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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非洲猪瘟疫情防控

本报海口5月13日讯（记者陈
雪怡）海南日报记者5月13日从省农
业农村厅了解到，在全省上下齐心协
力打好非洲猪瘟疫情防控攻坚战的
关键时期，万宁市仍有个别领导干部
存在责任不强、担当不够、作风不实
等问题，防控非洲猪瘟各项措施落实
不到位。日前，万宁市委决定，对该
市长丰镇、农业农村局、市场监督管
理局、环卫园林局等4单位领导干部
给予问责、处分。

5月7日、8日，农业农村部督导
组、省督导组先后到万宁市长丰镇、北

京师范大学万宁附属中学开展非洲猪
瘟疫情防控工作落实情况现场督查，
发现相关镇和职能部门仍存在思想认
识不到位、群防群控工作不力等问题，
造成疫情管控存在极大风险。

督查中发现，万宁市长丰镇政府
对非洲猪瘟防控工作认识不到位、措
施不力。长丰镇马坡村养殖户王雄
在镇政府进行扑杀、无害化处理后仍
擅自进行补栏；该镇生猪扑杀、消毒
及无害化处理等处置工作不规范、不
彻底，福地山公墓无害化处理填埋点
等未进行规范消毒。万宁市市场监

督管理局、环卫园林局对泔水监管措
施落实不到位，对北京师范大学万宁
附属中学泔水处理情况疏于监管，仍
存在村民从该校食堂违规私自运输、
处理泔水情况。万宁市农业农村局
对非洲猪瘟防控工作的严峻形势认
识不到位，没有充分发挥牵头抓总职
责，仍存在群防群控统筹不力，对部
分镇、村生猪养殖排查监管不到位等
问题。

万宁市委决定：一是分别对长丰
镇党委书记刘小滨，市农业农村局党
组书记、副局长杨学海，市市场监督

管理局党组书记、副局长许晓，市环
卫园林局分管副局长纪新波给予诫
勉谈话处分；二是对长丰镇分管副镇
长朱平给予停职检查处分；三是由市
纪委市监委对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分
管副局长麦育川、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片区分管责任人黄良禄、长丰镇马坡
村党支部书记钟昌强进行调查处理。

据统计，截至5月13日上午，我
省在非洲猪瘟防控工作中已追责问
责11个单位62人，其中县处级干部
2人，乡镇书记、镇长14人，畜牧兽医
局长2人，其他部门44人。

本报海口5月13日讯（记者陈
卓斌）第131期海南省《脱贫致富电
视夜校》5月13日晚播出。本期节目
中，疫情防控专家、中国动物卫生与
流行病学中心副主任黄保续受邀走
上讲台，为观众系统介绍非洲猪瘟的

主要症状、传播途径和预防措施，并
现场答疑解惑。

黄保续在课堂上指出，非洲猪瘟
的主要症状可以概括为5个方面：一
是病猪出现高烧；二是病猪身体发
红、发紫；三是部分病猪表现为呕吐、

口鼻出血，甚至粪便带血；四是母猪
有流产的情况发生；五是病猪死亡率
很高。黄保续提醒，当发现上述情况
时，应及时报告当地畜牧兽医部门，
采取应急处置措施。

课堂上，黄保续介绍，预防非洲猪

瘟要做到“六不、六要”。黄保续还现
场解答了养殖户关心的一些问题，例
如，五脚猪（也叫五指山猪、老鼠猪，属
野猪科）会感染非洲猪瘟，建议养殖户
做好防疫和驱虫工作；而豪猪和家猪
不同科不同种，不会感染非洲猪瘟。

菜篮子放心猪肉
销售点增至20个

本报金江5月13日电（记者李
佳飞 通讯员叶上荣）海南日报记者5
月13日从澄迈县非洲猪瘟防控工作
应急指挥部获悉，为方便市民购买放
心猪肉，截至当天下午，澄迈县菜篮子
放心猪肉销售点由首批8个增加至
20个，覆盖全县12个乡镇（含金安筹
备组），每天供应市场的冷鲜猪肉增加
到2.6万余斤。

为切实保障市民的消费需求，确
保市场冷鲜猪肉供应，澄迈县授权澄
迈城乡扶贫开发有限公司作为应对非
洲猪瘟保障猪肉供应的市场运营主
体，由该公司到县畜牧局指定的无疫
情养殖场进行统一采购，并由政府指
定瑞今生猪屠宰场为本次配送保供屠
宰场，构建猪源检验供应——生猪运
输——屠宰检疫——配送——市场监
管的保障服务体系，确保安全供应。

猪肉“点对点”供应
销售网点增至134个

本报海口5月13日讯（记者计
思佳）海南日报记者从海口市非洲猪
瘟防控指挥部办公室获悉，为切实保
障生猪及其产品充足供应，5月 13
日，海口猪肉“点对点”供应销售网点
增至134个，供应量达到1253头。

放心猪肉销售点
覆盖13个镇（区）

本报万城 5月 13日电（记者袁
宇 通讯员梁振玮）“能买到放心猪肉
了，真好。”5月13日7时许，在位于万
宁市林业局附近的放心猪肉销售摊
点，市民周娇拎着刚买到的新鲜猪肉
笑着对海南日报记者说。目前，万宁
市已设立了 5 个放心猪肉销售摊
点。据了解，万宁市商务局将于5月
14日在全市13个镇（区）设放心猪肉
销售点，方便市民购买。

万宁市商务局局长叶名盛告诉海
南日报记者，万宁本地生猪屠宰供应
线正在恢复当中，此外，为做好非洲猪
瘟防控工作，保障放心猪肉按时送达，
万宁市交警大队在G98长丰、大茂等
互通口设立11个执勤点严把卡口关，
定点定岗开展非洲猪瘟防控工作。

防控非洲猪瘟不力

万宁4家单位领导干部被问责

脱贫致富电视夜校科普非洲猪瘟防控

预防要重点做到“六不、六要”
“六要”：
要对生猪实施圈养，实施全进全出的生产模式

要做到养殖区和生活区相隔离

要对进出车辆严格消毒，进出人员需更换衣物

要做好经常性消毒和灭鼠、灭蝇工作

要保持良好的防疫习惯，饲养人员接触外部生猪、生肉后，

需洗澡、更换衣物后再去喂猪

要配合畜牧兽医部门做好防疫检疫工作

科普知识“六不”：
不能放养生猪

不能使用泔水喂猪

不能未经检疫，买卖健康状况不明的生猪及其产品

不能随意销售、宰杀、抛弃病死猪

不能让外来人员、车辆随意进入自家养殖区域

不能随意到访其他养殖场、屠宰场（点）、生猪市场特别是疫点和疫区，
以免沾染非洲猪瘟病毒进入自家猪场

澄迈

万宁

扫码看海口
134个猪肉“点对
点”供应销售网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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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振兴工作队在行动

■ 本报记者 曾毓慧

“瞧，咱村今年第一次种的海花
红辣椒个头多饱满，估计还能再采摘
1个多月，仅此一项就能增收20万
元。”5月12日一大早，白沙黎族自治
县青松乡青松村乡村振兴工作队队
长、驻村第一书记陈立斌就已和村民
们在辣椒地里忙开了。

田地里，翠绿的叶片下，垂下一
串串火红的海花红辣椒。村民三三
两两地提着篮筐或尼龙袋，手脚麻利
地采摘。“我今年种了1亩多，摘了快
2个月，已经入账6000元。”贫困村
民邓永观乐呵呵地说。

陈立斌介绍，青松村距离白沙县
城约60公里，农产品运输成本大，加
上管理粗放，传统农业种植成效不
好，全村 348户中有 183户是贫困
户。2015年，海南日报报业集团选派
他远赴青松村担任驻村第一书记。
此后，在海南日报报业集团、省农科
院等单位的支持下，青松村大力发展
山兰稻产业。青松乡挂点干部王雄
介绍，在短短3年多时间里，青松村山
兰稻种植从最初百余亩增加至800多
亩，成为近年来该村脱贫摘帽的主打
产业。截至目前，全村仅剩1户2人
尚未脱贫。

今年2月，陈立斌再添新使命，担

任青松村乡村振兴工作队队长，他关
于乡村振兴的思考也更多了。“产业
要多点开花，村民增收的路子才会越
走越宽。”他说，在耕地面积有限的情
况下，青松村应利用山兰稻轮作的时
间，拓展其他“短平快”特色农业产业。

“国家一级保护动物海南黑冠长
臂猿就在咱村外的霸王岭上栖息繁衍，
这说明青松村的生态环境很好，发展特
色农业很有前景。”陈立斌介绍。据悉，
省农科院一直非常重视农业科技推广
与精准扶贫工作。值得一提的是，省农
科院党委书记杨文平多次率领农作物
专家前往青松村，与当地扶贫干部商榷
因地制宜发展热带高效农业脱贫计策，

帮助村民提高种养技术水平，为白沙脱
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提供科技支撑。在
省农科院的帮扶下，今年以来，乡村振
兴工作队与驻村扶贫干部动员30多户
农户首次尝试种植40多亩海花红辣
椒，并与农企签订保底价收购协议，让
农产品销售无忧。

省农科院工作人员介绍，海花红
辣椒成长周期短，但采摘周期长，多
销往省外市场，市场效益可观。当地
扶贫部门与乡村振兴工作队力推

“种、产、销”无缝衔接的模式，无疑是
力助产业发展的一项好举措。

此外，青松村还动员村民在山兰
稻田地里轮作种植了40多亩的红皮

花生，这批花生下月就可收成。“花了
短短三四个月时间种植，估计能收成
万余斤，增收四五万元没问题。”陈立
斌说，轮作种植既能增收，又能改良
土壤，有利于山兰稻生长。

他说，今年工作队争取引进企
业，打造山兰米酒制作工坊。此外，
青松村的南药益智种植已达到一定
规模，今年也要寻求合作单位，进一
步挖掘益智的药用和食用价值。

发展多种产业，拓宽增收路子，
陈立斌和乡村振兴工作队队员们一
直在思考和行动，他们辛勤的汗水洒
满了崎岖山路……

（本报牙叉5月13日电）

白沙青松村力促特色农业产业多点开花

巧用轮作 发展多样“短平快”产业

本报海口5月13日讯（记者张
期望 通讯员刘平）4 月以来，海口
市美兰区大致坡镇金堆村乡村振
兴工作队急群众之所急，实施金堆
村水渠修复工程。近日，通过一个
多月奋战，这条“停摆”了近 20 年
的老水渠被成功修复，引来的活水
帮该村5千多亩农田“解渴”，受到
村民们的点赞。

据了解，金堆村灌溉水渠上游连
着凤潭水库，是该村重要的水利设

施，肩负着金堆村5千多亩农田的灌
溉重任。由于金堆村灌溉水渠修建
年代久远，淤泥较深，已经“停摆”近
20 年了，严重影响该村农田的灌
溉。4月以来，驻村乡村振兴工作队

和该村党支部积极研究对策，争取上
级支持，同时组织干部群众开展清淤
工作。

为了尽快让水源流到每一块土
地，工作队和村“两委”干部通过积极

有效的宣传动员，营造了“人人参与、
家家出力”的良好氛围。经过半个多
月的努力，工作队带领全村人清淤水
渠土方1万多立方米。

近日，金堆村的水渠全面修

复贯通，此次沟渠修复贯通工作
共清理支线水渠约 10 公里，疏通
截流点36处，受益群众达1千人，
金 堆 村 5 千 多 亩 农 田 真 正“ 解
渴”。

海口美兰区金堆村开展水渠修复行动

“复活”老水渠“解渴”5千多亩农田

安心购买

为方便市民购买，5
月12日，陵水黎族自治县
菜篮子“放心猪肉”销售点
由首批的4个增加至 14
个，覆盖全县11个乡镇，
供应市场的冷鲜猪肉增加
到1.2万多斤。图为在陵
水菜篮子“放心猪肉”销售
网点广百家超市内，市民
在购买生鲜猪肉。

本报记者 武威
特约记者 陈思国 摄

三亚评出10位
“最美旅游人”

本报三亚 5 月 13 日电 （记者林诗婷 徐
慧玲）5 月 13日晚，2019 三亚“发现最美旅游
人”主题推选活动颁奖晚会在三亚举行。经过
2个多月的层层评选，晚会现场公布了三亚具
有广泛行业代表性的10名“三亚最美旅游人”
名单，向社会各界展示三亚旅游服务品质和旅
游风采。

今年3月，三亚正式启动“发现最美旅游人”
评选活动，从三亚一线旅游从业者或相关人员中
评选出最美导游员、最美景区内导、最美前厅接
待员、最美客房服务员等10个类别的100名优
秀者。经过综合评比，10名“三亚最美旅游人”
从这百名优秀者中脱颖而出，他们分别为三亚好
享游导游服务有限责任公司导游孙春和、三亚大
小洞天发展有限公司游客服务部讲解员陈东盛、
三亚蜈支洲岛旅游区珊瑚酒店前厅接待员杨杰、
三亚亚龙湾东榕囍家城市会客海鲜餐厅餐饮部
总监陈小俊、三亚银泰阳光度假酒店管家部经理
助理李引妹、三亚大东海经营管理有限公司救生
部副经理陈忠城、中免集团三亚市内免税店有限
公司销售部销售组长常庆梅、三亚市公共交通集
团有限公司驾驶员杨桂秀、三亚心连心义工社社
长蔡顺城、三亚市旅游质量监督管理局市场监管
科副科长蔺增荣。

本次活动由省总工会、三亚市政府指导，三亚
市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局、三亚市总工会主办，省
旅游发展研究会、三亚市旅游协会承办。

一以贯之抓落实
齐心创造新成就
◀上接A01版

做好今年经济工作，需要切实加强党对经
济工作的领导，提升各级党委（党组）领导经济
工作的能力。习总书记强调，我们党既要政治
过硬，也要本领高强；领导干部不仅要有担当的
宽肩膀，还得有成事的真本领。各级党委（党
组）要坚持顾大局、管大事、议大事，定期研究分
析经济形势，决定重大经济事项；要坚持充分调
研、发扬民主、依法决策，不断提高经济决策质
量；要坚持超前谋划，准确研判经济形势，有针
对性地拿出切实可行的举措，竭尽全力破解征
地拆迁等各类矛盾问题，不断提高驾驭经济发
展全局的能力。与此同时，各级党委（党组）领
导同志要通过学习、实践等方式尽快提升工作
水平，努力成为领导经济工作的行家里手；要及
时掌握经济运行情况，切不可心中无数任其自
然发展，切不可忽视抓主要矛盾、解决主要问
题，切不可东一榔头西一棒槌。

时代在呼唤，人民在期盼。做好今年经济工
作任务艰巨、责任重大。全省上下要坚决贯彻党
中央和省委关于经济工作的一系列决策部署，同
心协力、狠抓落实，高标准高质量建设全岛自贸试
验区，探索建设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努力建设经
济繁荣、社会文明、生态宜居、人民幸福的美好新
海南，以经济社会发展的新成就迎接新中国成立
70周年！

坚定信心保持定力
一心一意调结构稳增长
◀上接A01版
压实责任、增强斗争精神，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思
想，提升防范和化解重大风险的能力，确保人民群众
生命财产安全，为海南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提供坚实
基础。

会议讨论了《海口江东新区总体规划（2018-
2035，送审稿）》《海南省林木种子管理条例（草
案）》《海南省无线电管理条例修正案（草案）》《海
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测绘法>办法修正案
（草案）》《2019年海南省省本级财政预算调整方
案（草案）》等文件。

琼岛本周高温返场
中后期最高温38℃

本报海口5月13日讯（记者叶媛媛 通讯员
吴洁飞 吴春娃）海南日报记者5月13日上午从
海南省气象台了解到，预计本周前期海南全岛有
分散阵雨或雷阵雨；中后期全岛多云间晴，北半部
局地午后有雷阵雨，气温较高，最高气温或升至
38℃。

陆地方面，5月14日～15日，受偏南气流影
响，全岛多云，有分散阵雨或雷阵雨。全岛最高气
温32℃～35℃；最低气温中部地区22℃～24℃，
其余地区24℃～27℃。

5月16日～19日，受西南气流影响，全岛多
云间晴，北半部局地午后有雷阵雨，气温小幅上
升。最高气温西北半部地区34℃～37℃，东南
半部地区 32℃～34℃；最低气温中部山区
22℃～24℃，其余地区25℃～27℃。海洋方面，
14日～19日，各预报海区风力5级、阵风6级，雷
雨时阵风7级～9级。

农事方面，海南省气象部门建议，本周橡胶可
适当增加割胶力度，提高产量；成熟的荔枝、龙眼
等需及时采摘，提高产值；东部成熟期水稻应关注
天气变化适时进行收割、晾晒。增雨方面，建议气
象干旱为中旱的东方和气象干旱为轻旱的海口、
临高、昌江等市县，应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抢抓有
力时机积极开展增雨作业。

此外，海南省气象部门提醒，打雷的时候不要
站在树底下，不要玩手机，也不要游泳，要做好防
雨防雷措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