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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海口1月6日讯 （海报集
团全媒体中心记者任桐）1月6日，海
南爱心扶贫网第十一期榜单公布，澄
迈县以385.72万元的销售额蝉联销
量排行榜榜首。陵水黎族自治县以
381.38万元的销售额紧随其后，位居
第二。订单榜中，陵水本号镇电商扶
贫中心的扶贫茶树菇以7596件的订

单量蝉联榜首。
据了解，截至1月6日16时，海南

爱心扶贫网线上销售额845.43万元，
线下扫码支付销售额1456.73万元，
线上线下销售额合计2302.16万元。

第十一期榜单销量排行榜前十
名的格局较上周没有变化。陵水累
计销售额增幅最大，较上期榜单发布

时增加2.4万元。
第十一期订单排行榜中，琼海忠

锐农业开发公司的生态大米累计订
单量6648单，较上期榜单发布时的
6544 单增加了 104单，增幅较大。
居榜首的陵水本号镇电商扶贫中心
的扶贫茶树菇上周销量稳定，累计订
单量已达7596单。

记者了解到，随着海南爱心扶
贫网微信公众号正式上线，除了登
录海南爱心扶贫网下单购买扶贫
农产品，消费者还可以在海南爱心
扶贫网微信公众号上选购扶贫农
产品。

春节临近，由海南省扶贫工作
办公室、海南日报报业集团联合主

办，南海网承办的2019海南消费扶
贫年货大集活动将于 1月 25日至
27日在海口举行。活动现场将设置
各市县消费扶贫展区、厅局消费扶
贫展区、企业消费扶贫展区、大宗货
品集中认购区、扶贫电商展区、物流
展区、海南消费扶贫成果图片展区
等区域。

海南爱心扶贫网第十一期榜单出炉

澄迈扶贫农产品销售额蝉联榜首

扫黑除恶进行时关注三亚机场迈入2000万级行列

您好！为增进政府
工作的落实效果，提高
群众对政府工作的满意
度，开展政府工作“问效
于民”调查测评工作。
您的意见很重要，感谢
您的参与。本次调查测
评采用匿名形式，请放心
作答。答题有红包哟！

海南省政府工作“问效于民”测评问卷

关注2019中国（海南）
早春茶开采季活动

海南早春茶开采季活动明日启动

五指山下品第一缕茶香
本报五指山1月6日电（海报集团全媒体中

心记者李金波）1月8日，2019中国（海南）早春茶
开采季活动将在五指山市水满乡启动。目前各项
筹备工作正在有条不紊地进行，海南省各茶业协
会、茶企踊跃参与，共襄海南茶界盛举。

本次早春茶开采季活动以“海南春早茶先知”
为主题。活动启动仪式上，将对五指山茶旅主题
旅游线路进行推介；同时，海南省旅行社协会将与
五指山市旅游商务局就联合推介茶旅主题旅游线
路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太原新晋商联盟文化传播
集团将与五指山妙自然茶业有限公司签署茶旅战
略合作协议；相关茶叶公司还将与当地贫困户签
订精准帮扶协议。

此外，启动仪式现场还将举办生态海南茶展
示品鉴活动，设海南生态茶展示品鉴区。参展商
将集中展示海南优质生态茶及茶具，供与会嘉宾
及市民游客品鉴、购买海南生态茶。

为了让与会嘉宾深入了解海南生态茶，1月8
日，主办方将组织嘉宾、市民游客、媒体记者参观五
指山椰仙茶园，体验采茶、品茶之趣；水满乡各茶园
将开展茶园观光、品茶等活动，市民游客可以参与。

“此次活动将对海南茶产业起到很好的宣传
作用，我们很期待。”海南省茶叶学会副会长兼秘
书长陈世登介绍，学会已广泛发动海南茶企参与
本次活动。

好山好水出好茶，海南是中国唯一的热带茶
区，产自海南的早春茶，让大家春节前就可以喝到
当年新茶。活动主办方负责人告诉记者，希望通
过举办此次早春茶开采季活动，以茶叶为载体，向
世界展现海南的生态优势、环境优势，将早春茶开
采季打造成茶、旅、文融合的节庆活动。

■ 本报记者 林诗婷

新年伊始，三亚市南繁科学技术
研究院研究员杨小锋又开始忙起来，

“去年底，我们在印尼试种的甜瓜产
量、甜度等指标均达到了预期值，这是
三亚推进农业科技对外合作交流的重
要成果。今年，三亚南繁院还将进一
步推动海外种植示范基地建设，让更
多的新品种、农业技术走出国门。”

三亚积极打造“种业硅谷”，每年
吸引上百名国外专家和学员赴琼学习
交流；发展中医旅游产品，将特色中医
诊疗服务打造成吸引外国游客的“金
名片”；提升旅游品质，丰富滨海游、温
泉游、民俗游等旅游产品，提升旅游国
际化水平……近年来，三亚凤凰国际
机场不断推进基础设施建设、织密国
际航线网络，推动三亚农业、医疗、教
育、文化、旅游等产业与国际接轨，助
力三亚形成开放新格局。

机遇：航线保障对外交流

2018年11月，以“开放创新的澜
湄，合作共赢的未来”为主题的2018
年澜湄国家旅游城市（三亚）合作论
坛拉开帷幕，来自中国、柬埔寨、老
挝、泰国、缅甸、越南等澜湄国家的
18个城市代表共商合作，在航线开
通、旅游项目合作等7个方面达成合
作共识。

近年来，三亚借助高效便捷的交
通网络及逐步建立起的沟通合作机
制，对外开放步伐不断加快。该市与
澜湄国家合作日益密切：三亚与越南
胡志明市共商邮轮旅游合作，实现客
源互动、旅游资源共享、线路互推；海
南热带海洋学院等高校积极与澜湄国
家开展合作研究，实现互派访问学者、
互换信息与图书资料、合作举办学术
研讨会等；海南开展“柬埔寨光明行”

活动，多次派出医疗队赴柬埔寨进行
义诊，帮助患者重见光明；三亚南繁科
研人员积极“走出去”，在海外建立种
植示范基地，推动热带农业科研成果
共享互惠……

三亚与相关国家间频繁的人员互
访、客源互动、科技交流，与日益便捷
的国际航空运输密不可分。

“截至目前，公司在执飞的海南至
澜湄国家的航线达11条，基本覆盖了
所有澜湄国家，这有力助推了双方开
展物流合作、项目合作、人才交流。”海
南联合航空旅游集团有限公司副总裁
吴凡说。

合作：经营主体加快“走出去”

截至目前，三亚凤凰国际机场共
有45家航空公司入驻，每天运行航班
达380架次，去年旅客吞吐量突破了
2000万人次。

航空运输业的发展，为三亚经济
高质量发展带来新机遇。“去年乘机抵
达三亚的国际及地区游客量突破87

万人次，这是三亚近年来积极开拓入
境游市场取得的成果。”三亚市旅游委
调研员唐嗣铣说。

繁忙、通畅的国际航线网络，显著
提升了城市的通达能力，为旅游、文
化、医疗、教育等产业发展带来商机。

“去年，三亚开通飞往英国伦敦的直达
航线，为我们布局欧洲旅游市场提供
了有力保障。”复星旅游文化集团董事
长兼CEO钱建农表示。

“特色中医诊疗服务成为三亚吸
引俄罗斯游客的‘法宝’。一方面，我
们根据不同国家的气候特点，研发适
合不同类型国际游客的中医康养产
品，吸引各国游客来三亚旅游；另一方
面，我们积极与哈萨克斯坦有关机构
合作，于去年成立了三亚市中医院阿
拉木图中医中心，推动三亚中医康养
品牌‘走出去’。”三亚市中医院针灸科
主任萨仁说。

三亚市政府主要负责人说，该市
借助便捷的航空运输网络积极推动对
外交流合作，在创新旅游产品、促进商
贸往来等方面取得了许多成果。

展望：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海南日报记者从三亚有关部门获
悉，2019年该市预计开通19条国际
新航线，继续开发俄语系国家旅游市
场，集中力量开发西欧、北欧、东南亚
等新兴旅游市场。

新的一年，三亚将加快提升航空
运输保障能力和国际通达性，努力建
设国际航空运输枢纽，推动经济实现
高质量发展。

去年4月以来，为推动总部经济发
展，三亚积极制定项目投资、人才引进
等方面的政策，吸引更多企业到三亚设
立总部、区域总部或独立核算的分支机
构，吸引国际人才来三亚就业创业。

“下一步，三亚将在推动经济高质
量发展、持续推进旅游业转型升级、打
造国际旅游消费中心先行区方面迈出
重要步伐，扩大开放，打造21世纪海
上丝绸之路文化、教育、农业、旅游交
流平台。”三亚市委相关负责人说。

（本报三亚1月6日电）

三亚凤凰国际机场不断完善服务功能，助力更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发展

架起对外开放的空中桥梁

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

海口打掉一黑恶势力团伙

收网抓捕 铲除“砂霸”
本报海口1月6日讯（记者良子）为了承揽工

程，海口市秀英区长流镇一村干部利用其影响力，
多次纠集多名不法人员在项目施工区围堵阻碍施
工、聚众闹事。近日，海口警方在广州、海口等地抓
获吴某辉等23名犯罪嫌疑人。

2018年底，海口市公安局创新工作思路，依
托12345政府服务热线等信息收集渠道，将寻衅
滋事治安警情与群众举报反映“海口绿地海森林
小区有人强迫业主高价购买指定的装修辅料”的
情况进行串并研判，并开展调查，发现了一个涉嫌
寻衅滋事、强迫交易的“砂霸”黑恶势力犯罪团伙。

经查，2014年以来，犯罪嫌疑人吴某辉利用
其担任长流镇某村村民小组长的影响力，纠集多
名不法人员多次在征用该村土地开发的绿地中央
文化城项目施工区采取围堵阻碍施工、聚众闹事
等行为，承揽了该项目的土建、水泥原料供应工
程。2017年初，绿地海森林小区建成并向业主交
房后，该团伙以承包建筑垃圾清运的名义，通过恐
吓、威胁、殴打业主等方式垄断该小区建筑材料的
销售，谋取不正当经济利益。

日前，海口警方展开收网抓捕行动，在广州、
海口等地抓获吴某辉等23名犯罪嫌疑人，破获系
列涉恶案件10起，查扣路虎、奔驰等涉案车辆6
辆，冻结资金50余万元，查获假公章及大批涉案
物证、书证。

海口市公安局相关负责人介绍，此案已被列
为省公安厅挂牌督办案件。该案的成功侦破维护
了建筑材料市场的正常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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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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1月6日16时

地区
澄迈
陵水

海垦

海口

定安

白沙

保亭

五指山

乐东

临高

金额（元）
3,857,245.60
3,813,831.79
3,349,188.26
3,174,027.58
1,961,873.67
1,466,550.21
943,370.51
736,051.13
649,761.24

525,508.80

海南爱心扶贫网销量排行榜（第十一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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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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1月6日16时

商品名称
「陵水」本号镇电商扶贫中心的扶贫茶树菇

「琼海」忠锐农业开发有限公司的生态大米

「乐东」春源子民农民合作社的扶贫哈密瓜

「乐东」海南顶香生态农业公司扶贫农家鸡蛋

「陵水」电商扶贫中心的扶贫圣女果

「临高」贫困户林春发的小银鱼干

「白沙」富涵家禽专业合作社的虫草鸡蛋

「三亚」育才生态区的扶贫百香果

「海垦」南金农场公司的扶贫南海茶

「澄迈」沙土甘薯地瓜专业合作社的桥头地瓜

累计销售量（件）
7596
6648
6172
4976
4369
4226
3982
3738
3364
3012

海南爱心扶贫网订单排行榜（第十一期）

海口新设60个平价菜网点
1月15日起陆续营业，售“一元菜”

本报海口1月6日讯（记者郭萃）海南日报
记者从海口市菜篮子产业集团获悉，该集团将在
海口4个区新设60个平价菜便民网点。其中，龙
华区15个、琼山区16个、秀英区16个、美兰区13
个。这批平价菜便民网点计划1月10日前完成
布设，1月15日开始陆续投入运营。

据了解，海口市菜篮子产业集团从1月5日
开始布设这批平价菜便民网点，截至1月6日下
午，已完成布设24个。按照每天布设10个到12
个的进度计划，预计1月10日将完成全部60个平
价菜便民网点的布设工作。1月15日起，这批平
价菜便民网点将陆续开始营业，面向市民销售“一
元菜”“基本菜”等惠民菜。2019年春节期间，这
批平价菜便民网点还将推出“特殊菜”品种，满足
市民春节期间吃斋菜煲的需求。

据介绍，此次平价菜便民网点的布设，海口市菜
篮子产业集团除了结合前两年平价菜临时直销点布
设积累的经验，还采纳了部分市民提出的关于“买菜
难、买菜贵”的意见和建议。布设点主要在低收入人
群集中区域，以及周边未配套建设农贸市场的区域。

近日，定安县定城镇龙岭村沙洲村民小组，建设中的“渔光互补”光伏扶贫电站项目雏形初现。
据了解，该项目规划总装机容量35MW，计划投资2.1亿元。目前，项目一期已并网发电。项目二期正在加快

建设中。该项目全部建成并网发电后，预计可为定安 1000户贫困户带来每年每户3000元的分红收益。
本报记者 张茂 特约记者 司玉 摄

脱贫致富电视夜校
今晚播出

本报海口1月6日讯（记者陈
蔚林 实习生余梦月）第116期海南
省脱贫致富电视夜校将于1月7日
20时在海南综合频道、20时30分
在三沙卫视，1月13日16点20分
在旅游卫视播出。

新年伊始，为更好地助力海南
决胜脱贫攻坚，脱贫致富电视夜校
自本月起将陆续推出海南脱贫攻坚
励志人物系列节目，讲海南脱贫好
故事，树脱贫攻坚好榜样。

在本期节目中，脱贫致富电视
夜校将邀请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商
务局驻派该县长征镇南什村驻村第
一书记吴坤志作为脱贫好故事的代
讲嘉宾，为大家讲述曾经的深度贫
困村——南什村如何顺利实现整村
脱贫。

◀上接A01版
节目升级改版为“案例+主讲嘉宾访
谈+专家点评+群众互动”的形式，根
据实际情况丰富主题和内容。

电视夜校的第八期节目聚焦海
口施茶村，多角度对施茶村通过特色
党建引领群众致富的做法进行剖析
诠释。

第十期的电视夜校主题为《以党
建标准化建设提高党的建设质量 勇
当先锋、做好表率建设美好新海南》，
全方位多角度解读海南以党建标准
化建设提高党建质量的有效做法。

……
每期“两学一做”电视夜校都将这

些典型，以短片形式在节目中呈现，既
是对主讲嘉宾权威讲解的补充，也能
更直观地让其他党组织了解到好的做
法，结合自身实际学以致用。

省委组织部有关负责人表示，在
推进“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常态化制
度化过程中，涌现出了一批特色鲜

明、成效明显的党建示范点典型，通
过电视夜校这个传播平台，这些典型
以及他们的好经验、好做法已经深入
到我省各级党员干部的心中。

以学促做，推进学习教
育常态化制度化

2018年12月27日晚，当最后一
期的“两学一做”电视夜校播出后，三
亚市天涯区回新社区党总支书记海
世豪表示，通过对照节目中的典型，
他所在的社区党支部将正视目前社
区党建工作中一些不太理想的地方，
通过不断学习，借鉴海口龙华区党建
建设的先进做法，再结合社区的实
际，大力促进社区党建事业标准化规
范化，造福社区群众。

两学一做，最终落实在做。来自
我省各级的各种好经验好做法，最终

通过电视夜校这个平台传播，把“两
学一做”活动各种要求落实到海南每
个党员实际学习和工作中。

每一期节目播出后，从省直机关
党组织到农村、社区基层党支部，都会
开展讨论，结合本地区、本部门、本单
位和个人实际，谈感想、谈收获。

“节目以事实表明，只有抓好党
建，不断提升组织力，突出政治功能，
党支部才有威信、党员才有热情、群众
才有盼头，才能做到支部同心、党员同
德、群众同步。”在采访中，海口市龙华
区劳动监察大队大队长程英歌表示。

澄迈县永发镇后坡村党支部书
记、村委会主任曾令群也在观看了所
有“两学一做”电视夜校节目后表示，
今后要坚决落实好“三会一课”制度，
全面提高党员的党性意识；还要积极
主动向党建示范点学习，开展村党支

部规范化建设，努力提升村党支部的
凝聚力和战斗力。

崭新党员教育阵地将
与广大党员见面

“尽管‘两学一做’电视夜校播出
结束了，但我们基层党员干部希望能
有类似的教育平台继续丰富党员的
教育。”在最后一期“两学一做”电视
夜校节目播出后，琼中黎族苗族自治
县湾岭镇岭门村驻村第一书记黄海
军表示。

“两学一做”电视夜校节目的结
束，并非这种创新形式的党员教育画
上了句号。近期，根据省委《关于开
展“在建设海南自由贸易试验区和中
国特色自由贸易港实践中勇当先锋、
做好表率”专题活动方案》及工作安
排，另一档由省委组织部与海南广播

电视总台联合录制的《追寻》——“不
忘初心、牢记使命”大型电视党建栏
目正在录制，而“两学一做”电视夜校
的成功经验，也融入到了这档栏目的
制作过程中。

《追寻》节目以重温入党誓词为
承载，采用短小精炼的体例，通过讲
述党的历史、述说楷模事迹的形式，
集中宣传我省各地各单位涌现出的
先进基层党组织和优秀共产党员，构
建了全新的党员宣传阵地，有效地配
合了我省“勇当先锋、做好表率”专题
活动不断向纵深发展。

据省委组织部相关负责人介绍，
2019年，省委组织部还将根据新形势
新要求继续完善《追寻》节目，使之更
加符合主题教育的特点和要求，以此
作为推动我省党员学习教育的有效
形式，推动广大党员干部在建设海南
自由贸易试验区和中国特色自由贸
易港实践中勇当先锋、做好表率。

（本报海口1月6日讯）

电视夜校让“两学一做”与党员“零距离”

渔光互补 扶贫增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