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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省重点城市空气质量日报
（3月30日12时-3月31日12时）

城市名称

海口市

三亚市

五指山市

空气质量级别

优

优

优

PM2.5浓度
（微克/立方米）

13

14

17

PM10浓度
（微克/立方米）

24

24

32

发布单位:海南省环境监测中心站

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
庆祝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30周年大
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以广集民意、广
纳群言、广聚民智的长效机制推进海
南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我省决定开展

“我为海南全面深化改革开放建言献
策”征集活动，面向全社会征集对推进
海南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意见和建
议。现将有关事宜公告如下。

一、主办、协办单位
主办单位：中共海南省委宣传部
协办单位：海南日报社、海南广播

电视总台

二、征集时间
即日起至2019年4月10日
三、征集内容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为指导，围绕习近平总书记
在庆祝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30周年
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共中央国务
院关于支持海南全面深化改革开放
的指导意见》和《中国（海南）自由贸
易试验区总体方案》，在经济体制、民
主法治、文化体制、社会治理、民生保
障、生态文明、政治建设等领域提出
具有一定前瞻性和切实可行的建议

或对策。
四、稿件要求
（一）围绕海南全面深化改革开放

的战略部署，结合海南实际，突出问题
导向，立足补齐短板，针对具体问题一
事一议、一事一策，具有创新性、建设
性、可行性。

（二）观点鲜明，言简意赅，坚决杜
绝与解决问题无关的空话、套话、大
话，每条建议或对策字数不超300字。

（三）建议或对策必须为原创作
品，请勿抄袭和转摘，不得违反法律法
规相关要求，文责自负。

五、征集方式
（一）通过海南日报、海南广播电

视总台微信公众号、客户端指定页面
留言提交；

（二）通过南海网主页、南海网微
信公众号、客户端指定页面留言提交；

（三）通过电子邮箱 lilunyan-
tao@163.com发送，邮件标题请注
明“我为海南全面深化改革开放建
言献策”。

（四）请注明作者姓名、工作单位、
职务（职称）、联系电话等。

联系电话：0898-65342217

六、奖项设置
征集活动结束后，组织专家组对

征集到的建议或对策进行评审，评选
出一等奖3名，每名奖金2000元；二
等奖6名，每名奖金1000元；三等奖
10 名，每名奖金 800 元；优秀奖 10
名，每名奖金600元。获奖名单将通
过媒体向社会公布。

期待您的真知灼见，欢迎您成为
海南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见证者、参
与者、贡献者！

中共海南省委宣传部
2019年3月29日

“我为海南全面深化改革开放建言献策”征集活动启事

“脱贫致富电视夜校”
今晚播出
介绍蜜蜂产业发展情况

本报海口3月31日讯（记者
陈卓斌）第125期海南省“脱贫致
富电视夜校”将分别于4月1日
20时、20时30分在海南综合频
道和三沙卫视播出，旅游卫视也
将于4月7日16时20分播出该
档节目。

本期节目中，中国热带农业
科学院环境与植物保护研究所研
究员高景林将来到现场，为大家
讲授主题为“发展蜜蜂产业，助力
精准扶贫”的精彩一课，介绍琼中
黎族苗族自治县养蜂产业的发展
变革，以及这项产业带来的脱贫
成效等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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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
目播出的同时，“961017”脱贫
致富服务热线将继续开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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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

■ 本报记者 李梦瑶
特约记者 邓积钊

日前，在屯昌县乌坡镇青梯村一
片橡胶林下的大棚里，一朵朵茶树菇
从圆柱状的菌袋里冒出，如林中精灵
般探头探脑。“老王，茶树菇又卖光
了，赶紧再给我送300斤过来！”接到
老顾客打来的电话，正忙着查看菌菇
长势的菇农王小鸣赶紧放下手中的
活儿，准备送货去县城。

王小铭的另一重身份，是青梯村
党支部书记。几年前，青梯村还是一
个以种植槟榔、橡胶等传统作物为主

要经济来源的贫困村，眼看着村民们
的生产积极性越来越低，他便开始琢
磨起寻找脱贫新产业。

2014年，一次偶然的机会接触
到竹荪后，王小铭立即动手在自家的
橡胶林里套种了80亩，可由于竹荪
保鲜期极短，大片开伞的竹荪还未来
得及采摘便腐烂在地里。初次尝试
失败的他并没有气馁，经过一段时间
的实地考察、市场调研与种植技术研
究后，王小铭又将目光转向了林下套
种茶树菇。

种茶树菇能有销路吗？村民们
谁也不愿冒这个险。“身为党员干部，

我不带头谁带头？”王小铭决定，自己
再一次当第一个“吃螃蟹”的人。
2016年8月，他筹措10万余元在自
家橡胶林里搭建起8间大棚，并特
地从福建请来技术指导员自行培育
菌包。“第一批培育了2万包，不到4
个月就全部采摘上市，足足挣了4
万多元。”

小小菌包让空旷山林有了收
益，村民们的积极性也一下子被调
动起来。与此同时，乌坡镇政府正
在为当地贫困户寻找脱贫新产
业。去年9月，按照“政府扶持+合
作社带动+贫困户（低保户）”模式，

来自乌坡镇青梯村、白毛坡村、美
华村、坡心村的154户贫困户，获得
每户1500元至5000元的扶贫资金
作为股金入股，开始大规模抱团种
养菌菇。

因丈夫外出打工，2个孩子还
未成年，青梯村大户村民小组贫困
村民符娟原先只能在家干些简单
的农活。自去年底开始，她便常常
趁着农闲时走到村口的茶树菇培
育基地，帮忙出菇、浇水，最多时一
天能领到 150 元的工钱。“现在菌
菇长势很好，这也意味着我们的分
红少不了。”

大量人手和资金的引入，为贫
困群众撑起脱贫大“伞”的同时，也
让茶树菇种植在乌坡形成一定的产
业规模。海南日报记者了解到，目
前乌坡镇共建成4个茶树菇培育基
地，预计年产量达12万斤，按照每
斤7元的市场价，年产值可达80余
万元。

“现在基本都是供不应求，在屯
昌的超市、市场都能买到我们的茶树
菇。”王小铭透露，再过2个多月，乌
坡镇的茶树菇培育基地便能迎来第
一次分红。

（本报屯城3月31日电）

屯昌乌坡镇党员干部主动带头，村民抱团种养菌菇

小小茶树菇长成脱贫大产业

本报海口3月31日讯（海报集
团全媒体中心记者胡丽齐）3月31
日，海南爱心扶贫网第二十一期订
单排行榜公布，截至当天16时，海
南农垦以604.4万元继续揽获销量
冠军，澄迈、陵水分别以481.2万元、
444万元的销售额占据销量排行榜
第二名、第三名。

记者注意到，在第本期订单排
行榜上，白沙富涵虫草鸡蛋再次位
列前茅，以4428盒的订单量排行第
七名，深受市场及网友青睐。

“自从在海南爱心扶贫网上线
后，极大地拓展了销路。能取得消
费者的信任，我们非常开心！”白沙
富涵家禽专业合作社相关负责人陈
荣，得知此次鸡蛋的销量排行成绩
后激动地说。

榜单揭晓，优惠不断！记者了
解到，为了更好地帮助贫困户销售
农产品，同时也回馈消费者，海南爱
心扶贫网将推出多款优惠农产品。

海南爱心扶贫网第21期榜单揭晓，海垦继续揽获销量冠军

好消息，扶贫产品将优惠大放送！

海南俩小伙直播卖水果
年销售千万元

本报杭州3月31日电（记者李冰）3月30日，
在浙江省杭州市举行的淘宝直播盛典上，一对卖
水果卖出千万元年销售额的“海南兄弟”成了广受
媒体关注的“网红主播”。

江西小伙张少冲和文昌小伙陈仕德是大学同
学，2014年，两人从海南医学院毕业后就做起了
网上卖水果的生意。2017年试水淘宝直播后，两
人用幽默活泼的方式带消费者“看”果园、“尝”水
果，获得了数万粉丝关注，店铺销售额也出现了飞
跃式增长，从之前的每月10万元左右涨到了如今
的每月80万元-100万元。

“直播这一方式能让好产品不再被埋没。”张
少冲告诉海南日报记者，海南水果品种丰富、品质
上佳，理应卖出好价钱。如今网络消费已成为主
流，但消费者仅仅透过网络上的文字图片，无法直
观地感受到海南水果好在哪儿。而通过大众喜闻
乐见的网络直播方式，卖家可以充分展示自家产
品的生长环境、品种优势。

去年，昌江芒果遭遇销售难题，以张少冲、陈
仕德为代表的几名年轻果农主动来到昌江，在田
间地头做起了直播，为数万斤芒果找到了销路。

据淘宝直播PGC及淘Live负责人淇蓝介
绍，过去一年，淘宝直播举行了超过15万场农产
品直播，超过4亿人次在线收看。

海南省“五个一工程”奖
申报今日启动
6大评选项目可于4月30日前申报

本报海口3月31日讯（记者尤梦瑜）海南日
报记者近日从省委宣传部获悉，2017-2019年度
海南省优秀精神产品奖（海南省“五个一工程”奖）
申报参评工作于4月1日正式启动，申报截止日
期为4月30日。

按照要求，申报作品要体现“中国梦”的时代
要求和人们追梦筑梦圆梦进程中的奋斗精神、奉
献精神，体现正确的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文化
观，体现积极向上向善、求真求美求好，具有弘扬
民族精神、凝聚爱国力量、展示时代进步、引领社
会风尚的思想内涵。

参评作品门类共分6项：戏剧、电影（包括动
画电影）、电视剧（包括电视动画片、电视纪录片）、
广播剧、歌曲、图书（包括文学类图书、通俗理论读
物和少儿读物）。评选范围为2017年1月1日至
2019年4月30日之间首次播映、上演、出版的作
品。各项作品的具体申报要求可在海南文艺网、
南海网等平台查阅。

本报海口3月31日讯（记者王玉
洁 实习生钟南 符钰超）3月31日上
午，在省科协的推动支持下，千千世
界（海南）科技有限公司“医学生物信
息产学研基地”在海口复兴城互联网
创新创业园揭牌成立。该基地特聘
国家“千人计划”青年专家、西湖大学
疾病与群体遗传信息实验室主任郑
厚峰教授为“首席科学家”，邀请他支

持基地建设发展。
据悉，该基地将立足海南、面向

全球，致力于生物信息和密码学领域
的联合研发、成果转化和市场运营，
同时也将整合各方资源，推动海南开
展基础性、前瞻性、交叉性、战略性的
生物信息研究。此外，基地还设立

“国际离岸创新基金”，并将陆续邀请
全球生物信息和密码学领域的优秀

人才到基地参与离岸创新研发与科
技创业。

该基地的落成，是省科协积极配
合这一活动的具体举措，以离岸研发
合作促进我省企业技术创新，培养人
才，拓展国际业务，推动海南建设国
际离岸创新创业示范区，助力海南建
设自由贸易试验区和中国特色自由
贸易港。

海南日报记者了解到，郑厚峰是
受邀参加由中央组织部和省委组织
部共同组织的“院士专家海南行活
动”专家之一。当天，郑厚峰还前往
海南师范大学国家大学科技园、博鳌
乐城国际医疗旅游先行区、省第三人
民医院了解相关学科领域的离岸研
发合作潜力，并围绕生命科学与基因
大数据等内容洽谈合作。

我省一公司成立医学生物信息产学研基地
特聘西湖大学教授郑厚峰为基地“首席科学家”

省关工委今年将建6个
省级科技帮扶基地

本报讯（记者邓钰 特约记者司
玉 通讯员张博）3月28日，省关工委
在定安县举行2019年全省关工委科
技帮扶培训交流活动，学习该县关工
委主动作为、科技助农，帮助落后地区
百姓发展油茶种植产业的工作经验。

当天上午，40余位来自全省各
市县的关工委工作人员参观龙湖永
丰茶油种植基地和定安县关工委农
村青年科技创业培训基地，并听取
有关专家汇报，了解当地发展油茶
产业的经验。

据了解，近年来，定安县龙湖镇关
工委积极带动村民发展种植产业，提
供种苗、技术和销路支持，已成功带动
百余户村民在牛底园村种植200余亩
油茶，并依托省林科所、热科院油茶研
究中心、海南大学的技术力量，积累了
丰富的油茶种植技术和经验。

参观结束后，省关工委在定城镇
组织交流研讨会。参会者纷纷表示，
近年来，五老科技工作者为开展科技
帮扶工作作出很大贡献，将充分消化
和学习此行所学所得，创新工作方法，
利用到实际工作开展中。

省关工委常务副主任、科技教
育团团长曾广河表示，今年，省关工
委将在每个市县设立2至 3个科技
帮扶基地，与省惠农慈善基金会联合
创办6个省级科技帮扶基地，并将培
养100名农村青年创业，为全省科技
帮扶、乡村振兴工作作出应有贡献。

本报海口3月31日讯（记者陈卓
斌）3月31日上午，中央人才工作协
调小组“院士专家海南行”专场报告
会走进海南大学。报告会上，建筑领
域的院士专家、行业翘楚逐一登台，
结合生动案例和详实数据，与我省行
业人员、高校师生分享了国内外高新
技术和先进理念。

报告会共分7个主题，涉及装配
式减隔震建筑，绿色建筑的研究和应

用，以及组合结构在跨海工程中的研
究和应用等。报告会结束后，相关部
门还组织院士专家、高校学者座谈交
流，就装配式建筑抗震性能以及高效
减震技术的应用与科研等3个议题进
行深入分析、交换意见，并对各项高新
技术在海南的落地提出见解和建议。

海南日报记者现场了解到，对
标国内外领先水平，高标准发展装
配式建筑和绿色建筑，是海南建设

自由贸易试验区和中国特色自由贸
易港的需要。近年来，我省在装配
式建筑政策体系、标准制定、产能布
局等方面做了一系列工作，同时深
入开展绿色建筑行动，编印了相关
技术标准和审查要点（试行），将《海
南省绿色建筑条例》纳入人大立法
计划。这些实打实的举措，推动着
我省装配式建筑和绿色建筑稳步向
前发展，取得了阶段性成效。

省住建厅相关负责人指出，我
省装配式建筑还处于起步阶段，短期
内要实现较高的发展目标，仍面临众
多挑战，需要政府、企业、高校、行业
协会和社会共同参与，不断完善政策
体系，创新技术和工作机制、人才培
养机制等。希望各位院士专家能“常
到海南来”，为我省建筑行业特别是
装配式建筑、绿色建筑发展积极建言
献策。

“院士专家海南行”专场报告会走进海大
分享建筑领域新科技新理念

我省再添鸟类新纪录
◀上接A01版
海南岛南部市县存在稳定的仓鸮活动种群，应为
留鸟。而海南岛此前并无仓鸮分布记录，为此确
认为海南岛鸟类新纪录。

省林业科学研究所相关负责人梁斌介绍，仓
鸮是全球分布最广的陆生鸟类之一，遍布除南极
洲外的所有大洲，曾被认为有36个亚种。仓鸮在
中国主要分布于云南及广西西南部。鉴于云南南
部、广西中越边境及海南岛的动植物类群在生物
地理学上的紧密联系，推测海南岛发现的仓鸮种
群可能属于Tyto alba stertens亚种。仓鸮在海
南岛的发现是对其中国分布区域的重要补充，此
外，在人居环境周围发现新的仓鸮种群，对于这种
在中国较为少见的大型鸮类有重要的保护意义。

梁斌介绍，仓鸮属于草鸮属大型猫头鹰，常在傍
晚和夜间出没活动，是捕食老鼠的能手。如果有海
南市民发现鸟类受伤受困的情况，可第一时间登录
微信公众号“鸟类救助信息系统”（微信号：Help-
ing_a_bird_in_HN），提供救助鸟类的照片，告知
发现鸟类受伤受困的情景，系统工作人员会提供鸟
类救助的指导意见并联系专业救助机构给予帮助。

排名

1

2

3

4

5

6

7

8

9

10

商品名称

「陵水」本号镇电商扶贫中心的茶树菇

「琼海」忠锐农业开发有限公司的生态大米

「文昌」东阁凤头蜜本爱心南瓜

「乐东」春源子民农民合作社的哈密瓜

「乐东」海南顶香生态农业公司农家鸡蛋

「陵水」电商扶贫中心的圣女果

「白沙」富涵家禽专业合作社的虫草鸡蛋

「临高」贫困户林春发的小银鱼干

「三亚」育才生态区的百香果

「海垦」南金农场公司的南海茶

累计销售量（件）

8140

7976

7490

6969

5139

4522

4428

4381

4170

3718

海南爱心扶贫网订单排行榜（第二十一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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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31日16时

海南爱心扶贫网销量排行榜

（第二十一期）

排名

1

2

3

4

5

6

7

8

9

10

地区

海垦

澄迈

陵水

海口

定安

乐东

白沙

临高

保亭

万宁

金额（元）

6044828.69

4812392.78

4440290.84

3279694.02

2317950.39

2199163.44

2168736.64

1917276.21

1050943.85

885863.30

扫码关注
海南爱心扶贫
网订阅号

扫码登录
海南爱心扶贫
网商城

我省赴西安促销旅游
本报海口3月31日讯（记者赵优 通讯员谢

琛）为深化与西北地区的旅游交往合作，吸引西北
地区更多游客来海南旅游，3月29日-31日，由省
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厅组织的海南省旅游代表团
赴陕西西安参加2019西安丝绸之路国际旅游博
览会（以下简称“西安丝路旅博会”），以旅游新产
品、新业态进一步巩固和拓展西北旅游市场。

近年来，陕西已成为海南旅游重要的客源地
之一。海南作为本届博览会主宾省，以全新的海
洋类大型综合体游乐设施及独有的黎苗节庆、国
际赛事文化打开西安休闲旅游新视野。

西安丝路旅博会上，海南展馆以“阳光海南，
度假天堂”为主题，针对时下海南旅游热点及西北
地区市场特点，以海洋旅游、免税购物旅游、生态
康养旅游等旅游主题产品布置展位，特色十足。

作为主宾省，参展期间，海南省旅游代表团还
举行了以“阳光海南·度假天堂·请到海南深呼吸”
为主题的海南旅游整体推介，向国内外游客及业
界人士介绍海南离岛免税政策及59国人员入境
旅游免签政策，推介海洋旅游、康养旅游、文体旅
游、购物旅游等十大旅游产品体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