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日，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什
运乡方板村地质灾害移民项目完
工，村民喜迁新居，雨季来临前，原
村址将被拆除。

据了解，方板村原村址近几年
来遭受滑坡地质灾害威胁，部分房
屋已受到影响，雨季时安全隐患很
大，是琼中县定点监控的地质灾害
隐患点之一。

琼中将方板村列入地质灾害移
民重点项目，共投入2275.1万元，
通过易地选址新建村庄、整村推进，
新建了23栋安置房，将方板村23
户84人从原住址搬到现在的新住
址，并完善了村内基础设施，为村民
提供良好的生产、生活条件，让村民
搬得出、稳得住、能发展、可致富。

本报记者 陈元才
通讯员 林学健 黄详缨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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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
定安依托科技力量
助力脱贫攻坚

专家教授送课进基层
本报定城4月2日电（记者邓

钰 特约记者司玉 通讯员叶松）近
日，海南大学动物科技学院张海文、
管庆丰两位教授来到定安县富文镇
高塘村，围绕山羊养殖等主题，为该
村50余名贫困户和养殖户深入浅
出地讲解各类牲畜养殖经验和技
术。这是海南省“三区”人才支持计
划行动的内容之一。

下一步，两位教授还会结合该
村实际情况，开展养鸡技术培训等，
提高农户的科技水平和生产能力。

本报海口4月2日讯（记者傅人
意 通讯员陈颖）4月2日上午，临高
县供销合作联社联合波莲镇政府在
波莲镇文化站广场举办“爱心扶贫大
集市”百场百家活动。来自12个村
（居）84户的贫困户带来了黑猪肉、牛
肉、蔬菜、水果、海鲜干货等上百种农
产品，半天销售额达7.6万元。

“我们今天早早就赶到扶贫集市
购买了2000元的地瓜、虾米、哈密瓜
等农产品，实在是物美价廉！”来自湖

北的梁昔阳夫妇说，他们准备趁着周
末把这些农产品带回湖北老家给家
里人尝一尝。

据了解，县、镇两级供销社免费
帮助贫困户把农产品运到集市现场，
并帮忙吆喝销售，吸引当地居民纷纷
购买。

“这是我们合作社养的鸡，肉鸡
已经养了1年零1个月，再养下去成
本就会越来越高，希望今天能多卖一
些。”美郎养鸡专业合作社负责人陈

蹦说，该合作社由波莲镇多贤村27
户贫困户组建，从2017年10月开始
大规模发展“美郎稻香鸡”林下养殖
产业，年产6.5万只鸡。但由于目前
没有较好地打开销售渠道，还有部分
肉鸡没有卖出去。

对此，临高县供销合作联社主
任王贤表示，接下来该县将组建
农产品运销公司，县供销社拟在
全县10个基层社成立农产品运销
服务站，收集各镇农产品生产信

息，结合农产品收成季节进行销
售，助力农产品产销对接和促农
增收。

据了解，2018年临高县供销社
系统实现商品购进总额7.8亿元，商
品销售总额 8.2 亿元，利润 336 万
元；积极引导60户290名贫困村民
入股该县供销社企业领办的临高东
英西岐种养专业合作社发展果子狸
养殖产业，合作社带动示范作用日
益凸显。

临高扶贫集市半天卖了7.6万元
计划组建农产品运销公司助力农产品产销对接

履行生态环境保护责任不力

屯昌4家单位被通报批评
本报屯城4月2日电（记者李梦瑶 特约记者

邓积钊）未履行生态环境保护职责，致使河流沿岸
禁养区内养殖场污染环境问题长期没有得到有效
解决。日前，屯昌县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领导小组
对屯昌县畜牧局、县生态环境保护局、屯城镇委镇
政府及县河长办公室等4家单位进行通报批评，屯
昌县纪委监委也将对相关责任人进行严肃追责。

3月6日，屯昌县委组织开展环保督察“回头
看”过程中，发现屯昌主要河流之一的洋坡溪沿岸
禁养区内仍然存在6处不同规模的生猪养殖场。
经屯昌县纪委监委介入调查，发现屯昌县畜牧局、
县生态环境保护局、屯城镇委镇政府、县河长办公
室及相关负责人工作作风不严不实，在防治水污
染工作中不担当不作为，致使洋坡溪沿岸生猪养
殖场污染环境问题长期没有得到有效解决，严重
侵害群众切身利益。

为严肃责任追究，倒逼责任落实，屯昌决定对
上述4家单位不作为、慢作为行为进行全县通报，
县纪委监委也将对相关责任人进行严肃追责。海
南日报记者了解到，屯昌各单位及广大领导干部
将对照屯昌县委部署关于生态文明建设的各项工
作职责开展自查自纠，全面排查整治存在的环境
污染问题。

海口港海关邮检
查获虎骨制品
虎骨胶6盒，总重3000克

本报海口 4月 2日讯 （记者梁
振君 通讯员黎文）近日，海口海关
所属海口港海关邮检现场在对进境
邮件进行监管时，发现一个来自泰
国的邮件X光机影像呈现异常。经
开箱查验，确定物品为虎骨胶6盒，
总重 3000 克。现场工作人员依法
将其移交缉私部门处理。这是海南
口岸进出境邮递渠道今年查获的首
宗濒危动植物及其制品。

根据《国务院关于禁止犀牛角和
虎骨贸易的通知》规定，严禁进出口
犀牛角和虎骨（包括其任何可辨认部
分和含其成分的药品、工艺品等）。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运输、携带、邮
寄犀牛角和虎骨进出国境。凡包装
成分中标有犀牛角和虎骨字样的，均
按含有犀牛角和虎骨处置。

根据《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
贸易公约》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野
生动物保护法》等规定，除有相关
允许进出口证明书外，任何贸易方
式或者携带、邮寄象牙、犀牛角、虎
骨等濒危物种进出境的行为都是
被禁止的.

海关提醒，请勿以任何方式携
带、邮寄、托运濒危野生动植物及其
制品出入境。

本报海口4月2日讯（记者傅人
意 通讯员陈颖）“我们店可以代收包
裹、帮村民网购，还可以帮忙购买割
草机等农资用品，给村民带来很大便
利！”4月2日，位于琼海市龙江镇博
文村的农村综合服务社内，负责人梁
海莉正忙着整理货架。200多平方
米的店铺里，整齐地摆设着米、油、沐
浴露、洗衣液等生活用品。

梁海莉介绍，铺面由她本人出
资租赁，货架、部分经营设施和店面

装修由省供销社负责。“农综社从去
年10月份开张至今，每月净利润1
万多元！”

这是省供销社牵头建设的农村
综合服务社的一个缩影。去年初，省
供销社在前期考察10个市县100多
个行政村的基础上，首期选择了琼
海、定安、澄迈3市县10家网点作为
第一批试点，建设农村综合服务社。
2018年3月底，组建了海南海供农村
综合服务运营管理有限公司，由该公

司投入资金对网点进行简单装修，并
按照市场化运作的模式，负责农村综
合服务社试点建设和总体运营管
理。2018年9月，首期10家网点建
成。去年全省供销合作社系统共新
建或改造41家农村综合服务社，覆
盖三亚、保亭、临高、五指山、白沙、东
方、澄迈等市县。

海南海供农村综合服务运营管
理有限公司总经理梁文瑞介绍，建设
农村综合服务社是为了进一步提升

农村公共服务水平，以供应日用品和
农资商品为基础，满足村民的生产生
活需要。“目前农村综合服务社还引
入农村金融、电商等惠农内容，另外
运管公司还与中石化海南分公司签
订合作协议，由后者负责供应钢瓶液
化气，服务社的网点负责经营销售，
为农民使用液化气提供便利。”

根据相关规划，到2022年，全省
将力争建设农村综合服务社覆盖
80%以上行政村。

我省建成41家农村综合服务社
力争到2022年覆盖80%以上行政村

本报海口4月2日讯（记者陈雪
怡 通讯员林一凡）今年前两月，我省
消费市场总体保持平稳增长态势，全
省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328.10
亿元，同比增长6.0%。这是海南日报
记者4月1日从省统计局了解到的。

具体来看，前两月，我省城乡市场
同步平稳增长，乡村市场占比稳步提
高。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等相关政策措

施逐步落地，我省农村地区消费环境持
续改善，消费潜力持续释放。按城乡结
构分，前两月全省城镇消费品零售额完
成273.75亿元，同比增长5.8%；乡村
消费品零售额完成54.35亿元，同比增
长7.2%，增速比城镇高出1.4个百分
点，占消费品市场的比重为16.6%，比
上年同期提高0.2个百分点。

餐饮消费保持平稳增长，大众餐

饮继续保持火热。前两月，全省实现
餐饮收入35.14亿元，同比增长6.3%，
高于全省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
0.3个百分点。

商品零售保持平稳增长，消费升
级类商品销售增长较快。前两月，全省
实现商品零售额292.96亿元，同比增
长6.0%。其中，服装、化妆品和金银珠
宝类商品快速增长。在海口、三亚免税

商品旺销，万宁奥特莱斯、海口生生国
际等商场春节期间销售火爆的共同拉
动下，全省限额以上企业服装类、化妆
品类和金银珠宝类商品零售额同比分
别增长19.3%、29.5%和14.3%。免税
商品对我省消费品市场增长的支撑作
用较强，免税品零售完成31.6亿元，同
比增长27.1%，对我省社会消费品零售
总额增长贡献达28%。

今年前两月我省消费市场保持平稳增长
全省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328.10亿元

临高开展脱贫攻坚
专项巡察“回头看”
聚焦专项资金使用和项目建设等领域

本报临城4月2日电（记者张惠宁 通讯员
符开炳 朱炜） 4月2日上午，临高县委召开脱贫
攻坚专项动员部署会，拉开了脱贫攻坚专项巡察

“回头看”的序幕。此次专项巡察为期2个月，将
从相关部门抽调人员组成巡察组，对全县承担脱
贫攻坚主要责任的单位、部门和各镇（农场）党政
领导班子及成员开展专项巡察。

临高脱贫攻坚专项巡察“回头看”聚焦脱贫攻
坚专项资金使用管理和工程项目建设等重点领
域，紧盯“重点人、重点事、重点问题”，对中央巡
视、省委巡视、中央和省脱贫攻坚检查考核、县委
巡察和其他监督检查反馈问题整改落实情况，以
及教育扶贫、卫生健康扶贫、危房改造、饮水安全、
产业扶贫、低保制度与扶贫工作衔接等领域存在
的问题进行重点监督。

“此次脱贫攻坚专项巡察‘回头看’注重对标
对表中央、省委相关决策部署，纠错纠偏，将对党
员干部存在失职渎职、吃拿卡要、优亲厚友，搞‘数
字脱贫’等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问题进行严肃问
责。”临高县委巡察办主要负责人介绍。

因存在重大火灾隐患

我省15家单位被挂牌督办
本报海口4月2日讯（记者良子 通讯员钟

坚）海南日报记者4月1日从省消防总队了解到，
为着力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不断改善全省消
防安全环境，海南各级政府根据重大火灾隐患“四
个一批”整治工作要求，加大重大火灾隐患整治力
度，对15家重大火灾隐患单位进行挂牌督办。

今年以来，海南各地严格执行《重大火灾隐患
判定办法》，在排查整治火灾隐患工作中，对符合
重大火灾隐患判定标准的，一律确定为重大火灾
隐患，并提请政府挂牌督办。

此次挂牌督办的15家重大火灾隐患单位分别
为海口美兰叙华商务旅租、海口龙华大汇兴购物中
心、海口琼山金贸商务宾馆、三亚海亚饮食有限责
任公司（三亚海亚餐厅）、三亚金苹果幼儿园、海山
老年休闲度假公寓、鑫源锦程住宅小区（海南大祥
物业服务有限公司）、东方仨赢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五指山一方酒店、乐东利国望楼河主题旅租、澄迈
老城湘水湾酒店、临高县临城镇睿思幼儿园、陵水
黎族自治县养老服务中心、昌江欣达实业有限公司
（铁矿西苑小区）、保亭保城名爵娱乐会所。

针对挂牌督办的重大火灾隐患单位，各级政
府将认真制定督办工作方案，明确督办整改责任，
扎实推进整改工作。各地重大火灾隐患单位的主
管部门将充分运用行政处罚、责令停产、临时查封
等法律赋予的手段，推动挂牌督办的重大火灾隐
患单位有效整改。对逾期未整改的重大火灾隐患
单位，将通报有关部门，作为信用评定、星级评定、
银行贷款等重要依据，实行联合惩戒，促进整改，
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群死群伤火灾事故发生。

全国烹饪技能竞赛
（海南赛区）举行

本报海口4月2日讯（记者罗霞）第八届全
国烹饪技能竞赛（海南赛区）暨2019年海南省职
业技能大赛（烹饪类）近日在海口举行，参赛选手
们一决高下，展现琼菜的创新发展。

本次大赛由中国烹饪协会、海南省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厅、海南省总工会主办，旨在促进海南
烹饪餐饮行业员工学习新知识、掌握新技能、创造
新业绩。

比赛设中餐热菜、中式面点、西餐主菜、西式
面点、创意凉菜和果蔬雕刻六个赛项，吸引了来自
全省各地的232位选手参赛。大赛选拔出成绩优
秀的选手，参加今年下半年在北京举办的总决赛。

据了解，全国烹饪技能竞赛每5年举办一届，
是全国餐饮行业重要赛事，被誉为烹饪餐饮行业
的“奥林匹克”。海南省烹饪协会于1988年首次
组队，并以省级参赛队的名义参加了第二届全国
烹饪技能竞赛。2014年海南省烹饪协会首次申
办省级赛区，成功举办了第七届全国烹饪技能竞
赛（海南赛区）的比赛。

本报椰林4月2日电（记者李艳
玫 梁君穷 海报集团全媒体中心记者
孙学新 谭琦 特约记者陈思国）3月
30日，四川省凉山州木里县发生森林
火灾，27名森林消防队员和3名地方
干部群众在火灾扑救中牺牲。记者了
解到，经有关部门核实，其中一名牺牲
的森林消防队员唐博英是陵水黎族自
治县本号镇人。4月2日下午，在相关
人员的陪同下，唐博英的亲属已前往
四川省处理后续事宜。

据悉，唐博英出生于1993年，他
的父亲是本号镇黎跃小学退休教师，
母亲是原本号镇粮食所退休职工，家
中还有一名姐姐在省外务工。2012
年，唐博英考入重庆水利电力职业技

术学院，2015年毕业后在校入伍。牺
牲前，他担任凉山州森林消防支队西
昌大队三中队二班副班长。

4月2日中午，陵水人武部、县退
役军人事务局及本号镇等相关单位负
责人前往唐博英家中看望慰问其家
属，对唐博英因公牺牲表示沉痛哀悼，
并送去深切的慰问和关怀。

唐博英的父亲唐会川沉浸在失去
儿子的痛楚之中。他回忆说，最近一
次见儿子是 2018 年底。2019 年春
节，唐博英在岗参加救火任务，没能回
家过年。

唐博英作为一名消防人员，家人总
担心他的安全。但每次跟家人说起工
作，唐博英都表现出很大的热情。“孩子

总说‘热爱这份工作，很艰苦，但不怕，
会小心的’还总是叫我们要放心。发生
这样的事，家人太难受了。”唐会川说。

“他是一个非常好的人，对于家
人和朋友都特别在意。”小苏是唐博
英的“发小”，他说，从小到大，唐博英
对身边的人都很关心。“他在大学的
时候，部队到学校征兵，他直接就去
了，去的时候他父母还不知道。”小苏
说，唐博英的性格很好，对朋友想得
比较周到，“他没有和我们说他去当
消防队员，怕我们担心。他去年还跟
我说想回家了。”

记者了解到，目前，唐博英的母亲
和姐姐已经在去往凉山的路上，准备
接他回家。 （相关报道见A08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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