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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易宗平

5月23日凌晨，当公鸡“喔喔喔”
的鸣叫声打破夜的静寂，保亭黎族苗
族自治县响水镇合口村脱贫户陈武就
与妻子起床了，提起箩筐等农具直奔
家门前的农田收获黄秋葵。

一眼望去，绿油油的农田里，一根
根长条形的黄秋葵迎风摇曳，点点滴
滴的露珠在朝阳映照下闪耀着金灿灿
的光芒。“还是早上的黄秋葵鲜嫩啊，
最近市价不错！”陈武笑眯了眼，扳着
指头告诉海南日报记者，“我种了9亩

黄秋葵，今年1月以来已卖出了7万
多元，估计至少还可以收入1万元。”

成功脱贫致富的陈武已经建了新
房，合口村多户建档立卡贫困户也靠
种植黄秋葵摘掉了“穷帽子”。

“2年前我就开始种植黄秋葵，从
最初的2亩扩大到现在的6亩，旺季
每个月有5000元至1万元的收入。”
谈及种植黄秋葵，已脱贫的合口村村
民林菊花笑得合不拢嘴。

除了引导村民种植黄秋葵，合口
村乡村振兴工作队还发动大家种植辣
椒等作物。

种了1.3亩辣椒的村民陈波，今
年以来已实现销售收入3万多元。正
在田间加紧采摘辣椒的他表示，以后
还要想办法种植其他能赚钱的特色农
产品。

陈波的父亲陈松柏也在田间一起
采摘辣椒。“这两年我们村里发展得很
快，乡亲们都有不少收益。”陈松柏说，
在政府支持下，包括他家在内，村里的
橡胶产业纳入了价格保险，收入更有
了保障。

合口村不但种植特色农产品，而
且还开发出黎家手工皂。这些手工皂
在传统工艺基础上汇入现代元素，制
作成洋溢着时尚气息的各种造型，并延
伸包装、物流等产业，受到游客的青

睐。村民黄丽琴透露，她在村里最先参
加手工皂生产培训班，掌握了技术后又
给乡亲们提供培训机会，毫无保留地传
授技术要领，交流心得体会。

在村民腰包鼓起来的同时，在美
丽乡村建设上，合口村人居环境和基
础设施正在整体改善。合口村委会汇
总数据显示，近两年来，在省、县多部
门帮扶下，共投入近3000万元，该村
电灌站、饮水安全、村级公路、文化场
所建设等富有成效。

基础设施建设与长远的产业布局
同步推进。海南合口农业发展有限公
司是该村引进的一家龙头企业。该公
司负责人林华东说，合口村正在实施
的“什栋布衣康养民宿”项目，计划投

资5000万元，已投入2000余万元。
该公司着力打造融生态环境、人文环
境为一体的合口书苑和少数民族特色
村寨，带动农户建设“黎家美食村”。
这些民宿、美食等项目，将为村里提供
上百个岗位。

“我们全村共有建档立卡贫困户
130户562人，已脱贫129户561人，
目前贫困发生率仅为0.08%。”合口村
驻村第一书记、乡村振兴工作队队长
周刚介绍，采取“公司+合作社+农户”
利益联结模式，既引导村民发展适销
对路的种植业，又布局和推进康养民
宿和美食等产业，合口村正迎来更多
新机遇。

（本报保城5月23日电）

乡村振兴工作队在行动

保亭合口村既发展适销对路的种植业，又布局康养民宿和美食业

特色产业扶起来 村民腰包鼓起来

本报海口5月23日讯（记者计
思佳）近日，海口印发《海口市“厕所革
命”三年行动方案（2018 年-2020
年）》（以下简称《方案》）。《方案》指出，
到2020年，海口要实现厕所在全市范
围内布局合理，完成90%乡镇区、居、
建制村以及美丽乡村和文明生态村公
共厕所建设，完成全部农户改厕工作。

《方案》指出，海口各区要优化厕
所布局，严格按规划实施，在控制性
详细规划图则中明确公厕用地规模
和范围。禁止擅自占用或者改变用

途，对改变厕所用地属性、变更厕所
点位或“规而不建、规后乱建”等违法
违规行为加大处罚问责力度。

规范设计建造城镇公厕。外观
上要体现地方文化特色和时代感，优
化公共厕所功能布局和设施配备。
加快改造城市老旧公厕，严禁随意拆
除城镇公厕，确实因旧城改造、道路
拓宽等原因需要拆除的，遵循“拆一
补一、就近建设”原则，严格审批，不
能减少现有公厕数量和建筑面积。

在乡村公厕建设方面，到2020年，

海口要完成所有乡村公共厕所的无害
化改造。其中，秀英区新建公厕10座，
龙华区改建公厕4座，美兰区新建公厕
10座，改建公厕2座，琼山区新建96座
（其中镇墟公厕10座，行政村86座）。

对于交通设施附属厕所，在交通
路网经过的乡镇，1小时车程以内要
结合加油站、旅游驿站等建设公厕；
少数乡镇距离在1小时车程以上的，
在道路沿线结合村庄设施建设公厕。

国家A级旅游景区，旅游度假区、
旅游综合体、椰级乡村旅游点的厕所，
按照旅游厕所标准建设，加大旅游厕
所建设改造力度。除国家A级旅游景
区外，全市各风景名胜区、各类公园、

乡村旅游景区、博物馆等区域厕所，其
设计、建设与改造要与当地文化元素、
地域特色相融合。到2020年，完成公
共厕所的新改建工作。

鼓励和倡导符合条件的沿街机
关、企事业单位、商业街、宾馆饭店等
机构对外免费开放本单位内部厕所，
安装导示标牌，统一纳入城市公厕云
平台管理系统。

进一步完善、更新公共厕所导向
标志、标识，充分利用路灯杆、交通标
志杆、公交车站牌等公共设施，扩大
公共厕所导识系统的覆盖度和识别
度，海口全市所有独立式公共厕所均
须安装夜间指示灯箱。

关注2019年海南定安美食节

海口公布“厕所革命”三年行动方案

2020年完成乡村公厕无害化改造

本报文城5月23日电（记者孙
慧 特约记者邹小和）5月23日，2019
年全省城镇污水处理设施建设推进
会在文昌召开。海南日报记者从会
上获悉，我省正在加快推进城镇污水
处理设施建设，抓好落实中央环保督
察反馈意见整改，按照年初制定任
务，目前已有77座建制镇污水处理
厂开建，已建成8座，全省接入污水
处理厂管网长度为3342公里，第一
轮中央环保督察提出我省污水处理

厂“两低”问题得到明显改善。
今年以来，各市县将推进城镇污

水处理设施建设作为抓好中央环保
督察反馈意见整改的具体措施。
2018年省政府将开工建设100个建
制镇污水处理设施建设任务列入省
政府重点项目后，各市县按照省水务
厅年初制定的任务分配表，加快推进
建制镇污水处理设施建设，海口、儋
州、五指山、陵水、澄迈都如期完成开
建任务。目前全省已开建的建制镇

污水处理厂已达77座，已建成8座。
截至今年4月底，全省已建成城

镇污水处理厂64座，污水处理规模
达152.49万立方米/日。全省城镇建
成区日产生污水量为116万立方米，
污水处理量为105万立方米/日，平
均运行负荷率为69%。第一轮中央
环保督察提出我省污水处理厂“两
低”问题得到明显改善。临高县污水
处理厂进水COD浓度已从反馈时的
34毫克/升提升到141毫克/升，白沙
县污水处理厂已从反馈时的40毫
克/升提升到114毫克/升。反馈意
见提出23座污水处理厂进水COD

浓度低于100毫克/升目前已降到5
座；临高县、澄迈县金江镇污水处理
厂负荷率已高于60%。

会议指出，全省水务系统要继续
不折不扣抓好中央环保督察反馈问
题整改工作，今年6月底前7座城镇
污水处理厂要完成提标改造任务，同
时要全力推进2019年7项及2020年
3项整改任务，省水务厅要及时根据
项目整改情况进行对账销号，并做好
整改销号台账，确保整改成果经得起
检验。污水处理设施建设进度需进
一步加快，建制镇污水处理设施今年
内还要开建76座。

我省加快城镇污水处理设施建设

全省已开建77座建制镇污水处理厂

关注海口城乡环境综合整治

中央环保督察整改进行时

广告

受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省分公司委托，定于
2019年5月31日上午10:30时在海南宏志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厅
按现状净价公开拍卖：（1997）海中法执字第255-2号民事裁定书
项下部分权益（海南华星房地产公司抵债资产——定安南丽湖别
墅，房屋他项权证：房他证字第000208号、第000209号，房屋所有
权证：房证字第0002305号、第0002308号）竞买保证金：人民币
300万元整。同等条件下，给予海南华星房地产公司优先购买
权。以下人员不得竞买：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
法干警、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拍卖标的涉及的原国有企业
债务人管理人员、参与拍卖标的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评
估师等中介机构人员等关联人或者上述关联人参与的非金融机构
法人；与参与拍卖标的转让的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拍卖标
的涉及的原国有企业债务人或者受托资产评估机构负责人员等有

近亲属关系的人员；失信被执行人或失信被执行人的法定代表人、
主要负责人、影响债务履行的直接责任人员、实际控制人等；受海
南省现行限购政策限制的主体；其他依据中国法律不得收购、受让
拍卖标的的主体。标的展示时间：自见报之日起至2019年5月30
日止。办理竞买手续截止时间：2019年 5月 30日 17:00前（以
竞买保证金到账为准）。主拍单位：海南宏志拍卖有限公司。
地址：海口市美兰区新埠岛西苑路横沟二街D19栋三层。电话：
0898-32855875、13322006990。协拍单位：海南融和拍卖有限
公司。地址：海南省海口市美兰区蓝天路12-1号国机中洋公馆1
号楼B-705房。电话：0898-68522193、13138998118。委托方
监督电话：0898－68625271、68664292、68606865。委托方地
址：海口市龙华区滨海大道123－8号信恒大厦17－18层。财政
部驻海南专员办监督电话：0898-66719286、66713686

海南宏志拍卖有限公司联合拍卖公告
受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省分公司委托，定于

2019年6月4日上午10时在海南华生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厅按现
状净价公开拍卖：琼海远征实业有限公司等260户债权资产包
（截至2019年1月31日，债权本息合计121088.05万元，其中，本
金29550.93万元，利息91537.12万元）。竞买保证金：人民币
6000万元整。

以下人员不得竞买上述资产：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
人员、政法干警、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拍卖标的涉及的原
国有企业债务人管理人员、参与拍卖标的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
计师、评估师等中介机构人员等关联人或者上述关联人参与的非
金融机构法人；与参与拍卖标的转让的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
员、拍卖标的涉及的原国有企业债务人或者受托资产评估机构负
责人员等有近亲属关系的人员；失信被执行人或失信被执行人的
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影响债务履行的直接责任人员、实际控
制人等；其他依据中国法律不得收购、受让拍卖标的的主体。

标的展示时间：拍卖公告发布之日起至6月3日止。
办理竞买手续截止时间：2019年6月3日17：00前（以竞买

保证金到账为准）

主拍单位：海南华生拍卖有限公司
地址：海口市秀英区丽晶路9号丽晶温泉海景花园听涛居15A
电话：0898-68598866、13519892888
协拍单位：海南天悦拍卖有限公司
地址：海口市美兰区国兴大道5号海南大厦主楼41层
电话：0898-68555982、18508910618
协拍单位：海南融和拍卖有限公司
地址：海南省海口市美兰区蓝天路12-1号国机中洋公馆1号楼
B-705房
电话：0898-68522193、13138998118
协拍单位：海南宏志拍卖有限公司
地址：海口市美兰区新埠岛西苑路横沟二街D19栋三层
电话：0898-32855875、18976273169
委 托 方 监 督 电 话 ：0898- 68625271、68664292、68663444
委托方地址：海口市龙华区滨海大道123－8号信恒大厦17－18层
财政部驻海南专员办监督电话：0898-66719286、66713686

海南华生拍卖有限公司联合拍卖公告
（第190524期）

海口教师队伍建设获评
全国十大优秀案例

本报海口5月23日讯（记者叶
媛媛）海南日报记者近日从海口市教
育研究培训院获悉，海口市在教师队
伍建设方面所取得的创新性成果，被
推选为“全国教师队伍建设十大优秀
案例”。

据海口市教育研究培训院副院长
陈素梅介绍，海口目前各级骨干教师
队伍呈现“特级教师—省学科带头人
—省学科骨干教师—学科市级骨干教
师—区域骨干—学校骨干”基本结
构。“从过往的经验中我们发现，许多学
科团队往往成就了若干名师，但很难真
正引领一批教师集体成长，我们始终认
为这是一种浅层次的成长。”陈素梅说。

为此，海口从 2013 年起不断尝
试，成立青年骨干教师成长助推站、送
教下乡工作坊、骨干教师工作坊，通过
一批优秀骨干教师的成长示范，产生
强大的推动力，从而带动全市教师队
伍集体发展。

以骨干教师工作坊为例，目前海
口包括特级教师、省级学科带头人、省
级骨干教师、市级骨干教师在内的
1826人全部入坊，每一名市级骨干带
1至2名徒弟，教师之间形成学习共同
体，共同成长与进步。截至目前，海口
骨干教师工作坊教师队伍总计近
4000人。此外，海口还积极组建区域
组成学校和田园课程基地校，举办海
口市特级教师大讲堂等，真正构建起
教师成长的传输带。

得益于结构化队伍的建设，从
2013年-2018年，海口教师队伍中走
出了17位海南省特级教师、38位海
南省学科带头人、198位省级骨干教
师。2016年-2019年，海口教师队伍
还走出26位海南正高级教师。

“吃货”们注意啦

周六到定安海洲广场
“逛吃逛吃”

本报定城5月23日电（记者邓钰 特约记者
司玉）海南日报记者5月23日从定安县政府办公
室获悉，5月25日上午8点30分，2019海南定安
美食文化节“争鲜美食汇”将准点开街，现场数百
种美食将在定城镇海洲广场等待品尝。

据了解，经过紧张的前期筹备，目前各项工作
进展顺利，现场美食街摊位已基本布置完毕。“吃
货”们可自驾前往定安，下高速后将有现场路线指
示牌指引您前往活动现场，现场车位充足，“吃货”
们不必为车位烦恼，可放心前往。

截至5月23日，已有近500名“吃货”在南国
都市报微信公众号“十味定安”专区抢到“争鲜
免费券”。另有很多读者致电本报热线询问是否
还有更多的美食街免费券发放，想要帮其朋友或
家人代领。组委会5月25日、5月26日9时将在
定安美食街现场为到场的“吃货”增发部分“争
鲜免费券”，让直接到场的朋友也可免费享受定
安美食。数量有限，请广大“吃货”尽早到达现
场扫码认领。

同时，美食街活动现场还将举办扶贫大集，各
农副产品种类丰富，价格优惠，让“吃货”们在品尝
美食的同时，也能挑选所需的农副产品。

此外，线上定安名菜优惠券也已陆续上线，
“吃货”们在南国都市报微信公众号领取对应菜品
的“名菜优惠券”后，存至微信钱包，到店消费时出
示优惠券消费对应菜品，即可以优惠的价格享受
定安名菜，该优惠活动一直持续到5月28日。

北部湾美食博览会
6月5日儋州启幕

本报海口5月23日讯（记者赵优）海南日报
记者从5月23日举行的2019第三届北部湾（海
南儋州）旅游美食博览会推介会上获悉，2019第
三届北部湾（海南儋州）旅游美食博览会（以下简
称“美食博览会”）将于6月5日至9日，在儋州市
文化广场举行，届时，广大市民游客可在一饱口福
的同时体验儋州魅力。

据了解，本届美食博览会将以特色美食及特
色旅游商品的展示和交易为主题，在规模和品质
上进一步改版升级。本届美食博览会展馆总面积
2.5万平方米，设国际标准展位800个，并将首次
设立“丝绸之路”国际形象馆和国际美食街，中外
美食文化届时将在儋州同台交流融合。本届美食
博览会还将突显开放主题和国际化元素，预计参
展国家达到15个，参展企业近千家、参展商品近
万种。此外，美食节期间还将推出房车露营、健身
徒步、国际美食新品发布招商会、北部湾特色名小
吃评选、“舌尖上的儋州”首发仪式等系列活动，充
分展示北部湾地区特色旅游美食和旅游资源。

省锅检所举办
科技周活动

本报海口5月23日讯（记者原
中倩 通讯员唐大芳）为普及特种设
备安全知识，营造良好的特种设备安
全环境，5月23日上午，省锅炉压力
容器与特种设备检验所（以下简称省
锅检所）举办主题为“科技强国 科普
惠民”的2019年市场监管系统科技
周活动。

活动分两部分进行，一部分是实
验室对公众开放，另一部分是举办电
梯科普培训班。工作人员带领大家参
观了特种设备模拟操作实验室，并向
公众详细介绍了特种设备的操作方
法、安全使用注意事项和管理要求。
同时，针对大众接触最多的电梯开展
了科普培训，由资深电梯检验师给公
众讲解了电梯各个部件的作用及运行
原理，并根据电梯的结构特点详细介
绍了如何安全使用电梯。

近日，三亚学院艺术学院院长
吴晓淇教授（左）在给学生们讲评
毕业设计模型。

据悉，三亚学院作为本土高
校，目前，已成功引进59位具有博
士学位和高级职称的高层次学术
人才，日前还发布全球招聘信息，
引进的高层次人才既享省市人才
引进待遇，还同时享受三亚学院为
高端人才提供的优惠政策和工作
生活保障。

本报记者 武威 摄

三亚学院：

引进学术人才
提升教育质量

依托热带雨林文化

琼中百花岭打造
独特旅游IP产品

本报营根5月23日电（记者李梦瑶）5月23
日上午，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百花岭热带雨林旅
游文化区正式启动拍摄微电影《秘林》，该电影以
丰富的热带雨林景观、完善的物种基因宝库及菩
提文化为核心，将通过感官营造、角色塑造、实景
演艺、虚拟再现等形式，力图讲好热带雨林这一文
化IP故事。

如何从成百上千个景区中脱颖而出？“最快的
办法就是挖掘自身文化内涵，通过与消费者建立
一种情感连接，打造出具有核心吸引力的文旅产
品IP。”在百花岭热带雨林旅游文化公司董事长
李合岭看来，百花岭所拥有的十大热带雨林现象、
百花岭瀑布、菩提秘境等旅游景观及其蕴含的独
特文化，便是极具辨识度的IP产品。

“譬如百花岭瀑布，它不单单只是海南落差最
大的瀑布，更被当地人赋予了极为动人的神话传
说，这些故事塑造出景区文化内涵与性格特点。”
李合岭介绍，拍摄微电影正是景区在文旅融合时
代的多元化尝试之一。

据了解，微电影《秘林》讲述了一对背包客在
探险中意外踏入百花岭雨林所引发的一连串故
事，该片将依托细腻的叙述手法、先进的科技手
段，使景区的景观、人文、特色、传说具象化、生动
化，让游客获取共通的情感及文化认同感，从而找
到来百花岭的理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