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陵水光坡镇启动
澳洲淡水龙虾精准扶贫项目

■ 本报记者 李梦瑶 贾磊

5月28日上午，五指山市番阳镇
番阳村村民刘雅丽早早起床，往灶里
填上一筐的柴火后，将一桶山兰米倒
入锅中。待蒸煮、发酵与窖藏等工序
完成，一股浓郁的山兰酒香便会将整
个村庄笼罩。“每个月能酿1000多斤，
经常刚出锅就被订光了，供不应求。”
刘雅丽说，过去三杯两盏下肚的山兰
酒，被搬上展销会及城里人的餐桌后，
变现成一沓一沓的钞票。

山兰酒从农产品到“畅销品”的角
色转变，是番阳村农业商品化路子得
以进一步发展的生动注脚。以“科
技+市场”为双驱动，如今番阳村有效
盘活农村各类资源，合理调整农业产
业结构，正让传统产业“发新枝”，新兴
产业“结硕果”。

转思路
从酿酒自己喝到卖酒挣钱

坐落于昌化江与南圣河交汇处的
番阳村，聚居着700余户人家，是五指
山市“十三五”扶贫规划整村推进贫困
村之一。

番阳村拥有大片沃土田洋，为何
迟迟发展不起来？“‘养牛为种田，养猪

为过年’的想法深入人心，哪怕家家户
户都掌握酿酒技术，也只是为了酿给
自己喝。”在五指山市政协副主席、番
阳镇脱贫攻坚大队队长孙子斌看来，
村民们一直对村庄发展缺乏思考，落
后的生产观念带来的是不思进取的生
活态度。

酒，俨然成了番阳人安于现状的
“麻醉剂”。

扭转村民们的观念并不容易，帮
扶干部们从树立市场思维、形成市场
意识着手，持续引导群众从“为吃而生
产”转向“为卖而生产”。

“一斤山兰酒能卖上百元？我以
前一天就能喝三四斤，现在想想真是
太奢侈。”番阳村村民罗德明说，自从
专家及帮扶干部们给他算了一笔经济
账，如今他一心想着能多酿酒卖个好
价钱。

生产者有了价值观念，发展商品
经济的内生动力自然得以凝聚。嗅到
山兰酒“变现”的商机后，刘雅丽和丈
夫罗文军重拾酿酒这门手艺，于
2018年3月成立雅丽黎家酿酒专业
合作社。“去年参加‘三月三’五指山会
场的展销，不到2天时间就挣了2万
元。”初闯市场博得开门红，令罗文军
夫妇信心大增，其他村民见状也开始
谋划着酿酒卖钱。

“现在很明显感觉到村里酒风变
了，大伙儿忙着发展生产，顾不上喝
酒，也舍不得喝酒。”孙子斌告诉海南
日报记者，在政府的扶持下，番阳村
20户困难群众陆续加入雅丽黎家酿
酒专业合作社，通过投劳、入股等方
式，从事种植、酿酒、管理等工作，去年
平均增收达5000元。

引技术
科技赋能青瓜产业升级

酒还是一样的酒，“身价”却不可
同日而语。在番阳村，同样的变化还
发生在一亩亩青瓜地里。

位于万板田洋的番阳村，拥有发展
冬季瓜菜的天然地理优势。可是村民
们种了十几年的青瓜，一直面临着存活
率低、产量低、价格低的“三低”困境。

2018年1月，三亚市南繁科学技
术研究院技术员黄庆文来到五指山市
挂职番阳镇科技副镇长后，第一件事
便是往青瓜地跑。“不仅品种更新换代
慢、品种繁杂，村民们对嫁接技术也几
乎一窍不通。”在田间地头转了一圈
后，黄庆文敏锐地发现了问题所在。

如何让这一传统产业焕发新活
力？番阳村的做法是科技赋能产业升
级。孙子斌介绍，番阳村整合42万元

的帮扶资金在万板田洋创建了一处青
瓜苗嫁接基地，邀请专家前来授课，并
组织部分村民分4期到三亚南繁科学
技术研究院学习青瓜嫁接技术，以学
成归来的技术能手为骨干，带动其他
村民共同发展。

上了几堂培训课后，村民曹忠何
很快掌握了嫁接技术。“按照专家指导
的方式来种，今年每亩青瓜的平均产
量从5000斤增长至10000斤，足足
翻了一番。”曹忠何告诉海南日报记
者，今年他共种植6亩青瓜，刨除成
本，光这一项收入便达15万元。

随着琼乐高速公路的开通，交通
优势也让番阳村的青瓜产业迎来新的
发展契机。“村民们凌晨三四点采摘青
瓜，六七点装车发往海口，下午或晚上
就可以运抵广东，连冷库的费用都省
了。”孙子斌透露，目前番阳村共种植
青瓜1200多亩，每年可给村民带来逾
3000万元的经济效益。

调结构
多轮齐驱开拓产业新格局

紧邻着青瓜地，番阳村另一块农
田同样生机盎然。这里，是优质雪茄
的原料产区。

“番阳村拥有充沛的光照与降雨，

且土壤肥沃，非常适宜种植雪茄。”五
指山勇毅雪茄庄园有限公司负责人宋
云亮说，当地政府希望引进新兴项目，
引领产业结构调整升级，2017年10
月，在地方政府、烟草公司的支持下，
该公司通过承包土地的形式在番阳村
种植雪茄烟叶112亩，每亩产值达1.8
万元至2.5万元。

在为公司带来效益的同时，这一
劳动密集型产业如今也正给番阳村村
民提供大量的就业岗位。“我现在在雪
茄烟草基地上班，采摘、晾晒烟叶，平
均每天能领到110元工资。”番阳村坤
步村民小组村民卢玉胶介绍，基地根
据不同岗位为他们进行了系统培训，
过两天还有博士生导师来村里授课。

“目前我们共带动了69户村民，
等村民们掌握足够的种植技术后，可
以由他们来种植，我们负责收购。”宋
云亮透露，在进一步拓展雪茄烟叶种
植的同时，基地还将建设循环农业区、
科技创新区、观光科普区，通过雪茄烟
草基地带动周边村庄加快发展。

如今，番阳村牵住产业振兴这个
“牛鼻子”，大力发展特色农业产业，推
出冬季瓜菜、忧遁草、五脚猪等一批特
色农产品，正多轮齐驱激活脱贫攻坚
与乡村振兴内生动力。

（本报五指山5月28日电）

转思想、调结构、“科技+市场”双驱动，发展特色农业产业

番阳村民真勤快 酿酒卖瓜种雪茄

本报椰林5月28日电（记者梁君穷）5月28
日上午，陵水黎族自治县光坡镇启动澳洲淡水龙
虾产业精准扶贫项目。该项目由光坡镇政府出资
主导，陵水光坡胜源种养农民专业合作社负责管
理运营，旨在充分利用该镇贫困户剩余劳动力，解
决贫困户就业难的问题。数十位贫困户代表现场
参加了澳洲淡水龙虾养殖技术培训。

据悉，该项目将采取苗种采购、技术培训、养
殖推广及销售一体专业运作的新模式。光坡镇贫
困户70户193人以政府出资的200万元作为入
股资本，占股70%。陵水光坡胜源种养农民专业
合作社提供100亩池塘，负责技术、管理及后期推
广营销，占股30%。

今年4月26日，光坡镇邀请有关专家、企业
和村民代表，举行了澳洲淡水龙虾产业研讨会，对
该项目的发展进行探讨，提出了池塘精养、洼地放
养和稻虾共养三种养殖模式。

陵水光坡镇发展澳洲淡水龙虾养殖有何优
势？陵水光坡胜源种养农民专业合作社负责人
解释说，陵水常夏无冬的气候条件有利于澳洲
淡水龙虾生长；这里水质条件较好，从山上流下
的溪水溶氧量较高，有利于澳洲淡水龙虾幼苗
的存活；目前养殖技术较为成熟，市场销售渠道
畅通。

“澳洲淡水龙虾科技扶贫项目预计年销售收
入240万元，年净利115万元，贫困户人均可分红
4000余元。将通过产业扶贫形成长效机制，实现
全镇贫困人口全部脱贫的目标。”光坡镇委书记龙
靖介绍，近年来光坡镇积极探索推广“公司+合作
社+贫困户”的产业扶贫模式，引导农民、合作社
参与精准扶贫，以科技助力脱贫攻坚。

中央媒体看海南

据新华社海口5月28日电（记
者罗江 赵叶苹）“家里没钱成绩又不
好，不如早点出去打工。”初三开学后，
海南澄迈县第二中学的贫困学生蔡亦
程辍学在家。为了让他继续上学，帮
扶教师唐斌三番五次奔波20多公里
去家访。经过几轮谈心，唐斌终于找
到突破口：蔡亦程打算去修车行打工，
于是鼓励他初中毕业后考中专学习汽
修专业，循循善诱下他回到课堂。

随着教育扶贫的深入推进，因贫
辍学基本消除，但因厌学辍学的情况
仍有发生。为此，海南创新开展心理
帮扶和成长帮扶，注重扶智与扶志结
合，探索建立全覆盖的贫困家庭学生
成长关爱体系。全省上万名基层教师
包村到户、上门服务，帮助建档立卡贫

困家庭学生树立学习和生活的信心。
2018年，海南辍学、逃学的635名学
生全部重返校园。

在关爱体系之下，各义务教育阶
段学校对能正常返校就读的学生明确
保学责任人，确保全部劝返；对确实厌
学严重的初中生，引导其选择一门感

兴趣的技能，由相关中职学校接收；对
于身体残疾但具备学习能力的学生，
通过特殊教育学校、随班就读、送教上
门等方式保障教育。

关爱体系还延伸到职业教育阶
段，为贫困学子走向社会夯实技能基
础，树立脱贫志向。目前，海南全省中

职学校开设了252个中职扶贫励志
班，在读学生9000多人。

海南省教育厅职业教育与成人教
育处有关负责人说，每个扶贫励志班
都建立学习就业档案，设计“个性化”
培养方案，并帮助学生进行职业生涯
规划设计。

成长路上精准关爱——

海南打造贫困学子成长关怀体系

陵水光坡镇澳州淡水龙虾产业精准扶贫项
目技术人员在岭门养殖基地投放虾苗。

本报记者 武威 通讯员 胡阳 摄

“背水一战”打赢脱贫攻坚战聚焦“两不愁三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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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见面”还要“马上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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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日报：你们的粗疏，他们的
苦痛。江苏东台69名患者在医院感染
丙肝病毒，又一起“出卖”规则让无辜者
买单的恶劣案例。本该治病救人，却抛
弃责任坑害患者，这是对伦理的最大背
叛。受害者被疾病折磨，早就苦不堪
言，又遭横祸，不得不承受身体和精神
的双重裹挟，何其不幸！人命关天，相
关责任人受处理，是否真能记取教训？

@新华视点：让“店大欺客”者付
出代价。市场监管部门近日对“女奔驰
车主维权事件”中的西安利之星公司处
以100万元罚款。店大不能欺客，违法
就要受罚。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需要
企业自觉，更需要监管给力。让违法违
规者付出应有代价，就是对市场秩序的
有力维护。

@新京报：白条吃喝岂能“上瘾”？
近日，邢台市国资委举报原陕西彬县县
委、县政府欠其下属酒店850多万元账
款，引发舆论关注。这不是简单的“政府
赖账不还”事件，即使还清了欠款，背后牵
涉的违纪违法问题也必须查清。若举报
信内容属实，在中央三令五申的背景下，
原彬县县委、县政府长时间顶风违纪，公
款吃喝欠下巨额招待费赖着不还，这无
疑严重损害了党政形象，必须受到党纪
国法的严肃追究和严厉惩处。（邓 辑）

近日，海口市社会民生服务百项业务“一窗
式”“不见面”审批集中上线。172项行政审批事
项纳入“一窗”集中受理；142个社会服务事项实
现全流程“不见面”审批。审批服务由“多个窗口
办一件事”到“一个窗口办多件事”，体现了审批
加速、服务为民的理念；而窗口服务更进一步，向

“不见面”审批的过渡，则更彰显了与时俱进、便
民最大化的创新思维，值得点赞。

互联网时代，“不见面”服务成了挡不住的潮
流。细数身边的变化，吃饭可以“不见面”点餐，
出行可以“不见面”叫车，游玩可以“不见面”购票
……在充分的市场酝酿下，“不见面”服务越来越
普遍，而且极为细化、完善，百姓足不出户就可享
受便捷高效的服务。可是，与市场服务“日进千
里”相对应的，却是不少地方政务服务的迟滞与
刻板。奇葩证明、审批长征、来回折腾……低效
的服务乱象不时出现。

服务“不见面”难吗？确实很难，要涉及信
息整合、大数据建设等各方面内容，但“难”并不
意味着“不能”。就当前来看，随着互联网的发
展，审批“不见面”已经不是“能与不能”的问题，
而是“想还是不想”的问题。其背后的考量，无
非是方便自己，还是便利百姓。此次海口市的
服务创新，可贵之处在于极大扩大了“不见面”
审批覆盖面，展现了用新技术优化服务、造福百
姓的诚意。

不过，服务改进无止境。普遍来看，当前的
“不见面”服务多是“不见面”申请。办事群众不
必到现场，通过微信、APP等便可提交申请。但申
请材料有繁有简，而且申请只是服务的“上半
程”，“下半程”的办结服务更加体现着“不见面”
审批的成效。如果申请提交了，却由于人员不
足、相互推脱等原因迟迟不见反馈，就会导致创
新服务大打折扣，因此，归根结底还是要“马上就
办、办就办好”。

任何时候，形式的改变都是为了更好地服务
于内容。不管是“一个窗口”，还是“一网通办”，抑
或“不见面”审批，都不是用来标新立异的“时髦玩
意儿”，其背后都体现着沉甸甸的为民责任。紧跟
时代大势，创新“不见面”审批，不管服务手段如何
变化，其背后精简高效、“马上就办、办就办好”的
为民初衷是不变的。也就是说，只有时效、实效兼
具，“不见面”审批才能走出迷人“时代范儿”。

古 希 腊 哲 学 家 毕 达 哥 拉 斯 认
为，万物皆数。中国古代哲学家用
阴阳为起点描述万事万物的变化，
现代计算机中用二进制“0”与“1”
演变出大千世界。正在贵阳召开的
2019 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
上，来自 59 个国家的 448 家大数据
相关企业“数说未来”，共同探寻新
的增长动能和发展路径。

5G、4K、VR、AR、AI…… 数 字
产业呈集群发展，中国数字产业化
的步伐无人能挡。如本届数博会上
发布的《中国大数据发展报告》所
展望，2025 年中国有望培育出 4.3 亿
用户的全球最大 5G 市场，创造出数
字经济发展的下一个风口。

随着数字基础设施以几何倍数
迭代发展，数不清的数字技术应用
不仅存在于工厂和商场里，更存在
于每个人的移动设备里。

“互联网转场，新动能接续”。
参会业界代表普遍认为，随着大数

据、云计算、物联网等前沿科技的普
及应用，“智能+”“数字+”已经开始
接棒“互联网+”，产业数字化正成为
改造传统行业的新动力。

让医生“隔空诊脉”、让食物产
生“记忆”、让扶贫看得见摸得着、
捕捉潮流趋势降低贸易成本……从
人的身体状况，到国际贸易合作，
都可以被数据记录、量化，乃至推
演、预测。

如果你身在城市，无人经济了
解一下，这个移动互联网、第三方
支付和人工智能的融合物，不仅能
拉动市场，还将颠覆就业格局和社
会状态。如果你身在农村，数字田
园、智慧养殖、智能农机了解一下，
这些将是带动农村经济转型的数字
动力源泉。

今天，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
是中国经济做大增量和提升质量的
利器，绝不容错失。数字经济事关各
国共同发展，事关人们生活水平的提
高。发展数字经济重在用好，重在每
一个经济实体、每一个人的参与。点
亮中国经济需要你心中有“数”。

据海南日报报道，日前，海口市社
会文明大行动指挥部原则性审议通过
了《建立海口市民不文明行为诚信个
人档案工作方案》，明确将建立与市民
诚信分相关联的“不文明”分和与之相
匹配的志愿活动补偿机制。这一治理
探索，受到广泛关注。

城市是人栖息的公共空间，市民
的行为举止直接反映着城市的文明程
度，也影响着居民的生活质量。现实
中，乱穿马路、乱丢垃圾、乱停乱放等

不文明行为，于当事者确实省事了、方
便了，却给别人心里添了堵，也让城市
形象打了折。有的人之所以会频频
做出不文明举动，不仅仅是因为缺乏
文明意识、“不拘小节”，“如入鲍鱼之
肆，久闻而不知其臭”，更在于缺乏行
之有效的惩处，让其觉得行为不文明
不过遭人白眼，至多也就被教育一
番、罚点款了事，不会给生活带来任
何影响。从这个角度来说，海口市探
索将市民“不文明”分与市民诚信分挂
钩，未来还将与办理证件、银行贷款等
日常活动的便利性挂钩，让不文明者
处处难方便，可谓抓住了相关问题的

“七寸”。与此同时，打通个人“文明”

修复渠道，也体现出“治病救人”的政
策善意。

也应看到，治理不文明行为、提
升市民素养是一个复杂工程。市民
的文明程度与城市的基础设施是否
完善、管理是否精细科学等有着密切
关系，不文明行为本身往往也有主动
与被动的区别。稍加留意即可发现，
在基础设施较为完善、管理较为精细
的地方，人们对自己的行为都很注
意，不文明现象很少发生；反之，人们
就会少有顾忌，不文明现象就会增
多。比如，有的主干道很长一段距离
都没有人行横道，市民过马路得绕一
个大圈，头顶着大太阳，望着前面的

路，难免想走捷径、抄近道。再如，现
在城市里的机动车越来越多，可停车
位并没有相应增加，市民开车出来办
个事，找停车位的时间有时比花在路
上的时间还要长，情急之下也容易做
出一些出格行为。因此，将市民不文
明行为与诚信分挂钩，让那些做出

“主动的”不文明行为的人受到应有
的惩罚固然重要，但完善基础设施、
提升管理水平，想办法避免那些“被
动的”不文明行为的发生，同样也很
重要。

话到此处，不由想起《管子·版法》
中一句名言：“必先顺教，万民乡（向）
风；旦暮利之，众乃胜任。”它启示城市

管理者：治理不文明行为，倡导社会新
风尚，一方面需要创新机制，严明规
则，让人们心有所畏、行有所止，另一
方面则需要因势利导，顺势而为，尤其
要解决那些困扰人们的现实难题，让
人们感到便利、得到实惠。如果说前
者是“堵”，那么后者则是“疏”，“堵”与

“疏”结合，两条腿走路，才能让守文明
成为自觉行动，让讲文明成为社会风
尚。令人欣慰的是，近年来相关地方
在交通、人居环境改善上狠下功夫，为
治理不文明行为提供了良好的大环境
支撑。坚持抓下去，市民素质会持续
提升，城市形象会不断加分，城市生活
也会日益舒心。

据媒体调查发现，作为新兴商
业模式，预付卡消费因其便捷实惠
被不少商家青睐。但预付卡备案
制度存盲区、处罚力度较轻、征信
体系不完善等深层次原因，导致这
一领域乱象频发，屡禁不止。

在现实生活，刚办完卡商家
“说倒就倒”的案例不胜枚举。商
家失信成本低，消费者维权成本
高，是导致预付费套利行为不断增
多的重要原因。小小一张预付卡，
折射出的是市场秩序是否良好，衡
量的是市场环境和市场活力。面

对如此侵权行为，必须从源头抓
起，建立黑名单制度，提高预付卡
发行门槛，对发卡商户及其主要管
理人员设定资质硬性要求，通过更
加全面的监管、更迅速的反应，为
消费者权益提供全方位守护。这
正是：

预付乱象扰，
维权成本高；
何以护权益，
严管不可少。

（图/美堂 文/邓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