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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口新增白萝卜为“一元菜”

本报海口12月19日讯（记者郭萃 通讯员
蔡璐）海南日报记者12月19日从海口市菜篮子
产业集团获悉，该集团调运410吨蔬菜应对近期
冷空气持续影响等因素造成的菜价波动，同时从
即日起，“菜篮子”末端网点新增白萝卜为“一元
菜”品种。2019年元旦前后，该集团还将在海口
增设60个平价菜便民网点。

据了解，海口菜篮子蔬菜保供基地近期已调
整生产计划，扩大蔬菜种植面积。目前，菜篮子基
地叶菜整地、备耕及种植面积已达3600余亩，主
要种植菜心、上海青、黑叶白、地瓜叶、空心菜、小
芥菜等本地叶菜，日供应量达12吨。

在末端销售方面，海口菜篮子产业集团已调
运储备410吨蔬菜，全力保障“菜篮子”末端销售
网点蔬菜供应充足，储备土豆、白萝卜、莲花白、生
菜等18个蔬菜品种。从12月19日起，“菜篮子”
末端网点新增白萝卜为“一元菜”品种，目前“一元
菜”储备量为120吨。

海口菜篮子产业集团相关负责人介绍，该集
团计划于2019年元旦前后陆续在海口增加设置
60个平价菜便民网点，方便市民购买平价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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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口龙华区63户
农户喜领分红

本报海口12月19日讯（记者
郭萃）“梁定超 1200 元，韦世金
1200元……”12月19日，在位于海
口市龙华区的海南新发地万亩蔬果
产业园内，龙泉镇和新坡镇的63户
贫困户和脱贫户共领取入股分红
8.48万元。

当天上午，在海南新发地现代
农业发展有限公司产业扶贫第四
期入股分红发放仪式现场，村民们
排着队等着按手印领分红，个个脸
上洋溢着笑容。

去年入股4000元的龙泉镇美
仁坡村定文村民小组贫困户吴岳
全，首次领到400元分红。“入股后
每年都有分红，政府帮扶力度这么
大，我们自己也要更加努力！”他告
诉海南日报记者，今年家里种了2
亩苦瓜、甜椒、豇豆等冬季瓜菜，所
有的种苗都是新发地公司免费提
供的，种植过程中新发地公司还提
供技术指导。

据了解，2016年至今，龙华区
已有199户贫困户入股新发地公司
的产业扶贫项目，共领取分红51.7
万元。近两年多来，新发地公司实
施“3+X”帮扶方案，通过“产业帮
扶”“带动生产”“转移就业”3种方
式带动贫困户增收致富，并为贫困
户提供金融等其他方面的服务。

“3+X”帮扶开展以来，新发地
公司已为贫困户举办瓜菜种植技
术培训班11期，向贫困户及其他
农户发放瓜菜种苗1000多万株，
带动农户种植瓜菜5000多亩。帮
助104户贫困户申请“扶贫担保贷
款”170万余元。

本报海口12月19日讯（记者计思佳 实习
生刘禹彤）海南日报记者12月19日从海口市城
市管理委员会获悉，该市日前正式印发《海口市牌
匾标识设置导则》（以下简称《导则》），将全市主次
干道两侧沿街界面分为三级牌匾标识设置路段，
并明确了牌匾标识设置负面清单。

牌匾标识包括单位名称牌匾标识和楼宇名
称牌匾标识。《导则》明确，原则上每个单位在每
处办公场所只能设置一处单位名称牌匾标识。
如果单位所在建筑有面向不同道路多个主要出
入口的，可在每个主入口各设置一处单位名称
牌匾标识。楼宇名称类牌匾标识设置需遵守

“一楼一名”原则，原则上只允许在建筑物（含裙
房）实体墙面或玻璃幕墙上设置。在建筑物底
层裙楼部分设置楼宇名称的，其数量不得超过
建筑物的主要出入口数量，底层以上部分最多
设置一块。

海口将全市主次干道两侧沿街界面分为三级
牌匾标识设置路段。滨海大道等15条道路被划
分为一级设置路段，长滨三路等42条道路被划分
为二级设置路段。在一级设置路段内鼓励设置有
创意、有个性、有品味的牌匾标识设施。

海口规范主次干道
沿街界面牌匾标识设置
一级路段鼓励标牌有创意有个性

■ 本报记者 袁宇 通讯员 陈燕清

“今年我家收入超过4万元，还
住上了危房改造后的新房，今年舂粑
节要好好庆祝一下！”12月19日一大
早，万宁市大茂镇联光村贫困村民林
新福赶往村委会办公楼前，参加在那
里举行的舂粑节活动。

林新福到达时，联光村委会办公
楼前已经很热闹。参加舂粑节活动
的村民和帮扶干部一齐出力，你劈椰
子、我刨椰丝，大家忙得不亦乐乎。
一旁甑子中蒸着的米饭散发出阵阵

香气。“要舂粑啦！”两位体格健壮的
村民撸起袖子，你一杵、我一杵，很
快，第一臼糍粑便制作出来了。大伙
走上前去，一起品尝美食。

“举办舂粑节活动，是为了激发
贫困村民脱贫致富的内生动力。”大
茂镇联光村脱贫攻坚中队中队长林
斯瑜说，希望贫困村民能在舂粑的过
程中体会到“幸福都是奋斗出来的”，
靠自己的双手早日实现脱贫致富。

参加完舂粑节活动，联光村贫困
村民林斯强说：“在党和政府的帮扶
下，赚钱的机会越来越多了。我现在

既可以在镇上的木材厂务工，木材厂
没有活的时候还可以去村里的合作
社务工，一年能赚2万多元。”

“椰子粑就像生活，只有付出劳
动和汗水才能尝到好滋味。”林新福
说，参加舂粑节活动，自己的感触特
别深。“我们一家4口，以前发展动力
不足，日子过得拮据。而现在我在家
做竹编，大女儿在三亚务工，再加上
入股了合作社每年能领到5000多元
分红，日子越过越好。以后，我打算
发展养殖产业，拓宽收入渠道。”

联光村贫困村民林先学说，现在

村里已经创办了3家农民专业合作
社，发展种养产业，“我要加把力发展
生产，主动联系合作社找工作，绝不

‘等靠要’。”
据介绍，联光村有建档立卡贫困

户61户共286人。在万宁相关部门
的大力帮扶下，目前，全村已有53户
共259名贫困村村民实现脱贫。剩
余8户贫困户计划于2019年脱贫。

在舂粑节活动中，大茂镇委、
镇政府相关负责人及联光村“两
委”干部、定点帮扶责任人等还为
联光村贫困村民捐赠了6700元爱

心款。联光村党支部书记林先权
表示，这笔钱将用来购买米、油等
物资，作为新年节日慰问品发送给
贫困村民，“让贫困村民和大家一
起开开心心地迎接新年。”

万宁市扶贫办相关负责人表
示，干部们在开展扶贫工作时，除
了认真宣传讲解党和政府的扶贫
政策外，还应结合实际情况开展特
色活动，加大贫困村民的参与度，
提高他们的认同感、满意度，激发
他们脱贫的内生动力。

（本报万城12月19日电）

“幸福都是奋斗出来的”
——万宁大茂镇联光村舂粑节见闻

■ 本报记者 易宗平

风起处，绿油油的瓜菜叶轻轻摇
曳，田野上一片勃勃生机。12月19
日，提起三亚市南繁科学技术研究院
的技术指导，五指山市番阳镇加艾三
村脱贫村民徐翠景感激地说：“我学
会嫁接技术后，青瓜产量更高，终于
摘掉了‘穷帽子’，多亏黄镇长手把手
地教我们！”

徐翠景所说的“黄镇长”名叫黄
庆文，是三亚市南繁科学技术研究院
技术员，今年1月被派驻五指山市番
阳镇担任科技副镇长。

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黄庆
文到番阳镇工作后，了解到农民种植

的农产品产量不高，于是多次发动村
民尤其是贫困村民学习种植、养殖技
术。今年7月，他先后带着番阳镇的
60名贫困村民赴三亚市南繁科学技
术研究院的种植基地，共举办了5期

“民生第一课堂”青瓜嫁接技术培训
班。“在基地、田间的现场教学，让参
加培训的村民掌握了嫁接技术，使他
们种植的青瓜嫁接成活率提高到
90%以上。”黄庆文自豪地说。

像黄庆文这样向贫困村民传授生
产技术的南繁技术骨干，还有三亚市
南繁科学技术研究院研究员杨小锋。

作为三亚市育才生态区那受村
驻村第一书记的杨小锋，在村里举办
了多期种植、养殖技术培训班，同时

还对口联系、帮扶贫困村民苏其文。
在杨小锋的鼓励和支持下，苏其

文与另外4户贫困户合作建起了20
亩百香果果园，已顺利脱贫。“今年前
11个月，我家种植、养殖和务工赚的
钱超过5万元。”苏其文笑着说，杨小
锋的帮扶和技术指导，让自己家的日
子越过越好。

跟杨小锋一样，孔祥义也是一位
“把论文写在大地上”的农技专家。

现任三亚市南繁科学技术研究
院研究员、南繁作物与植保研究中心
主任的孔祥义，曾多次到三亚市育才
生态区那受村、五指山市番阳镇加艾
三村、东方市大田镇俄乐村等地开展
生产技术培训。他深有感触地说：

“引导村民尤其是贫困村民认真学习
种植、养殖技术，再通过他们把种养
技术教给其他村民，让贫困户变为脱
贫户，让脱贫户成为带动户，发挥先
富帮后富的互助精神，农村地区脱贫
的步伐就会加快。”

这种“传、帮、带”的扶贫机制正
在我省一些市县发挥作用。三亚市
南繁科学技术研究院院长柯用春介
绍，近3年来，该院在全省各市县成功
转化南繁新品种20多个、新技术10
多项。其中，每年推广种植豇豆、青
瓜、西甜瓜等瓜果菜逾20万亩。他表
示，要进一步推动南繁科研成果转化
为生产力，让更多农民依靠科技脱贫
致富。 （本报三亚12月19日电）

三亚南繁科学技术研究院向多市县派驻科技人员，推广种植瓜果菜

为脱贫攻坚提供科技引擎

省检一分院对屯昌22人
涉黑案提起公诉

本报海口12月19日讯（记者金昌波）海南
日报记者从省检察院获悉，近日，被告人郭某、陈
某汉、林某莉、王某权、庞某光等22人涉嫌犯组
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故意杀人罪、故
意伤害罪、贩卖毒品罪、聚众斗殴罪、敲诈勒索罪、
寻衅滋事罪、强迫交易罪、非法拘禁罪、开设赌场
罪、窝藏罪一案，已由海南省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
向海南省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

检察机关在审查起诉阶段依法告知了被告人
郭某等22人享有的诉讼权利，并依法讯问了被告
人，听取了其委托的辩护人的意见。海南省人民检
察院第一分院起诉书指控：2012年至2017年间，
被告人郭某纠集陈某汉、林某莉、王某权、庞某光等
人以暴力、威胁等手段，在屯昌县屯城镇、枫木镇等
地为非作歹，肆意实施了故意杀人、故意伤害、贩卖
毒品、聚众斗殴、敲诈勒索、寻衅滋事、强迫交易、非
法拘禁、开设赌场、窝藏罪犯等违法犯罪行为，并逐
步形成了以郭某为组织者、领导者的20余人的黑
社会性质组织，严重扰乱他人生产、生活和经营，破
坏当地的社会秩序，造成极为恶劣的社会影响，依
法应当以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故意
杀人罪、故意伤害罪、贩卖毒品罪、聚众斗殴罪、敲
诈勒索罪、寻衅滋事罪、强迫交易罪、非法拘禁罪、
开设赌场罪、窝藏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扫黑除恶进行时

本报海口12月19日讯（记者良
子 特约记者宋洪涛 通讯员陈炜森）
海南日报记者12月19日从省公安厅
网警总队了解到，全省公安机关部署

“净网2018”专项行动以来，充分发挥
职能作用，探索建立长效机制，依法严
厉打击各类网络违法犯罪，取得显著
成效。

截至目前，我省公安机关删除、封
堵网上违法有害信息16万余条；各类
网站在公安机关备案1966家，已纳入
安全防护平台的网站71家；涉网案件
侦破工作成绩显著，全省共侦破涉网
案件3952起，抓获违法犯罪嫌疑人
3864名。

各市县公安部门加大对违法网
站、互联网企业的行政处罚力度。专

项行动开展以来，全省网警部门共检
查网站和互联网企业1388家，关闭网
站12家、暂停服务20家、罚款89家、
行政警告84家、约谈整改268家。

近期，白沙、昌江、澄迈、临高等地
警方“净网2018”专项行动再掀高潮，
侦破了一系列案件，进一步彰显了我
省公安机关坚决打击网络违法犯罪，
营造清朗网络空间的鲜明态度和坚定
信心。

“净网 2018”专项行动开展以

来，昌江技网大队连续成功侦破公安
部及省级督办电信网络诈骗案件，抓
获主要犯罪嫌疑人11名，查扣涉案
计算机 6台、手机 20部、银行卡 38
张、U盾14个、轿车1辆、营业执照8
张及其他赃款赃物一批，摧毁实施
电信网络游戏诈骗平台 2个，端掉
诈骗窝点2个，涉案金额高达约200
万元。

今年5月初，昌江技网大队工作人
员发现，以关某志为首的犯罪团伙在互

联网上开设虚假网络游戏币交易网站，
并组织多人冒充网站客服人员以游戏充
值、结算代理等理由对被害人实施诈
骗，涉案金额高达80余万元，近百名受
害人分布在全国10个省市。

该案被公安部确定为“净网
2018”专项行动挂牌督办案件。经过
近3个月的缜密侦查，以关某志为首
的犯罪团伙浮出水面。日前 ，昌江公
安局调集60名警力，组建6个抓捕小
组，分赴海口、三亚、东方等地，将关某

志等7名主要犯罪嫌疑人全部抓获，
现场缴获涉案物品一批。该网络诈骗
案成功告破。

昌江技网大队在侦办这宗网络
诈骗案件过程中，挖出了以洪某颖为
首的另一个电信网络诈骗团伙。11
月 21日，昌江技网大队会同昌江公
安局刑侦大队出击，在东方将洪某颖
等4名主要犯罪嫌疑人抓获，查获涉
案物品一批，又侦破了一宗重要的涉
网案件。

海南“净网2018”侦破涉网案件3952起，抓获嫌疑人3864名

雷霆出击 净化网络空间

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

■ 本报记者 邓钰 特约记者 司玉
通讯员 张博

“看，螃蟹出来吃食了。”12月19
日下午，在定安县黄竹镇高山村的一
处水塘边，养殖工人吴雪元端着铁
盆，将盆中由玉米、虾米和螺肉混制
而成的饲料抛洒向塘中，水面不时出
现螃蟹浮游抢食的身影。

凑近观察，这群螃蟹的样子与常
见的本地螃蟹不同，它们体型圆润、
螯足长有细密的绒毛。

“这是来自江苏阳澄湖的大闸
蟹，今年才来海南‘安家’。”吴雪元告
诉海南日报记者，今年3月，中越恒
丰旅游产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中越公司）在定安试养首批大闸蟹。
从9月底开始，大闸蟹陆续成熟，迅

速被订购一空。
中越公司成功养殖大闸蟹引

起了定安渔业局的注意。如今，该
局计划以“企业+合作社+贫困户”
模式，将大闸蟹养殖作为特色扶贫
产业在全县推广，在定安打造集养
殖、加工、销售为一体的大闸蟹产
业链。

标准化养殖
阳澄湖大闸蟹“迁居”定安

大闸蟹因肉质鲜甜、脂厚膏肥等
特点，受到广大消费者喜爱。大闸蟹
中，阳澄湖大闸蟹最为出名，可谓“一
蟹难求”。

“大闸蟹的养殖效益虽高，养
殖难度也大。”定安渔业局局长王
裕锋介绍，该局曾多次组织本地企
业学习养殖技术试养大闸蟹，然而
娇贵的大闸蟹总因“水土不服”大

批死亡。
2017年11月，中越公司来海南

寻找合适水域发展大闸蟹养殖产
业。“经过多次考察，我们决定将养殖
基地落户在定安。”中越公司项目管
理部主任钱惠良介绍，定安生态良
好、水质优良且受台风影响较小，适
合养殖大闸蟹。

完成挖塘、清塘、种植水草和
培养浮游生物等准备工作后，今年
3月，中越公司从阳澄湖选购蟹苗
运往高山村的养殖基地试养，在占
地38亩的7个蟹塘内投放蟹苗3.8
万只。

“要在定安养好阳澄湖大闸蟹，
可得费一番心思。”拥有25年大闸蟹
养殖经验的吴雪元介绍，为了保证大
闸蟹的成活率，必须采用标准化养殖
技术，一方面要保证蟹苗的质量，只
有体质健壮、免疫力强的健康蟹苗，
才被允许放入蟹塘；另一方面，对饲

料质量也科学管控，饲料以天然食物
和鱼虾为主，不添加抗生素；此外，还
要种植水草，为大闸蟹营造绿色生态
的生长环境。

经济效益好
定安计划明年养殖500亩

9月底，高山村的大闸蟹陆续成
熟，中越公司为定安大闸蟹打上“石
螺湖”商标，开始进行销售。来自定
安的大闸蟹很快被订购一空，销往北
京、上海、广州等城市。

“定安的大闸蟹，肉质鲜美、膏腴
丰满，大小、肉质与在阳澄湖养殖的
差别不大。”钱惠良笑着说，公司已陆
续销售“石螺湖”大闸蟹近2.4万只，
销售收入达220万元。

“更令人欣喜的是，在定安养
大闸蟹成活率非常高。”钱惠良算
了一笔账，今年，该公司共投入50

万元，开辟38亩蟹塘。保守估计，
一亩蟹塘投放蟹苗 1000 只，70%
可存活，半年之后可收获700只成
品蟹，其中大约 60%，即 420 只大
闸蟹的净重在200克以上，出塘批
发价可达每只100元，其余大闸蟹
每只重量在200克以下，出塘批发
价每只 50 元。除去各项成本，养
殖大闸蟹一季单亩水面纯利润超
过4万元。

“我们计划推广大闸蟹养殖，助
推定安产业结构调整，带动贫困户
增收。”王裕锋表示，该局将推动中
越公司与定安县现代农业发展有限
公司合作，构建具有定安特色的大
闸蟹养殖技术标准体系，通过“企
业+合作社+贫困户”的模式推广大
闸蟹养殖产业，明年计划在全县建
设500亩标准化养殖基地，带动贫
困户增收脱贫。

（本报定城12月19日电）

发展特色扶贫养殖产业，助力脱贫攻坚

阳澄湖大闸蟹定安“安家”

12月 19日，海口经济学院捐
建温仁村贫困户住房暨定点扶贫
捐赠仪式在乐东黎族自治县千家
镇温仁村举行。捐赠仪式现场，
海口经济学院为温仁村94户建档
立卡贫困户捐赠复合肥 14.5吨，
并举办捐建贫困户住房破土动工
仪式。

文/梁君穷 图/武威

海口经济学院
向贫困户捐化肥

海口开展“媒体+执法”
禁烟控烟行动

本报海口12月19日讯（记者计思佳）海南日
报记者从海口市城市管理委员会获悉，为巩固提
升“创文”成果，从12月14日起，海口市社会文明
大行动指挥部开展“媒体+执法”行动，由媒体记
者与交警、城管等相关职能部门执法人员组成“媒
体+执法”新闻报道联合执法队，在全市范围内开
展禁烟控烟专项整治行动。

据统计，在本次禁烟控烟专项整治行动中，
海口已累计整治292家相关单位。其中，12月19
日整治65家，处罚6.4万元。海口市城市管理委
员会相关负责人建议，针对公共场所吸烟问题，
各区要继续组织城管、商务、交通、食药监、文体
等部门与媒体形成联动，加大执法力度，确保整
治见成效。

定安脱贫攻坚进行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