
业技能，下岗后一直无法再就业，一家
人生活拮据。为了帮助像许琼光这样
渴望学习烹饪技术的贫困群众，万宁
市总工会通过餐饮行业协会协调省、
市级名厨，帮扶相关贫困群众学习烹
饪技能。

“首批共结成20对师徒，以后人
数还会增加。”万宁市总工会副主席吴
小莉介绍，得到名厨帮扶的贫困群众
中，既有农村贫困群众、农村待业青
年，也有下岗困难职工。名厨不仅一
对一给贫困群众传授烹饪技能，还会
推荐学有所成的人进入餐饮企业工
作。对于学厨成绩优异的农村贫困群
众，除推荐就业外，还有多种措施鼓励
其开办农家乐和小餐馆。

值得一提的是，万宁名厨扶贫活
动还积极动员餐饮企业、酒店等对接
扶贫种养合作社、贫困户，订购蔬菜水
果、畜禽肉蛋、水海产品、五谷杂粮等
农副产品，以订单稳定合作社与贫困
户的生产信心。

琼海定安联手除“榔烟”
跨区域协作联防联治显效

本报海口11月11日讯（记者周晓梦 通讯
员孙秀英 实习生叶映彤）土法熏烤槟榔黑灶“躲
在”市县交界处的监管盲区，该由谁来管？面对这
一问题，琼海市和定安县给出的答案是“一起管”。

今年 10月 29日，琼海利用无人机航拍发
现，在琼海与定安的交界地带有多处土法熏烤
槟榔点位正冒出滚滚“榔烟”。在得知情况后，定
安县迅速进行现场调查核实，开展打击行动，拆除
5处土法熏烤槟榔点共294个土炉。市县之间跨
区域协作、联防联控除“榔烟”的行动，这在我省尚
属首次。

“我们那天用无人机航拍，拍到了3处槟榔黑
灶冒烟点，当时烟正往天上冒，很明显。”琼海市有
关工作人员介绍，通过经纬度定位分析，他们发现
冒烟点位于琼海与定安两市县的交界处的南冬
岭。该山岭一侧位于琼海市万泉镇内，另一侧则
位于定安县翰林镇内。

“这其中有个别加工点是我们前期巡查时发
现的，但当时无法定位和取证，此次拍到照片后，
我们立即就将相关情况上报。”万泉镇规建所负责
人、长期组织开展万泉镇辖区内打击土法熏烤槟
榔行为的工作人员王杨说。

就在当天，拍摄到土法熏烤槟榔加工点的消
息，很快传到了南冬岭的另一侧——定安县。

“接到消息后，我们立即通过经纬度查询、
奥维地图查找、多头核实点位，准备赶往现
场。”定安县生态环境保护局负责人吴英艳
说，当时获知情况后，县环保、农业、综合行政
执法等部门和属地镇府现场联合执法，进行调
查核实。

“排查后，当天晚上8点多我们在翰林镇中
瑞居，也就是原中瑞农场水坡二队、四队、五队发
现了槟榔土法熏烤点位，当时土炉前还有工人在
干活，烧着火冒着烟。”定安县翰林镇镇长王昌辉
说，他们通过扩大排查范围，在附近还发现了另
外两处熏烤点位。执法人员现场勒令加工点停
止熏烤行为，并于次日对确认的熏烤点下达《取
缔传统槟榔熏烤加工点通知书》，组织强制拆除
近300个土炉。

槟榔是我省重要的传统经济作物，但近年来
其粗放加工模式带来的污染问题，给生态环境质
量造成不小压力。省生态环境厅有关负责人表
示，今年10月以来，因季节转换，风向由东南风为
主转为东北风为主，叠加外来输入性污染物和部
分市县土法熏烤槟榔黑果等因素影响，导致省环
境空气质量下降明显。在大气污染防治工作上，
市县应积极开展跨区域协作，注重发挥出“1+1>
2”的大气污染防治联动作用。

另一方面，业内人士指出，健康环保是海南
槟榔业发展的必由之路，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
从来不是相悖的，各市县各部门要在加快推进
槟榔产业绿色加工转型升级上下功夫，让槟榔
在市场上更“吃香”，既要“优良大气环境”又要

“槟榔绿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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