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本省新闻 2018年11月26日 星期一
值班主任：蔡潇 主编：罗安明 美编：陈海冰A03 综合

脱贫致富电视夜校今晚播出

介绍海口石山镇
乡村振兴经验

本报海口11月25日讯（记者
陈蔚林 实习生叶润田）第111期海
南省脱贫致富电视夜校将于11月
26日20时在海南综合频道、20时
30分在三沙卫视，12月2日16时
20分在旅游卫视播出。

本期脱贫致富电视夜校邀请海
口市秀英区石山镇委书记胡余亨为
大家介绍石山镇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的经验做法。

观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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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视夜校栏目组的扶贫农
产品线下售卖活动继续推出贫困户
的农特产品。

本报海口11月25日讯 （海报
集团全媒体中心记者周静泊）11月
25日，第五期海南爱心扶贫网销售
榜单公布，陵水黎族自治县以364
万元的农产品销售额跃居销量排行
榜榜首，陵水本号镇电商扶贫中心
的扶贫茶树菇蝉联订单排行榜冠
军。陵水扶贫圣女果则成为“黑
马”，上线不到一周便热销4102件，
居订单排行榜第三名。截至11月
25日16时，上线不到两个月的海南
爱心扶贫网销售总额1652.47万元。

据了解，此前在销量排行榜上
排名靠后的陵水在本周跃居销量排
行榜榜首，海垦、海口分别居销量排
行榜第二名、第三名。而来自陵水
的扶贫茶树菇在海南爱心扶贫网上
销售火爆，蝉联订单排行榜冠军。

陵水在本期海南爱心扶贫网榜
单中摘得“双料”冠军，得益于11月
23日至24日举办的陵水消费扶贫
产品大集汇强大的“带货”能力。

陵水“爱心采购，倾心扶贫”消
费扶贫大集汇人气颇旺，该县11个

乡镇带来坡村鹿茸、良亚草鸭、阉
鸡、墨鱼干、马鲛鱼等近百种优质特
色扶贫农产品，吸引众多市民游客
前来抢购。许多贫困村民摆出的农
产品销售一空。比如新鲜上市的陵
水圣女果就很受消费者的欢迎，现
场展销的100斤圣女果在几个小时
内售罄。消费者的购买热情从线下
延伸到线上，让在海南爱心扶贫网
上线仅几天的陵水圣女果销量迅速
超过许多其他种类的扶贫产品。

据统计，为期两天的陵水消费

扶贫产品大集汇农产品销售总额
313.4万元，帮助不少贫困户解决了
农产品销售难题。

11月20日，白沙黎族自治县举
办2018白沙电商消费扶贫购物季，
红心橙、五脚猪、百香果等特色农产
品在现场热销。11 月 18 日至 25
日，海南爱心扶贫网上白沙扶贫农
产品的销售额也快速增长，总销售
额突破130万元。

本期海南爱心扶贫网销量排行
榜前五名都已跻身“百万俱乐部”。

记者注意到，前五名的陵水、海垦、
海口、定安、白沙都已陆续举办过线
下消费扶贫集市。由此不难看出，
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模式可以更好地
带动扶贫农产品的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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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旨在
通过推动消费扶贫的方式助力我省
打赢脱贫攻坚战。

海南爱心扶贫网第五期销售榜单出炉

陵水斩获销量订单“双料”冠军

■ 本报记者 尤梦瑜

首届海南岛国际电影节将于2018
年12月9日至16日在三亚市举办。海
南日报记者从电影节组委会了解到，目
前，电影节各项筹备工作正在有条不紊
推进，一个汇聚国内外影视名家、涵盖
多门类活动的全新国际电影节即将在
辞旧迎新的12月与全球影迷见面。

近日，首届海南岛国际电影节主
视觉海报正式发布。海报将椰树、
海滩等海南岛特色景观元素与电影
主题元素巧妙融合，寓意海南岛国
际电影节将留存影史，电影将成为
海南的又一地方特色。

推动产业发展
孕育全新电影节

据悉，海南岛国际电影节将以“全
年展映、全岛放映、全民观影、全产业
链”作为目标，打造兼具专业性和国际
化的“永不落幕的电影节”。同时将充
分利用海南岛独特的自然环境和气候
优势，打造成海岛全域性电影节，逐步
实现在全年不同季节放映不同主题、
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影片。

据组委会相关负责人介绍，此次
发布的电影节主视觉海报利用辅助图
形将椰树叶元素进行艺术化呈现，辅
助元素则结合椰树的树叶形态和电影
胶片形状，进行了创意融合。

海报上满眼的绿色让人联想到
海南优良的生态环境这一“绿色”招
牌。美丽的自然景观为海南带来了
成为天然“摄影棚”的先天优势。近
年来，海南抓住自然生态环境这一
优势，通过在硬件搭建、政策扶持等

“后天”因素上发力，全面推动影视
产业发展。

近年来，中国（海南）电影投资高
峰论坛、海南岛专题影展系列活动先
后在我省举办。海口、三亚等市县相
继推出优惠力度较大的政策，吸引了
一批有实力的影视公司来海南落户。

令人欣喜的是，海南本地的影视
创作力量也正崭露头角。多部本土影
视作品均在中外电影节、评奖活动中
收获荣誉。这些海南本土电影人创作
的影片向世界展示海南风光和本土文
化的同时，也促进了海南影视文化界
与外界的交流。

产业发展环境的逐步优化、电影
文化活动的日益丰富、本土电影势
力的崛起，让海南在发展影视产业
方面逐步“蓄能”，也为海南举办一
个属于自己的国际电影节做好了全
方位准备。

打造国际文化品牌
助推自贸区自贸港建设

今年4月1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
庆祝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30周年大会

上宣布，党中央决定支持海南全岛建设
自由贸易试验区，支持海南逐步探索、
稳步推进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建设。
海南迎来了历史性的发展机遇。

建设国际旅游消费中心这一具体
定位对海南提出了新要求。眼下，海
南着力推动文旅融合，通过打造更为
国际化的文化活动吸引国内外游客。
三亚国际音乐节、国际戏剧协会70周
年庆典暨首届海口戏剧周活动……各
类精彩的文化活动接连举办，并形成
了一定的品牌影响力。当前，海南正

在推进自贸试验区建设，首届海南岛
国际电影节在大海之南这片正吸引世
界目光的沃土上应运而生。据了解，
首届海南岛国际电影节将通过邀请中
外影视名家、举办中外影视学术交流
活动等举措提升其国际化程度。

今年底，海南还将举办多项文化
活动。一个个能够体现海南开放包容
姿态的国际文化活动在赋予自贸区、
自贸港建设文化驱动力的同时，也将
用国际化符号讲好海南故事。

（本报海口11月25日讯）

首届海南岛国际电影节助力文化新发展

光影盛会铸造自贸区国际新名片

■ 本报记者 刘梦晓

“真没想到，我生产的小银鱼干
能在海南爱心扶贫网上卖得那么
好！”临高县新盈镇新盈村贫困村
民林春发近日见到海南日报记者
时，让记者转达对海南爱心扶贫网
的谢意。在此前揭晓的第三期海
南爱心扶贫网订单排行榜中，他生
产的小银鱼干卖出3945件，位列榜
单第三名。

林春发是家里的主要劳动力，由
于没有技术特长，过去主要靠打零工
维持生活，一家人生活贫困。

2014年，新盈村村干部陈斌开
始负责村里的扶贫工作。在对村里

贫困户的情况进行了解后，陈斌认
为，贫困户发展不起来主要是因为

“路子不对”。
为了让贫困户尽快脱贫，陈斌动

员有出海能力的贫困村民跟着船老
大出海打渔，每个月可领到4000元
工资。林春发报了名，开始在渔船上
务工。

仅靠务工，贫困村民脱贫的成效
还不够显著。为此，陈斌又想出了

“多条腿走路”的办法，他利用新盈村
附近海域出产的海鲜质量好的优势，
动员贫困村民加工制作海鲜干货，通
过卖海产品赚钱。

林春发对陈斌的建议十分赞
同。从去年开始，每次出海，林春发

都捕捞一些小银鱼。渔船靠岸后，立
即加工小银鱼。一般情况下，清洗干
净的小银鱼晾晒2到3天，就可以制
成小银鱼干打包出售了。

林春发说，小银鱼干营养丰富，
且味道鲜美，在当地很受群众欢迎。

小银鱼干卖得好，让林春发很高
兴。不过高兴的同时，他也有烦恼：
肩挑小银鱼干到镇上和县城的集市
去卖，不仅耽误时间，销售量也难有
大的突破。

今年9月底，临高县农村电子
商务平台上线，陈斌帮助林春发把
小银鱼干“搬”上网销售，帮助林春
发打通了新销路。10 月，陈斌又
帮林春发将小银鱼干“搬”上了海

南爱心扶贫网这个更大的销售平
台。此后，林春发的小银鱼干订单
不断。

为了帮助其他贫困村民增收，林
春发还请新盈村苏秀英、许吊尾等多
名因身体原因无法出海务工的贫困
村民来帮他晾晒加工小银鱼，给他们
支付一定的酬劳。

“自从小银鱼干在海南爱心扶
贫网上销售以来，我们的收入不断
增加，幸福感满满！”林春发说，如
今自己生产的小银鱼干成了“网
红”农产品，不愁销路，希望村里的
贫困村民一起发展这个产业，早日
脱贫致富。

（本报临城11月25日电）

勤干加巧干，将海产品干货“搬”上互联网销售

贫困户的小银鱼干成了“网红”产品

关注首届海南岛国际电影节

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

“海星计划”实施一年多来
百名先心病患儿重获健康

本报海口11月25日讯（记者符王润 实习
生孙永超 曾滢西）11月24日，海南省儿童医院
迎来了33名前来复诊的孩子。他们是在海南省
妇幼保健院、国家儿童医学中心合作实施的“爱佑
济困、海星计划”公益项目中受益的患儿。据统
计，该项目实施一年多来，共完成101例先天性心
脏病手术，助百余名患儿重获健康。

2017年10月，海南省妇幼保健院与国家儿童
医学中心及爱佑慈善基金会合作启动“爱佑济困、
海星计划”公益项目，为我省先天性心脏病患儿尤
其是贫困先天性心脏病患儿提供诊断和治疗服务。

这个项目实施以来，在上海儿童医学中心刘锦
纷教授团队的支持下，海南省妇幼保健院逐步培养
了一支能够独立开展先天性心脏病手术的队伍，让
越来越多的先天性心脏病患儿不用出岛也能接受
手术治疗。2018年5月，海南省妇幼保健院小儿心
胸外科正式设立，填补了我省没有小儿心胸外科的
空白。如今，医院先天性心脏病治疗团队已独立完
成先天性心脏病手术38例，能够为海南患有心胸
外科疾病的儿童提供优质的诊疗服务。

省妇联开展“反家暴日”宣传活动
为社会和谐贡献巾帼力量

本报海口11月25日讯（记者陈蔚林 实习
生叶润田）11月 25日是“国际反家庭暴力日”。
一大早，省妇联就联合海南政法职业学院，在海口
市人流量较大的海秀东路明珠广场、长堤路钟楼
等地开展“国际反家暴日”宣传教育活动。

活动现场，省妇联干部、律师志愿者、巾帼志
愿者及海南政法职业学院普法宣传志愿者热情
地向过往市民游客发放涵盖《中华人民共和国反
家庭暴力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
等内容的宣传册及宣传折页，并设咨询台提供心
理咨询和法律咨询，重点宣传家暴危害和解决途
径等知识。

海南日报记者注意到，活动期间，不仅路过的
女性主动在反家庭暴力条幅上签字，不少男性也
纷纷签字表示支持。在明珠广场经营一家裁缝店
的市民陈琳签名后，还在袖口佩戴了承诺不参与
家庭暴力的白丝带。他认为，每一位公民都应该
为维护平等、和睦、文明的家庭关系尽一份力。

据了解，近年来，我省各级妇联通过完善妇女
儿童维权机制、提供信访咨询服务等方式，让妇联
组织服务妇女群众的举措更加有力。截至目前，
我省已构建起集维权服务热线、维权服务站、司法
救济、行政救济等于一体的妇女儿童维权网络，累
计接待信访群众1909人次，发放妇女儿童维权救
助资金32万元，帮助100余名信访妇女儿童解决
生活困难和经济困境。

当天，省妇联相关负责人还走进海南政法职
业学院，为普法志愿者作了题为《落实妇女十二大
精神 切实维护妇女儿童合法权益》的专题讲座。
我省各市县妇联也纷纷开展“国际反家庭暴力日”
宣传教育活动，推进“平安家庭创建”工作。

包案下访
2年化解信访积案153件
◀上接A01版

去年以来，儋州市将历史遗留的信访积案化
解任务写进党代会报告，对关乎群众切身利益的
95宗历年信访积案实行市领导包案并带案下访
的新做法。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市长、
市政协主席、市政法委书记主动包案解决难度最
大的信访积案，带领相关责任部门负责人，到实
地了解相关积案情况，专题研究积案化解措施。

在实行领导包案的同时，加大经费投入，化解
历史遗留下来的“钉子案”“骨头案”，如投入650万
元解决残疾退伍军人等六个涉军群体信访问题、
投入2114万元解决大宝水泥厂职工安置问题、投
入580万元解决民办教师遗留问题……据统计，
过去两年，儋州市拿出1.2亿多元化解153件历年
信访积案，力度之大前所未有。

儋州市信访局局长黄德钊说，儋州市委、市政
府高度重视信访工作，强调信访积案多是人民反
映比较强烈的历史旧账，都是政府欠下的“民生
账”，无论难度多大，只要合理合法，政府都要立足
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解决，尽全力提升人民群众
信访获得感。

电影节组委会发布的首届海南岛国际电影节主视觉海报。

鄂尔多斯蒙古族历史文化展
五指山开展

本报五指山11月25日电（记者贾磊）11月
23日，“八百年不灭的神灯——祭祀成吉思汗的
鄂尔多斯蒙古族历史文化展”开幕式在位于五指
山的海南省民族博物馆举办。

开幕式上，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博物馆馆
长窦志斌介绍，此次展出为海南与内蒙古联合举
办的文化交流活动之一。上个月，海南省民族博
物馆在鄂尔多斯博物馆举办了主题为“技夺天工，
艺韵流芳——海南黎族传统公益展”。该公益展
凭借鲜明的民族文化特色给鄂尔多斯百姓带来了
一场文化盛宴。

此次“八百年不灭的神灯——祭祀成吉思汗
的鄂尔多斯蒙古族历史文化展”除了展出160余
（件）套极具代表性的文物，还集中展示了“成吉思
汗祭典”等3个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展出持
续至明年2月25日，公众可免费观展。

海南省民族博物馆馆长李华权表示，省民族
博物馆与鄂尔多斯博物馆交流布展，为两地观众
搭建起了一个了解对方历史文化的平台，为两地
间的文化交流作出了贡献。

排名 地区 销售金额（元）

1 陵水 3640127.90
2 海垦 3081844.64
3 海口 3077506.48
4 定安 1921475.67
5 白沙 1309809.31
6 澄迈 566311.49
7 乐东 523116.64
8 临高 476784.80
9 三亚 401483.40
10 琼海 34801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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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日16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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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日16时

海南爱心扶贫网订单排行榜（第五期）

排名 商品名称 累计销售量（件）

1「陵水」本号镇电商扶贫中心的扶贫茶树菇 6437
2「乐东」海南顶香生态农业公司的扶贫农家鸡蛋 4606
3「陵水」陵水电商扶贫中心的扶贫圣女果 4102
4「临高」贫困户林春发的小银鱼干 4070
5「琼海」忠锐农业开发公司的生态大米 3971
6「三亚」育才生态区的扶贫百香果 3482
7「乐东」春源子民农民合作社的扶贫哈密瓜 3409
8「白沙」富涵家禽专业合作社的虫草鸡蛋 3169
9「海垦」海垦南金农场公司的扶贫南海茶 2996
10「白沙」陨石岭咖啡专业合作社的挂耳式咖啡 2564

海南爱心扶贫网销量排行榜（第五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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