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海南省河南商会举行
会员代表大会

本报海口1月13日讯（记者郭景水）1月12
日下午，以“豫见海南 携手发展”为主题的海南省
河南商会2019年新年团拜会暨商会第三届三次
会员代表大会在海口举行，会议审议通过增补会
员单位。

为进一步增强河南省在琼企业对海南自由贸
易试验区和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的理解和认识，
助力海南自贸区、自贸港建设，会议邀请了海南大
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副院长李世杰、新华人寿保险
股份有限公司海南分公司总经理朱新峰等开展专
题讲座。此外，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薛尔纳等河
南籍的书画名家现场书写春联迎接新春。

海南省河南商会会长杨坤介绍，海南省河南
商会是经河南省政府、河南豫商联合会，以及海南
省民政厅批准成立的非营利性民间组织，成立于
2008年1月，现有会员企业近百家，分布在海南
各市县，涉及教育、旅游、医疗、交通、能源、建筑、
金融、保险、农业、文化等领域。

海南爱心扶贫网销量排行榜
（第十二期）

排名 地区 销售金额（元）

1 澄迈 3，901，170.60

2 陵水 3，836，560.39

3 海垦 3，357，352.26

4 海口 3，189，586.58

5 定安 1，963，491.67

6 白沙 1，482，978.21

7 保亭 948，699.51

8 五指山 739，259.13

9 乐东 654，494.34

10 临高 533，11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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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619

2 「琼海」忠锐农业开发有限公司的生态大米 6772

3 「乐东」春源子民农民合作社的扶贫哈密瓜 6255

4 「乐东」海南顶香生态农业公司扶贫农家鸡蛋 5004

5 「陵水」电商扶贫中心的扶贫圣女果 4407

6 「临高」贫困户林春发的小银鱼干 4235

7 「白沙」富涵家禽专业合作社的虫草鸡蛋 4025

8 「三亚」育才生态区的扶贫百香果 3757

9 「海垦」南金农场公司的扶贫南海茶 3398

10 「澄迈」沙土甘薯地瓜专业合作社的桥头地瓜 3197

海南爱心扶贫网订单排行榜
（第十二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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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日
16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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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

■ 本报记者 李磊

“几天不见，水稻苗又长高了不少
呢。”1月11日上午，刚刚出差回到三亚
的海南省华光渔业科技有限公司总农
艺师周晓东，就迫不及待地赶到位于三
亚海棠区北山村附近的水稻育种基地，
一边查看水稻的长势，一边娴熟地拔去
田间的杂草。就在这片试验田里，种植
着17种不同品种的水稻试验秧苗。

从一名普通退伍兵，到攻克数个
育种技术难题的农业专家，退役28年
来，周晓东在作物育种上取得的成果，
一次次让人刮目相看。

近日，中共中央宣传部、退役军人
事务部授予周晓东等20名同志“最美
退役军人”称号。这位曾经有着飞行
员梦的退伍老兵，脚踏实地地在祖国
的大地上开创出了一片新天地，他的
作物育种科技成果，已经跨过白山黑
水，在琼州大地开花结果。

梦想着祖国的蓝天，现
实给他一片土地

今年43岁的周晓东皮肤黝黑、脸
庞精瘦，是一位性格直爽的东北汉子。

“年轻时，我最大的梦想就是做一名飞
行员，翱翔在祖国的蓝天，可是现实却
给了我一片土地。”简单寒暄后，周晓东
向海南日报记者打开了话匣子。

1987年11月，21岁的周晓东被
分配到空军某部，原以为能够摸到飞
机的他，一下运兵的火车就傻眼了，他
被分配的地方是东北“北大荒”的某部
队农场，岗位是生产兵。最初那段时
间，周晓东怎么都打不起精神。

1988年，周晓东接到命令陪同著
名军旅词作家阎肃在北大荒采风。采
风的几天时间里，周晓东和阎肃便成
了无话不谈的朋友，而他和闫肃的一
番谈话却改变了他的一生。

“我想当飞行员，不想当生产兵。”

周晓东向闫肃袒露了心事。
闫肃笑了，告诉他：“飞机要有人

开，飞行员要吃饭，锄头也是武器，种
地和开飞机一样重要！我也种过地，
你喜欢的那首《我爱祖国的蓝天》，就
是那时候在菜地里写出来的。”

短短的几句话，仿佛在周晓东的心
里打开了一扇窗，让他感受到手上这把
锄头的分量。之后的日子里，他不再觉
得种地不值得，踏踏实实地投身黑土地
从事生产。那一年，周晓东被评为“生
产能手”，在部队荣立三等功。

1991年3月，周晓东脱下军装退
伍，返回辽宁省沈阳市的老家创业。
他决定继续手握锄头这个“武器”，用

“种地”来保卫国家粮食安全。
周晓东根据他在部队掌握的育种

知识，进一步深入研究作物育种，当上
了“育种科研个体户”。在遇上育种难
题时，他还曾多次拜访农业大学、农科
院的专家，虚心向他们请教。他走遍
全国，采集了各地的小麦标本，形成了

拥有3万多份小麦、水稻种源的资源
数据库。在东北，他选育成功了我国
第一个抗倒伏小麦新品种——“铁秆
小麦”，将黑龙江省的小麦产量由每亩
500斤提高到了每亩1000斤。

身背两袋种子，在海南
种出一片新天地

从1997年开始，周晓东将目光投
向了四季皆可育种的海南岛，开启了

“北稻南移”的新征程。
“那年来三亚的时候，身上一前

一后搭了两个编织袋，里面装满了此
前在东北培育的优质水稻种子。”回
忆起20年前初来海南时的场景，周
晓东说，当时没有房子，通往试验田
也没有路，他索性买来行军帐篷搭在
田埂旁，用煤油炉煮面条解决吃饭问
题，每天守在试验田旁，看着水稻秧
苗的成长。

就这样，周晓东带来的那两袋水

稻种子，开始在祖国天涯海角生根发
芽。周晓东从每一季的优良品种中筛
选优质种子，下一季再用筛选出的优
质种子播种，如此循环，以期筛选出最
优质的品种。

天有不测风云。2008年9月，一
场台风袭击了三亚，洪水漫灌让周晓
东试验田里的水稻秧苗尽数被泡。

洪水退后，望着被水泡坏的秧苗，
周晓东一度陷入了苦恼：这一来，种苗
的筛选工作至少要倒退3年。

“咱当兵的一不怕苦二不怕死，苗
被洪水淹了算什么，大不了咱就重新
来。”周晓东说，打从“务农”以来，与
天争与地斗便是常态，痛定思痛后，
他拔去淹死的秧苗，取出备份的良
种，重起炉灶。

就这样，周晓东凭借着这股韧劲，
把水稻育种这项事业坚持了下来，由
于爱人在驻琼海军某部服役，周晓东
甚至将家搬去了三亚，成为一名扎根
海南的农业专家。

把北稻南移项目做成
农业观光项目

春去冬来20载，在三亚的农场
上，周晓东筛选了1000多个东北水稻
品种，终于选育成功6个口感相同、产
量相当的优质东北水稻，解决了稻米
在海南的口感不佳问题。

“你看这些育种水稻苗，都是优质
水稻经过一代代地改良，才有了今天
这些优质的种苗。”在三亚的育种基
地里，周晓东用手仔细地拨弄水稻，如
同老父亲抚摸着自己孩子的脸。如
今，他的水稻育种基地已经拓展到了
120亩，为了让这些科研成果转化成
实实在在的效益，周晓东决定在海南
发展东北水稻种植产业。

2014年，经国家农科院推荐，周
晓东参与三亚国家水稻公园的总体规
划和建设。近年来，他还开始了东北
水稻在海南的大面积种植。

在乐东黎族自治县万冲镇卡法
村，周晓东将村里500亩荒地改种东
北黑色旱稻，在该地区打造“一县一
品”，这个旱稻品种产量与其他水稻相
当，价格却是普通水稻的3倍，极大提
高了当地农民的收入。他还将无人机
技术引入水稻种植，提高了效率，降低
了成本。

周晓东根据项目地三亚的气候特
征、环境特点，实施阶梯循环种植法，
还把北稻南移项目做成了农业观光项
目，让水稻金黄的丰收景象成为三亚
一道亮丽的农业种植景观。

如今，在周晓东的农业基地，游客
不管几月份来，都能体验插秧种田的
乐趣，都能挥镰收割到成熟的东北水
稻，都能吃上当天产的新东北大米。
现如今，那边插秧，这边收割，那边翠
绿，这边金黄的景象已经成为海南的
一道农业种植景观。

（本报三亚1月13日电）

从一名退伍兵成长为农业专家，被授予“最美退役军人”称号

周晓东：在海南种出优质东北大米

本报海口1月13日讯（海报集
团全媒体中心记者姚皓）1月13日，海
南爱心扶贫网第十二期榜单公布，整体
排名较上周无变化，各项数据稳步提
升。澄迈以390.12万元的扶贫农产品
销售额连续三期领跑销量排行榜，陵
水黎族自治县与海垦分别以383.65万
元、335.73万元的销售额紧随其后。
爱心扶贫网订单排行榜上，陵水本号
镇电商扶贫中心的扶贫茶树菇以
7619件的订单数持续占据榜首。值
得一提的是，上周海南爱心扶贫网喜
讯不断，不仅推出超值年货套餐，还荣
获2018“网络公益年度项目”奖。

为回馈积极参与消费扶贫工作
的广大网友，海南爱心扶贫网于1月

9 日推出超值年货套餐专题，“秒
杀”、拼团、买赠、大宗采购等众多优
惠活动，最高可省上百元，活动将持
续至1月25日。

由中央网信办指导，中国网络
社会组织联合会及中国互联网发展
基金会共同主办的“因爱同行”2018
网络年度公益总结发布活动1月10
日在北京举行，海南爱心扶贫网荣
获2018“网络公益年度项目”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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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南爱心扶贫网第十二期榜单公布

澄迈连续三期领跑销量排行榜

本报海口1月13日讯（记者
陈蔚林 实习生余梦月）第117期
海南省脱贫致富电视夜校将于1月
14日20时在海南综合频道、20时
30分在三沙卫视，1月20日16时
20分在旅游卫视播出。本期节目
中，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湾岭镇岭
门村党支部第一书记黄海军将为大
家讲述3年扶贫工作的心得和体验。

脱贫致富
电视夜校今晚播出

本报万城1月13日电（记者袁
宇）“百香果易种难管，大家除了要多用
心管理外，还要注意选栽无毒苗，有问
题可以随时联系我们。”近日，一堂百香
果种植技术培训课开在了万宁市北大
镇北大村的田间地头，来自中国热科
院、海南省农科院的农业技术专家给参
加培训的农户传授百香果种植技术。

1月11日9时许，海南日报记者在
北大村百香果种植基地看到，农技专家
正在田间地头给村民授课。“我们这边雨
水天气较多，会不会影响到百香果的种
植。”北大村贫困村民黄庆贵问，来自省
农科院的专家李向宏为他解惑。

据了解，我省自2018年开始推
广百香果种植产业，将其作为构建

“短中长”扶贫产业结构的重要一环，
目前已达到约2万亩的种植规模。
当前，省农业农村厅投入300万元，
在北大村打造70亩省级百香果标准
化种植示范基地，带动村民种植210
亩百香果。

“我省发展百香果产业优势具有
上市时间差、气候条件佳、产品市场好

等3个优势，希望能通过标准化种植技
术的推广，促进我省百香果产业快速
发展。”省农业农村厅种植业处（南亚
办）调研员祝英武说，省农业农村厅将
在北大村示范点实行统一供苗、统一
用肥、统一技术、统一管理、统一销售，
使得示范基地的亩产达到4000斤，从
而带动农户种植百香果的积极性。

海南省政府工作“问效于民”测评问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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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口将于4月开通
双层观光巴士旅游线路
全程75公里约180分钟

本报海口1月13日讯（记者郭萃）1月13日
上午，海口公交集团投放300辆新能源公交车至19
条线路，此次投放的新能源公交车驾驶区全部设置
了安全防护栏，截至目前，海口公交车清洁能源化
比例达到88%。此外，海南日报记者获悉，海口将
于今年4月开通全省首条纯电动双层观光巴士公
交旅游线路。

据了解，新投放的300辆新能源公交车，除了
传统公交的标准配置外，还增加了安全防护门、智
能疲劳驾驶预警系统、电子后视镜、360环视系
统、客舱灭火自动喷淋系统、电池箱自动灭火装
置、一键破玻器、自动灭火弹等8种新型装备，极
大改善了驾乘体验。其中在公交车驾驶区设置的
安全防护隔离装置能有效的防止乘客侵扰驾驶员
安全行车的行为，维护驾驶员安全运营环境；车载
自动破玻逃生装置在车辆发生火灾、落水或翻覆
等紧急状况时，能够瞬间击碎车辆钢化玻璃侧窗；
智能疲劳驾驶预警系统则可以对驾驶员疲劳及注
意力分散等不安全状态进行实时监控和预警。

另悉，海口公交集团将于今年4月开通新海
港至花卉大世界的旅游观光1号线。该线路途经
五源河湿地公园、假日海滩、西秀海滩、帆船基地、
万绿园、滨海公园、钟楼、骑楼老街、兰花谷休闲农
庄、花卉大世界等主要景点，全程75公里约180
分钟，发班间隔为15至20分钟。该线路是我省
首条纯电动双层观光巴士公交旅游线路，将配置
15辆12米长、4.2米高的纯电动双层旅游大巴。

省农业农村厅在万宁举办培训课

把百香果种植技术送到田间地头

周晓东在试验田里查看水稻秧苗长势。 本报记者 李磊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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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11日，博实乐碧桂园国际学
校签约仪式在海口举行，此举标志着
博实乐国际学校正式进驻海南，为提
升海南教育国际化水平，助推海南自
由贸易试验区和中国特色自由贸易
港的建设再添新动力。

“我们将致力于把这所学校建设
成为培育国际精英的摇篮，通往世界
名校的桥梁。”博实乐教育集团总裁
何军立介绍，博实乐教育集团于2017
年5月18日成功登陆美国纽交所。

据其介绍，博实乐第一所学校成
立至今，已有25年，是首批以中国人
创办、招收中国学生为主、全面实施
国际文凭课程（以下简称IB）三个阶
段课程的国际学校之一，开创了中国

国际教育的先河。
“IB强调学会‘做人’才是根本。”

博实乐教育集团区域总监、校长李晓
刚向与会嘉宾详细介绍了IB国际学
校，他表示，IB即国际文凭课程，隶属
国际文凭组织，IB课程项目在全球可
以做到无缝对接，只要就读于IB学
校，无论以后去哪一个国家，只要继续
就读当地IB国际学校，就不存在课程
适应的问题。

据悉，为了引入博实乐，为市民
提供优质的教育服务，推动海南教育
国际化水平和城市发展竞争力的提
升，碧桂园海南区域花费了四年的时
间进行洽谈、选址。

碧桂园海南区域执行总裁何晓
镭表示，此次博实乐教育集团与碧桂
园海南区域联手，在海口新埠岛中央
半岛项目创办博实乐碧桂园海南国
际学校，目标是打造一所标杆性、示

范性国际学校，并致力于将学生培养
成为会做人、会做事，知识渊博、热爱
探究、懂得关爱的精英人才。

“我们希望为海南的教育事业贡献
自己的力量，特别是在国际教育领域树
立标杆和典范；我们希望社会因我们的
存在而变得更加美好。”何晓镭表示，这
是博实乐正式落位碧桂园中央半岛后，
双方共同的努力目标和奋斗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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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实乐国际学校进驻海南
落位海口新埠岛

认识博实乐：

学生遍布世界名校
1994年，博实乐第一所学校——广东碧桂园学校

在中国广东顺德开办。目前，已在全国8个省份拥有66
所学校及幼儿园，共计超过4万名在校生，逾8000名教
职工，其中有300多名外籍教师，并拥有北师大、哥伦比
亚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伦敦大学学院、剑桥国际
考试委员会等顶尖合作伙伴。

2018届DP、A-Level、AP项目毕业生中，有90%的
学生收到了QS世界排名前50的大学、USNews美国排
名前50的大学、专业排名世界前五的大学（预）录取通知。

2018-2019年，博实乐同时荣获新华网“2018年度
品牌实力教育集团”、新浪“2018年度品牌影响力教育
集团”、腾讯网“2018年度综合实力教育集团”、凤凰教
育2018-2019年度华人影响力教育集团大奖四项大奖。签约仪式现场。 蔡谜/摄

万宁槟榔产品广告亮相
纽约时代广场
◀上接A01版

雅利公司从湖南引进人才开发槟榔口嚼新产
品。研发部负责人方达敏说：“新开发的枸杞槟榔
和咖啡槟榔畅销浙江、河南等全国10多个省市。”

“我要带动更多村民脱贫致富。”陈辉龙是万
宁市长丰镇农民，雅利公司的槟榔加工厂就坐落
在长丰镇竹竿塘村，现有工人1000多人，工人月
平均工资4000元。“第2条槟榔深加工生产线投
产后，还要招更多工人。”陈辉龙说。

三更罗镇村民黄昌亮夫妻2016年到雅利公
司打工。“我和我老婆每月工资六七千元，2017
年就脱贫了，现在开始奔小康。”黄昌亮笑着说。

万宁市委、市政府大力支持雅利公司转型升
级。市委书记张美文告诉海南日报记者：“万宁将
举全市之力支持民营企业发展壮大。民营企业家
要在新时代有新担当、新作为，在万宁产业转型升
级方面发挥引领作用，立大志、创大业，把企业办
出规模、办出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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