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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万元奖金！
三亚互联网微型创意
企业创业大赛等你报名

本报三亚5月6日电（记者孙婧）总奖金50
万元的2019年三亚互联网微型创意企业创业大
赛目前进入项目征集期。海南日报记者5月6
日从赛事主办方处获悉，所有以“新兴产业”或

“互联网”为主题的企业、大学生团队项目，均可
报名参赛。

今年，赛事将更突出互联网属性，要求所有
参赛项目紧扣“新兴产业”和“互联网”的主题，项
目可以是“互联网+”、机器学习、云计算、人工智
能、认知服务、虚拟现实、增强现实、混合现实、三
维打印、游戏开发、电子信息、新能源与节能环
保、新材料、文化创意等。

赛事的项目征集期从即日起持续至6月3
日。企业或团队需在截止日期前通过赛事官网
报名。参赛项目将分为成长企业组、初创企业组
和大学生创业组，分别进行初赛、复赛、决赛和成
果巡展推广等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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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元雄一直记得，父亲常教育自己，
“好吃的食物，骗不了人。做好赤烧，要
像做人一样。”

重兴陈记赤烧猪肉干创始于1953
年，起源于新加坡华侨带回的肉干秘
方。2012年，陈元雄继承父业，成为重
兴陈记赤烧猪肉干制作技艺第三代传
人。几年过去，如今的重兴陈记赤烧猪
肉干已经成为文昌乃至海南富有盛名的

特产。
陈元雄说：“我想让更多的人品尝到

陈记赤烧猪肉干这种既传统又美味的食
品。我觉得技艺在，家的味道就在。”为
了把赤烧猪肉干做得更好，陈元雄决定
从源头就开始把关，建设黑猪养殖基地，
从原材料到加工再到销售，从基地到餐
桌形成标准化，层层把控产品质量，精细
挑选食材。

“人生的下半场，我只想把赤烧
和腊肠做到极致，把陈记赤烧猪肉干
和腊肠推介给更多的人认识。”陈元
雄说。

2015年，陈元雄将食品加工厂升级
为海南文昌睿兴食品有限公司，并注册

“重兴陈记”子品牌商标。为了进一步布
局企业发展，睿兴食品2018年变更公司
名为海南文昌睿兴农业有限公司，布局

黑土猪全供应链商业模式。
陈元雄注重猪肉干选材，肉品精

选以地瓜藤、木薯、椰子糟、米糠等本
土杂粮为饲料饲养的农家散养黑土
猪，只选后腿加工制作而成。为了更
好地开拓市场，陈元雄潜心研发，重兴
陈记的产品从单一口味的赤烧，衍生
出更多的口味，并研发出多元化的产
品，如黑胡椒系列的猪肉干、黑土猪腊

肠等产品，并深受消费者喜爱。
2018年，陈元雄带着他的“陈记黑

土猪”项目参加了海南省创业大赛，并
获得了三等奖的好成绩。他介绍，在参
加创业大赛的过程中，海南睿兴农业有
限公司进一步理顺了自身的发展思路
与商业模式的顶层设计。创业导师们
非常认同公司的发展思路，同时在公司
股权、财务、营销等方面提出了很多具

体的建议，他的收获很大。他认为，“参
加创业大赛，不仅是对自身是个提升的
过程，也是磨炼自己的过程，无论是从
自身演讲能力，还是从对公司管理的认
知，都得到很大的提升。”

在再次创业的过程中，陈元雄不忘
初心、做好产品、开拓创新、砥砺前行，赋
予了品牌更多的可能性。

（策划 撰文/陈一夫）

精选食材、层层把关，标准化打造重兴陈记赤烧猪肉干产业

第三代传人陈元雄：把传承做到极致

本报营根5月6日电（记者李梦
瑶 通讯员陈欢欢）“巡溪去咯！”5月5
日一大早，趁着日头还未毒辣，琼中黎
族苗族自治县中平镇中平村加曼村小
组村民曾丽云站在村口一声吆喝，转眼
一群身着绿色工装服、腰挎竹篓的村姑
村嫂们便纷纷冒了出来，组成一支10
人的护溪“娘子军”朝山林溪涧走去。

穿过橡胶林与小桥，沿着陡峭的
山坡攀爬向下，浓荫蔽天间一条蜿蜒
清冽的山涧小溪忽现眼前。“感觉凉
快了不少吧？一到夏天我们村男女
老少都会来戏水消暑，几乎祖祖辈辈
都在溪边长大。”63岁的王政兰告诉

海南日报记者，这处溪流叫中平河，
也被当地人唤作“清湾溪”，流经山涧
时有数条飞瀑倾泄，因而近年来吸引
不少游人到访。

人多了，垃圾自然随之而来。眼
看溪边的啤酒瓶、塑料袋越来越多，
加曼村的姑婆婶娘们渐渐坐不住了。

“打扫卫生是我们妇女的长项，不
如以后顺道把河道卫生也给收拾了。”
2017年初，曾丽云等人开始挨家挨户
上门动员，尽管不少人质疑她们“吃饱
了撑的”，一支由10名妇女组成的民
间志愿护溪队还是很快拉扯起来。

没有经费，队员们便每人自费

定制印有“加曼村妇女联防队-护溪
队”标识的队服，并亲手制作护河宣
传标语悬挂在溪边树梢；没有工具，
妇女们索性赤手上阵，躬着身子在
河溪、石缝中捡拾塑料袋，或从岸边
游人烧烤留下的火堆里掏出啤酒瓶
碎片。

沿着约5公里长的中平河加曼村
流段，两年多来妇女们一趟趟溯流往
返，碰上节假日，来得更是频繁。“一
路捡下来能装满4大袋垃圾，一天清
理不完，我们就第二天再来。”说话
间，队员董翠英手脚麻利地脱下胶
鞋，从竹篓中扯出一只编织袋，蹚水

朝对岸走去。
虽然差事算不上轻松，也没有一

分钱的报酬，加曼村爱河护溪的氛围
却日渐浓厚。队员王大花告诉海南
日报记者，如今村里的男人干完农活
后，也会经常过来帮她们一起捡垃
圾。“垃圾变少了，鱼虾变多了，我们
的心情也跟着好起来。”

对于村民们来说，缓缓流淌的溪
河承载着乡愁，爱河护溪则早已成为
一种习惯。不仅仅是在加曼村，如今
随着琼中健全河湖长体系，越来越多
的民间力量自发参与进来，正不断织
密水环境治理保护网。

琼中中平镇有支“娘子军”

义务护溪 守得岸净水清

护苗法治教育活动
走进校园

本报海口5月6日讯（记者陈卓斌 特约记
者韩小雨）海南日报记者5月5日从省教育厅获
悉，我省“护苗2019·防性侵”主题法治教育活动
已于日前启动，并将持续开展至9月30日。活
动要求，各地各校要多措并举加强法治教育，广
泛宣传110报警电话和网上报警平台、12355青
少年法律援助热线、12348法律咨询热线等，引
导青少年儿童敢于拿起法律武器，向性侵说

“不”。
据悉，本次活动覆盖全省各中小学校（含中

职学校、幼儿园）教职工、学生和各级教育行政部
门工作人员，旨在让大家了解侵害未成年人（特
别是性侵害）违法犯罪行为的相关法律知识，帮
助教职工增强法治观念，提升职业道德修养，使
学生加强知识学习，强化自护能力。

在此期间，省教育厅将组织普法讲师团开展
“护苗宣讲活动”，包括在全省开展不少于40场
的主题讲座；将以“护苗2019·防性侵”法治教育
为主题，有针对性的设计培训课程，继续办好“校
长、园长依法治教培训班”；将组织各高校学生开
展“护苗志愿者行动”，深入各市县学校、社区、农
村，积极派发宣传册、展演法治教育情景剧、提供
法律咨询和援助等。

本报海口5月6日讯（记者计
思佳）海南日报记者5月6日从海口
市社会文明大行动指挥部获悉，为
推进干净整洁、文明和谐新海口建
设，该市将开展十大专项整治行动，
行动一直持续至年底。

对于住宅小区环境卫生整治，
海口将用1年时间深入开展住宅小
区综合整治，重点整治“三无小区”
脏乱差、秩序混乱和消防设施设备
不全等问题，组织成立业主委员会

或业主自治小组，引导业主聘请专
业物业企业或管理人员，进行小区
自我管理。

在乡镇环境卫生综合整治中，
该市今年将建设乡镇污水管网6处，
创建生活垃圾分类和资源化利用示
范村50个，农村改水、改厕3000户，
乡村每50户设立公益保洁员1名，
推进农村垃圾转运车配备和垃圾转
运站、垃圾收集站等设施建设，完善

“户分类、村收集、镇转运、市处理”

的垃圾集中收集处理模式。增加有
机肥使用量，减少农药使用量，确保
化肥和农药施用量各减5%。实现
当季废旧农膜回收和综合利用率达
85%，农药包装废弃物污染治理率
达50%。对小散畜禽养殖农户加强
技术指导，划定适当区域集中养殖，
解决分散养殖和人畜混居问题。村
镇周边渔业养殖尾水处理覆盖率达
60%。规模化养殖和屠宰环节病死
畜禽尸体无害化处理率达100%。

海口将开展十大专项整治
■背街小巷环境卫生整治
■禁烟控烟专项整治
■住宅小区环境卫生整治
■公共厕所卫生整治
■乡镇环境卫生综合整治
■农贸市场管理及农贸市场周边、

天桥乱摆卖问题整治
■机动车违停乱象整治
■电动车、行人闯红灯等交通乱象整治
■次干道交通乱象整治
■加强交通运营秩序监管和整治

十
大
专
项
整
治
行
动

海口五源河湿地公园搭建蜂虎观鸟屋海口五源河湿地公园搭建蜂虎观鸟屋

去邂逅去邂逅““中国最美小鸟中国最美小鸟””吧吧

为精准打击各种黑恶势力，中央扫黑除
恶第18督导组4月7日起进驻海南，现向全
省社会公布举报电话和邮政信箱，欢迎广大
干部群众踊跃举报。

举报时间：4月7日至5月7日
每天8：00-20：00；

举报电话：0898-65360851、
65363891、65391195；

邮政信箱：海口市A011号邮政信箱

海南省重点城市空气质量日报
（5月5日12时-5月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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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17

18

PM10浓度
（微克/立方米）

34

28

33

发布单位:海南省环境监测中心站

本报海口5月6日讯（记者计思佳 通讯员陈创
淼）海南日报记者近日从海口市秀英区湿地保护管理
中心获悉，日前，该中心在五源河国家湿地公园蜂虎
栖息地附近搭建观鸟屋（下图，海口市秀英区宣传部
供图）、设置观鸟平台，为群众提供远程观鸟体验，让
爱鸟人士可以在这里和“中国最美小鸟”来一次浪漫
的邂逅。

蜂虎羽毛艳丽、色彩斑斓，被誉为“中国最美的小
鸟”，每年的4月至7月是蜂虎繁殖的季节。2018年5
月，海口五源河下游发现栗喉蜂虎和蓝喉蜂虎，引起社
会广泛关注。

今年3月29日，为了让蜂虎继续在五源河下游繁
殖，秀英区湿地保护管理中心在五源河下游为蜂虎营
造栖息地。栖息地营造完成后，吸引了许多蜂虎在此
筑巢。

“观鸟屋融于自然，可以达到观鸟不惊鸟的效果。”
秀英区相关负责人介绍，观鸟屋利用竹竿搭建整体结
构，再铺上迷彩遮阳布，与周边环境融为一体，不会打
扰鸟类，适合观鸟爱好者安静地观鸟。

海口这5所公立学校
预计9月招生

本报海口5月6日讯（记者郭萃 通讯员郑
尼亚）海南日报记者5月5日从海口国家高新区
发展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高新发控”）获悉，
该公司代建的长滨、龙岐、坡巷、康安、新海5所学
校进展顺利，预计这5所学校能够在今年9月1
日顺利招生。

据高新发控有关负责人介绍，目前各个学校
建设过程较为顺利，项目建设正在按照节点有序
推进。为抢工期、抓进度，施工项目部加强人、
机、料等投入，快速有序推进项目建设。

据悉，长滨小学位于秀英区大效村，新海学
校位于秀英区滨海大道与天翔路交叉口，康安学
校位于秀英区长康路，坡巷学校位于龙华区金濂
路亚洲豪苑北区，龙岐小学位于海府路98号。

三亚边检紧急救助
外籍货船摔伤船员

本报三亚 5月 6日电 （记者良
子 通讯员王雅琳）5月5日，巴拿马
籍货船“恒阳”号计划驶往越南途中，
一名船员不慎摔伤，请求靠岸急救。
三亚出入境边防检查站开通绿色通
道，及时救助摔伤船员。

据悉，当日9时许，三亚边检站接
到紧急求助电话，计划行驶至越南的

“恒阳”号货船上一名中国籍男性船
员在作业过程中不慎摔伤，右侧肋骨
及腹部疼痛难忍，无法站立，急需靠
岸救治。接到求助电话后，三亚边检
站立即启动船员救助预案，开通“边
检绿色通道”，为摔伤船员办理离船
入境边防检查手续，紧急联系救生船
并协助将摔伤船员转移到安全地带，
联系患者家属抵达救援现场，协助船
员将患者抬上救护车并转移到医院
进行治疗。经过及时治疗，这名中国
籍船员已脱离危险。

蜂虎蜂虎：：中型鸟类中型鸟类，，
体长体长 2626~~2828 厘米厘米。。
头顶至上背栗红色或头顶至上背栗红色或
巧克力色巧克力色，，过眼线黑过眼线黑
色色，，腰和尾蓝色腰和尾蓝色，，翼蓝翼蓝
绿色绿色，，腰及长尾浅腰及长尾浅
蓝蓝。。以颏喉颜色栗蓝以颏喉颜色栗蓝
之分之分，，故分为栗喉蜂故分为栗喉蜂
虎和蓝喉蜂虎虎和蓝喉蜂虎。。喜近喜近
海低洼处的开阔原野海低洼处的开阔原野
及林地及林地，，繁殖期群鸟繁殖期群鸟
聚于多沙地带聚于多沙地带，，极具极具
观赏性观赏性。。

2018年在海口五源河湿地公园附近拍到的栗喉蜂虎的倩影。（海口湿地管理保护中心陈松供图）

本报海口5月 6日讯 （记者王
玉洁 实习生李婷 钟南）5月 6日，
海南省知识产权评估评价研究院在
海口正式成立，这是海南首家知识
产权评价服务机构，将为我省乃至
全国企事业单位和科研院所的专
利、版权、商标等知识产权在质押、

托管、交易等过程中提供服务，强化
知识产权运营，完善知识产权公共
服务体系。

省知识产权局有关负责人介绍，
海南推进自由贸易试验区和中国特
色自由贸易港建设，加快探索知识产
权证券化，需要建立完善的知识产权

运营体系和法律制度，助力打造法治
化、国际化、便利化及公平统一高效
的营商环境。省知识产权评估评价
研究院的成立，将填补我省在知识产
权评估评价领域的空白，助力完善我
省知识产权服务体系，激发技术创
新，促进产业转型升级。

据了解，省知识产权评估评价研
究院由省科协科技成果转移孵化基
地与中关村巨加值科技评估研究院
联合建设，促进海南与北京等知识产
权评价部门、科研院所、高校、科技企
业、投资机构与技术转移服务机构之
间的交流合作。

我省成立知识产权评估评价研究院
完善知识产权服务体系

故意毁坏他人15亩槟榔树

澄迈5人被抓
本报金江5月6日电（记者李佳

飞 通讯员曹玉倩）海南日报记者5月
6日从澄迈县公安局获悉，近日，澄迈
县老城镇李某端等5名犯罪嫌疑人因
故意毁坏他人15亩 1300余株槟榔
树，造成经济损失达数十万元，被抓获
归案。

为尽快破案，澄迈县公安局老城
公安分局联合白莲派出所在接报后迅
速成立了专案组，全力开展案件侦办
工作。通过走访摸排，民警发现老城
镇罗驿村村民李某端、李某远等人具
备作案时间及动机，有重大作案嫌
疑。为此，专案组对李某端、李某远等
重点人员进一步摸排了解，收集掌握
了相关证据。

4月29日晚，专案组认为收网条
件成熟，随即组织警力果断出击，将李
某端、李某远、李某德、李某福、李某安
等5名犯罪嫌疑人抓获归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