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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岸快讯

以案为鉴 警醒“迷失人”

东方纪委监委拍摄
追逃警示教育片

本报八所5月22日电（记者刘梦晓 通讯员
魏小青）日前，东方市纪委监委完成了该市网络追
逃第一案的警示教育片拍摄工作，形成该市首部
追逃案警示录《迟到的化肥款》。

教育片选取该市成功追回外逃19年的挪用
资金案为素材，采取以案释纪的方式，通过再现还
原案情、办案人员讲解、涉案人员现身说法、法庭
审判实录等环节，深刻剖析了在反腐高压态势下，
在反腐败追逃追赃工作向纵深发展的态势下，不
法分子不收敛不收手的违纪违法心路历程和思想
根源，用身边人身边事敲响党员干部廉洁警钟，培
养不敢腐、不想腐的思想自觉。

监察体制改革以来，东方市纪委监委将预防
腐败教育纳入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的重点内
容，注重用身边事身边人抓好预防教育，广泛采集
近年来该市查处的多起典型案例审查调查各个阶
段的视频、图片资料，摄制警示教育片。2018年
来，先后摄制《遗忘初心的沉沦》等警示教育片2
部，深挖案件反映出的思想教育、监督制约、体制
机制等方面的问题，为党员干部预防腐败教育提
供鲜活素材。2019年，该市纪委监委将加大教育
片拍摄力度，推出系列教育片，并分批次、“全覆
盖”组织观看，充分发挥查处一个、震慑一批、教育
一片的效果。

临高今年投入1685万元
改造6个农贸市场

本报临城5月22日电（记者张惠宁 通讯员
王逵 陈日升）农贸市场升级改造是今年省委省政
府为民办实事的事项之一，临高今年计划投资
1685万元升级改造6个农贸市场。据悉，去年该
县4个农贸市场已完成升级改造。

5月21日上午，海南日报记者在升级改造后
的美良农贸市场看到，农贸市场配套设施完善、功
能区划分清晰、摊位整齐划一、卫生环境良好，前
来购物消费的群众络绎不绝。美良农贸市场经理
钟树盛说，美良市场采取“划片、化区”管理方式，
消除了“脏、乱、差”现象。据悉，近年来，为改善农
贸市场环境“脏、乱、差”、购物功能混乱的现象，临
高县将农贸市场升级改造列入“为民办实事”民生
工程。

去年，临高对新盈、美良、加来、皇桐等4个乡
镇的农贸市场进行升级改造，目前已全面完成改
造并投入使用。县商务局副主任科员陈一新说：
通过升级改造，这4个农贸市场不但面积增加、摊
位增加，而且环境也大变样。

据了解，今年临高县计划通过政府投资和引
入民间资本投资升级改造龙波、多文、东江、南宝、
波莲、调楼等6个农贸市场，总投资额1685万元，
预计今年11月前全面完成改造任务。

儋州本月已查处
8200多起交通违法

本报那大5月22日电（记者周月光 通讯员
廖伟生）为整治交通乱象，儋州市公安局交警支
队与城市综合执法队联合成立创卫攻坚队，5月
以来查处各类交通违法行为8225起。

针对省创卫暗访组在儋州发现的乱停乱放
等交通秩序混乱现象，4月30日，儋州市公安局
交警支队抽调12名警力与儋州市行政综合执法
支队40名队员，联合成立创卫攻坚队，在城区主
次干道、背街小巷、农贸市场、医院、学校、车站等
场所和区域，开展联合整治，仅5月18日至19日，
查处机动车违停758起、电动车违停665起，查扣
无牌无证三车轮36辆、两轮车440余辆，拖离占
道机动车45辆。初步统计，5月以来，创卫攻坚
队已经查处各类交通违法行为8225起。

在各类交通违法中，机动车与电动车乱停乱
放是儋州交通混乱的突出问题，造成这种现象的
原因，除行为人法律法规意识不强外，还有一个
重要原因，就是儋州主次干道和背街小巷以及多
个市场周边路段停车泊位不足、交通线模糊等现
象。为从源头解决规范停车问题，日前，儋州市
政府拨专项经费200万元，在那大城区背街小巷
施划停车位和标志线。

儋州“爱心扶贫大集市”
2天销售230多万元产品

本报那大5月22日电（记者周月光 特约记
者李珂）5月18日至19日，儋州举行“爱心扶贫大
集市”活动，扶贫农副产品现场销售42.53万元，
订单销售达到195万元。

据了解，儋州市扶贫办与供销合作社组织儋
州雄起珍禽良种产业专业合作社、儋州民惠民跑
海鸭养殖有限公司、海南海源手信食品有限公司
等20家参与扶贫企业（合作社）的50多种扶贫农
副产品入场展销。

据悉，2天活动吸引大批儋州市机关干部、企
事业单位职工以及普通市民，儋州土糖、跑海鸭
蛋、绿壳鸡蛋、儋州红鱼、海头地瓜等特色农副产
品深受欢迎。

据统计，为期两天的“爱心扶贫大集市”活动，
现场销售额42.53万元，订单销售额195万元，累
计销售总额 237.53 万元，共有贫困户 1798 户
7034人获益。

儋州粽已收到全国21个省市区的订单

端午未到 粽已走俏

5月22日9时，海南日报记者打
开淘宝网，输入关键词“儋州粽子”，
搜索后立即出现了多个“儋州粽子”
品牌的商品。

“现在，我们每天出货300多件，
有点忙不过来了，正在招聘人手
呢。”“儋州五哥粽子”负责人陈照用
说，订单来自全国各地，最北的来自
黑龙江省，最西的来自甘肃省，订单

量最大的是江苏、湖北、河南、广东
等省份。

儋州涵瑶食品公司是儋州粽子
研发与生产重点企业，其产品连续
多年作为海南特色美食进入博鳌亚
洲论坛年会会场，受到国内外嘉宾
欢迎。

“今年清明节后，我们就开始陆
续接到订单，有五星级酒店的，有大

型企业的，还有来自加拿大一个华
人商会的。”儋州涵瑶食品公司负责
人孙少仁介绍，他们公司产品种类
丰富，除儋州特色的猪肉蛋黄粽子
外，还有传统草木灰碱水粽和篓篓
粽，以及近年来新研发的玫瑰粽、香
蕉牛排粽、鸳鸯水晶粽、黄金咖喱
粽、贡豆排骨粽等新品种，能够满足
不同消费者的需要。

儋州市粽子协会负责人文德福
说，为了解儋州全市粽子企业产销
动态，5月17日，协会进行了一次摸
底统计，从各家粽子生产企业上报
的情况看，儋州粽子今年已经收到
来自全国21个省市区的订单，分别
来自消费者在电商平台小量订购、
连锁超市大量订购、企业作为端午
节福利订购。

订单来自全国各地

儋州粽子为何能销往全国？孙
少仁是儋州粽子制作传承人。他说，
儋州粽子的食材选用与独特的生产
工艺使它走向全国。

儋州粽子食材主要是茄冬叶、
火山岩糯米、跑海鸭蛋黄、传统花猪
肉，全部产自儋州。包粽子的茄冬
叶，具有色绿、清香、柔软、防腐等特
点；主料糯米是儋州火山岩地区种
植的优质糯米，含多种营养成份，微

量元素硒含量丰富；儋州地方品种
花猪的肉，肥瘦均匀，质地松软，肉
味渗透到糯米中，粽子吃起来香滑
可口；最为特别的是粽子馅料之一
——跑海鸭蛋黄，晶红、味美、鲜香，
因为跑海鸭在海边生长，以小鱼小
虾和小螺为食。

孙少仁说，与其它地方的粽子制
作相比，儋州粽子采用传统工艺，制
作非常讲究，主打产品鸭蛋猪肉粽，

共有32道生产工序。
据介绍，包粽子用的茄冬叶处理

就有5道工序：采摘，蒸煮，浸泡，洗
涮，晾干；主料糯米处理有4道程序：
淘沙清洗，清水浸泡，捞出沥干，加食
盐蒜蓉等调味；花猪肉处理有3道工
序：清洗，切块，用食盐、糖、料酒、芝
麻油、酱油等腌制，以及包裹、绑紧、
蒸煮、沥干、灭菌……

标准的儋州250克蛋黄肉粽，包

粽子用的茄冬叶处理要花3个小时，
其中用沸水煮2小时；粽子入锅蒸煮
时间最长，一般不少于10个小时；加
上其它环节处理时间，制作一个儋州
粽子费时27个小时。

独特的食材与工艺成就独特的
产品。2016年，儋州粽子被原国家
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纳入国家地
理标志保护产品范围，成为惟一获
国家地理标志保护的海南粽子品牌。

制一个粽耗时27小时

■ 本报记者 周月光 特约记者 李珂

近日，儋州市特殊教育学校6年
级，上了一堂以“珍爱生命远离溺水”
为主题的班会课。班里8位学生个
个“听”得津津有味，时而惊恐，时而
疑惑，时而大笑，老师提问时，大家争
先恐后举手……

“卢老师课上得风趣，同学们常
被逗得哈哈大笑，我们都很喜欢他。”
学生谢瑞玲在海南日报记者的采访
本上写道：“和卢老师在一起，同学们
都觉得开心。”

卢子怡1991年出生，祖籍山东，
2013年进入儋州市特殊教育学校，
专职教语文。上课时，他手语配着肢
体动作，表情丰富，甚至有点夸张，但
学生们都很喜欢他的教学方式。

特殊教育需要更多爱心

“特殊教育与普通教育不一样，需
要更多爱心、耐心和细心，要关注到每
个孩子。”卢子怡轻声细语地说，孩子
们虽然听不见，但自尊心都非常强，与
孩子们相处、上课，要特别用心。

卢子怡从教以来，一直担任聋生
语文教学任务。他从聋生日常兴趣
入手，从课外阅读起步，为聋生提供
新的阅读方式——绘本阅读，让聋
生们找到学习语文的新动力。到了
高年级，语文课上一个问题用手语
难解释，他就用图画、演示文稿、电

子教学白板……想方设法直到学生
弄懂为止。

2014年，他接手学校新调整的
8年级，这个班的学生多数是从普通
学校“回流”的聋生，学业基础差，厌
学现象严重。卢子怡没有气馁，课
堂上，他采用分层教学，放学后，他
每天坚持对个别学生进行辅导。经
过一年的努力，学生们开始喜欢和
他在一起，对学习产生了兴趣。
2016年6月，这个特殊的班级12位
聋生有9位通过考试，考入海南（海
口）特殊教育学校中职部就读，其中
有5位更是考进高中班学习。

“海南（海口）特殊教育学校中
职部2016年全省只招30多人，卢老
师一个班就考进9人，简直是个奇
迹。”儋州市特殊教育学校教务主任
林海说。

卢子怡对自己的要求是：不放
弃任何一名学生，让每个学生都能
开心学习，让每个学生都能最大限
度地发展。

鼓励聋生把自己当正常人

余维准是一位聋生，家住儋州市
南丰镇尖岭村，家境贫困。“从学校到
我家里，需要转3次车，非常不方便，
但卢老师每学期都会来我家家访，了
解我的家庭状况，与我商量如何更好
地教育孩子。”余维准父亲余忠养说，
有一次余维准半夜生病，卢子怡立即

带他上医院，像对待自己的孩子一
样，让人特别感动。

卢子怡认为，聋生只要能接受良
好教育，都能像正常人一样生活工
作。因为听不到声音，不少聋生内心
自卑。“除了听，我们什么都能做！”他
总是用这句话鼓励聋生。他经常利
用休息时间走进孩子们生活，和他们
聊天，像朋友一样关心激励他们，让
一批又一批聋生，在学习中成长，成
功融入社会。

虽然从教时间不长，但卢子怡
已经成为学校骨干。对教育教学中
遇到的问题认真研究，他总能提出

自己独到的解决方案。他撰写的
《中年级盲聋学生语文教学策略的
个案研究》论文获2016年全国第六
届现代特殊教育论文评选三等奖，
刊登在2016年第八期《现代特殊教
育》。2017 年，他被全国妇联评为

“全国维护妇女儿童权益先进个
人”；2019年，他获得第二十五届“海
南青年五四奖章”。

卢子怡说，特殊教育虽然要付出
更多，但同时也更有成就感，他把特
殊教育当作人生事业，希望能帮助更
多无声世界的孩子更好地工作生活。

（本报那大5月22日电）

儋州市特殊教育学校教师卢子怡给聋儿正能量：

“除了听，我们什么都能做！”
今年第一季度
儋州给小微企业
减税2729万元

本报那大5月22日电（记者周
月光 通讯员吕善彪）近日，不少儋州
纳税人都惊喜地发现：交上去的税又
退回来了。儋州市税务局相关负责人
告诉海南日报记者，今年第一季度，儋
州仅小微企业普惠性税费减免就达到
2729.22万元。

海南中化橡胶有限公司是一家以
橡胶加工为主的企业。4月份该公司
实现销售收入800余万元，税率调整
后，因企业前期购进设备本期进项抵
扣等因素，减税5.3万元。“按2018年
销售数据测算，本次增值税税率调
整，预计今年能减税200余万元，为
公司技术改造和产品升级提供有力
支持。”海南中化橡胶有限公司的财
务负责人郑丽花说，减税红利的兑
现，得益于税务局实而又实、细而又
细的宣传辅导。

为把减税降费政策落到实处，
儋州市税务局成立以党委书记、局
长为组长的减税降费工作领导小
组，制定印发《减税降费工作方
案》，实行挂图作战，明确责任单
位、责任人。

如何让减税降费政策家喻户
晓？儋州市税务局广泛宣传上门辅
导。今年以来，举办20期纳税人培
训班，开展专题讲座4场，在重点小
区、所有公交车以及重点影院全覆盖
宣传减税降费核心内容，并通过邮政
特快专递对全市享受减税降费税收
政策的20452户纳税人“点对点”邮
寄资料，确保减税降费政策100%送
达纳税人。

本报那大 5
月22日电（记者
周 月 光 特 约 记
者李珂）随着端
午节临近，海南
获国家地理标志
保护的粽子品牌
——儋州粽子，
已经收到来自全
国21个省市区的
订单。近日，海
南日报记者从儋
州市粽子协会获
悉，儋州粽子今
年通过线上线下
同步销售，订单
来自全国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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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子怡在给孩子们授课。 本报记者 周月光 摄

⬅ 工人在打包粽子。
本报记者 陈元才 摄

“昨天我包 435 个粽子，挣了
348元。”蒙彩景是儋州市那大镇美
爷村村民，每年端午节前后她都到
粽子企业打工。她告诉海南日报记
者，今年5月10日，她开始到儋州广
和食品有限公司粽子厂务工，包1

个粽子有0.8元收入，
每天7时上班19时下
班，每天能包400多个

粽子。
在儋州广和食品有限公司粽

子厂，像蒙彩景一样的包粽工有
30多人，他们围坐在流水线上，熟
练地把泡好的糯米、腌制的花猪
肉、晶红的鸭蛋黄放在茄冬叶上，
包裹成一个个精致的粽子。据了
解，端午节前后，一般包粽工月收
入有1万多元。

近年来，在地方政府扶
持下，儋州粽子产业不断发
展壮大，传统的家庭生产作
坊升级建厂，传统工艺与现
代技术相结合，涌现出一批
上规模有档次的生产企业，
如儋州广和食品有限公司

投资200万元建成儋州粽子生产工
厂、儋州小晓食品有限公司正在建设
占地面积5亩的粽子生产工厂。目
前，儋州粽子具备常年生产的企业超
过50家。

陈照用说，通过电商平台销
售，“五哥粽子”销量一年上一个台
阶，2015 年销售近 15 万个，2018
年销售突破30万个。

由于儋州粽子岛外发货量大，各
家物流公司也纷纷推出优惠措施吸
引货源。

以儋州市邮政速递为例，今年该
公司决定在快递费用上给儋州粽子
制作生产企业更多优惠：空运享受5
折优惠，陆运享受8折优惠。

近年来，儋州市将儋州粽子作为
特色富民产业来抓，从原材料供应基
地建设到产品推广促销全方位支持，
培育“广和粽”“满钵香”“五色粽”“五
哥粽”“涵瑶”等10多个知名品牌，儋
州粽子产量与销量年年攀升，带动原
料基地建设、快递物流运输等多个行
业发展，其中仅粽子生产每年直接提
供就业岗位1万多个。

粽子成为富民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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儋州粽子。
本报记者 陈元才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