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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袁宇

“第一批 100名工人已经签约
了，等6月底新建材加工厂开业就上
岗。”6月2日，在接受海南日报记者
采访时，万宁鑫旺槟榔加工厂负责人
卓祥辉高兴地说，6月底他的新建材
加工厂将在万宁开业。“首批100名
工人里有20人是戒毒康复人员，80
人是正进行戒毒的人员。”

卓祥辉即将开办的新型建筑材
料加工厂选址在万宁市和乐镇的戒
毒康复中心，一期用工100人，二期
用工将达到400人至500人。“工人
将以戒毒康复人员和贫困村民为
主。给他们提供吃住，按件计酬。”卓
祥辉说，每个工人的工资会在3000

元至5000元不等，“希望能帮助这些
人改变自己，改善他们的生活。”

现在事业有成的卓祥辉，曾经也
是一位“瘾君子”。1997年，卓祥辉
被一群“朋友”引上了吸毒的邪路，一
直到2009年才彻底戒除毒瘾。期间
他也经历了戒毒、复吸等过程，在万
宁、三亚、海口的戒毒所“九进九出”。

“因为吸毒，家庭经济条件一落
千丈，和家人的关系也一度达到冰
点，也被社会看不起。”卓祥辉说，在戒
毒过程中，党和政府一直给予他温
暖，给予他帮助，让他很是感恩。“我没
读过大学，却从戒毒所里‘毕了业’。
所里教我们怎么选择项目、怎么核算
成本、怎么办小额贷款，我很受启发。”

2014年，在敏锐地发现槟榔价

格上涨的趋势后，卓祥辉把目光锁定
在槟榔加工产业上，排除困难建起一
座槟榔加工厂。当年他就赚了钱并
把此前所有欠下的债还清，还为患癌
症早期的父亲治好了病。短短几年时
间，卓祥辉的生意越做越大，槟榔加工
厂年产值最高达到5000多万元。

事业走上正轨后的卓祥辉，回想
起从前越发感慨。“所以我要帮助和
我有类似遭遇的人。”卓祥辉说，因为
有着共同的经历与感受，他能够体会
戒毒康复人员和建档立卡贫困户的
困难，“我想为他们提供一个实现价
值的平台，让他们能通过自己的努力
过上更好的生活。”

2016年，卓祥辉的槟榔加工厂
招收了20多名贫困人员和6名戒毒

康复人员，占工厂总工人数的近半。
2017年，卓祥辉又在万宁长丰镇政
府的号召下，成立槟榔产销合作社，
采取“合作社+贫困户”的模式，以用
工、入股分红的方式，带动长丰镇南
联村贫困户20户60人脱贫。

2018年，卓祥辉继续响应党和
政府的号召，吸纳更多贫困户加入合
作社，将温暖传递给更多人。2018
年底，合作社里已有50户216名贫
困村民社员，当年年底给他们发放的
本金和分红超过30万元。

“在这里工作每天都有工资，而且
包吃包住，本金、分红、工资都是按时发
放，有了稳定的收入，生活越过越好。”
曾经是贫困户的南联村村民卓祥雄说。

而对于厂里的戒毒康复人员，卓祥

辉还经常对他们进行劝导、教育，帮助
他们重新树立生活信心，帮助他们断掉
与“毒友”的联系，增强他们回归社会、
家庭的干劲和信心，防止他们复吸。

到2019年，卓祥辉的槟榔加工
厂不仅成为周边数十户贫困村民的

“饭碗”，也成为30多名戒毒康复人
员的“共济之舟”。

“戒毒康复靠意志，摆脱贫困更
靠意志。”卓祥辉说，自己会竭尽所
能，继续吸纳贫困户、戒毒康复人员
工作，为贫困户摆脱贫困打下基础，
帮助戒毒康复人员回归社会。

“如果没有党和政府拉我一把，也
不会有现在的生活。我要把这份感恩
传递出去，帮助更多人过上更好的生
活。”卓祥辉表示。（本报万城6月5日电）

曾经，他在戒毒所“九进九出”；如今，他办厂助贫困户和戒毒康复人员改善生活

卓祥辉：从“瘾君子”到致富带头人

“背水一战”打赢脱贫攻坚战聚焦“两不愁三保障”

本报金江6月5日电 （记者李
佳飞 孙慧）又到芋头丰收时，请到澄
迈品尝“福芋”。6月5日上午，“道南
福芋 红色珍品”2019澄迈县金江镇
道南福芋新品发布会在该镇举行，这
标志着全新包装的道南福芋全面上
市。除传统渠道外，消费者还可到海
南爱心扶贫网订购。

“道南福芋是道南村百年传统农
业品种，因其独特的土壤特性，道南
福芋及其芋头梗口感独特、营养价值

丰富，早已名声在外，口碑反馈良
好。”金江镇镇长何其位介绍，道南福
芋是富硒芋头，又被称作“扶贫芋
头”；自2016年开展产业扶贫以来，
村民通过组织化带动和品牌打造，使

其逐渐成为澄迈农业新品牌。
道南福芋产于金江镇道南福芋产

业扶贫基地。2018年，道南村通过“党
支部+合作社+贫困户”模式，以订单生
产的形式组织该村37户贫困户及普

通村民种植，面积500亩，其中贫困户
种植143.6亩，是道南村产业扶贫重点
项目之一，直接带动37户贫困户户均
增收8485元，实现脱贫致富目标。

发布会上，澄迈县政府相关负责

人公布了道南福芋的品牌标志和新
包装。相关企业和合作社现场签订
了代理销售协议。接下来，道南村还
将建设芋头、芋头梗加工厂，打造“福
芋”系列产品，持续进行品牌提升。

澄迈农特产品道南福芋上市
可到海南爱心扶贫网订购

定安粽子海口展销
本报海口6月5日讯（记者邓钰 特约记者

司玉 通讯员张博）又是一年粽香时，轻歌曼舞应
端午。6月4日晚，以“叶裹千年 粽情定安”为主
题的定安粽子海口展销会启动仪式在海口市望海
国际广场举行。

活动现场，海南话歌曲演唱、舞蹈、琼剧唱段、绑
粽子大赛等精彩节目接连上演，定安知识有奖竞猜
活动穿插其中，加上黑猪蛋黄粽、牛肉粽、鸡肉粽、八
宝粽等多种口味的特色定安粽子品尝活动，让消费
者同享眼福与口福。

据了解，此次展会自6月4日持续至6日，定安
县粽子协会23家会员企业全部参与，所推出的粽
子产品质量良好、风味正宗、料足味美。各参展企
业不仅带来传统风味的猪肉蛋黄粽，还带来鸡肉
粽、牛肉粽等创新产品。

据悉，此次活动由定安县委、县政府主办，定
安县发改委承办，是2019海南（定安）端午美食文
化节系列活动之一，旨在宣传端午文化和定安美
食文化，扩大定安粽子品牌影响力。

关注2019海南定安美食节

2017-2019年度海南省优秀精神产品奖
（海南省“五个一工程”）获奖作品

（共30部）

（一）戏剧（共6部）
山歌剧《呦呦鹿鸣》
海南省民族歌舞团有限责任公司
琼剧《冼夫人》
海南省琼剧院
琼剧《圆梦》
海南省琼剧院
琼剧《母瑞红云》
定安县琼剧团
琼剧《秋菊姨母》
海南省文化艺术学校
琼剧《红树林》
海口市琼剧演艺有限公司

（二）电影（共5部）
电影《旋风女队》
海南一品天成影业有限公司
纪录电影《藏北秘岭—重返无人区》
中视影业（海南）投资有限公司
电影《北纬18°的爱》
海南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海南省万宁中泽天成投资有限公司
电影《喜团圆》
海口市琼剧演艺有限公司
电影《阿婆的槟榔》
三亚赫迪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三）电视剧（共5部）
纪录片《潮起海之南》
海南广播电视总台
电视剧《宋耀如·父亲》

海南广播电视总台
纪录片《探寻东坡海南足迹》
海南广播电视总台
纪录片《非物质文化遗产》
海口广播电视台
电视剧《学生兵》
海口广播电视台

（四）广播剧（共2部）
《大爱人间》
海口广播电视台
《荔枝红了》
海口广播电视台

（五）歌曲（共5首）
《海洋风》
作词：王晓岭，作曲：王艳梅

《幸福临高》
作词：李孟伦，作曲：王艳梅
《渔娘》
作词：唐龙海，作曲：黄远舫
《丹心耀南疆》
作词：杨元广，作曲：赵晓辰
《中国字》
作词：徐宏、田丰，作曲：田丰、阿正

（六）图书（共7部）
《耕海：海南渔民和更路簿的故事》
出版单位：海南出版社有限公司
编著者：王振德
《“潮起海之南——海南建省办经济

特区30年改革开放举措”丛书》
出版单位：海南出版社有限公司
丛书著作责任者：中共海南省委宣传部

《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三十周年文
学作品选集：八面来风》

出版单位：海南出版社有限公司
编著者：海南省作家协会
《让学习成为习惯》
出版单位：南方出版社有限公司
编著者：周文彰
《阿水的湿地旅行日志》
出版单位：海南出版社有限公司
编著者：胡菲、刘毅
《太阳风》
出版单位：南方出版社有限公司
编著者：李孟伦
《李光居琼集》
出版单位：南海出版公司
编著者：陈有济

关于2017-2019年度海南省优秀精神产品奖（海南省“五个一工程”）获奖作品公示的公告

根据《海南省引才奖励实施办法
（试行）》有关规定，现就2019年海南省
引才奖励申报工作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申报条件
自2018年5月13日—2019年5月

13日，用人单位、中介组织、个人全职引进
大师级人才、杰出人才或领军人才，或全职
引进由大师级人才、杰出人才、领军人才作
为带头人的人才团队，或成规模全职引进
高层次人才（10人以上，党政人员除外）到
海南工作的，可申报引才奖励。人才（或团
队）引进时间以2018年5月13日后第一
次缴纳个人所得税或社会保险为准。

二、申报对象
（一）用人单位：包括高校、医院、科

研院所（含中央驻琼单位）、企业等，其中
企业应在我省注册经营，具有独立法人
资格，依法在我省纳税。

（二）中介组织：包括具有独立法人
资格及人力资源中介服务合法资质的人

力资源企业、国内外人才联络站（工作
站）、人才协会、人才研究会等。

（三）个人：不包括我省各级机关、企
事业单位从事人事人才和招才引智的工
作人员，不包括引进人才所在单位的党
政领导。各类重点实验室、研发中心等
科研平台负责人及有关科研项目带头人
等可不受上述条件约束进行申报。

三、申报时间
2019年度海南省人才引进奖励采

用线下提交申报材料方式。提交时间为
2019年6月1日—6月30日。

四、申报材料
申报材料请胶装成册后上报，主要

包括：
（一）审批表：《海南省高层次人才引

进奖励审批表》或《海南省高层次人才团
队引进奖励审批表》。表格请在海南人
才工作网（http：//www.hainanrc.gov.
cn）、海南招商引才网（https：//www.
contacthainan.gov.cn）下载打印。

（二）引进人才（或团队）相关证明：
人才（或团队带头人）获得海南省高层
次人才认定的证书复印件；人才（或团
队）在琼工作时间证明；人才（或团队）
同意申报的证明。申报团队引进奖励
的另需提供团队相关证明材料。

（三）其它材料：用人单位和中介组
织提供工商营业执照副本或法人证书、
职能部门批复文件等机构资质证明复印
件（证明应标注可以从事人才、人力资
源、猎头等相关业务），个人提供个人有

效身份证明复印件。
五、申报流程
（一）申报受理
申请单位（或个人）按要求认真填写

《海南省高层次人才引进奖励审批表》或
《海南省高层次人才团队引进奖励审批
表》，并加盖单位公章〔个人加盖引进人
才（或团队）所在单位公章〕后，向省级人
才服务“一站式”平台进行申报。

（二）材料审核
省级人才服务“一站式”平台对材料

进行初审，并在申报截止后将通过初审
的材料统一交省委人才发展局。省委人
才发展局对材料进行审核，并在必要时
进行实地考察和专家评审。

（三）结果公示

省委人才发展局将于8月前后将符
合条件的申报情况在海南人才工作网等
媒体上进行公示。

（四）资金拨付
公示无异议后，省委人才发展局按

有关程序报批，获批后向有关单位拨付
奖励资金。

六、奖励标准
（一）为我省成功全职引进大师级人

才、杰出人才、领军人才的，每引进一人，分
别给予50万元、10万元、2万元引才奖励。

（二）为我省用人单位成功全职引进
高层次人才团队，团队带头人属于大师
级人才、杰出人才、领军人才的，每引进
一个，分别给予200万元、50万元、10万
元引才奖励。

（三）每年为我省用人单位成功引进
高层次人才10人以上50人以下（不含50
人）的，按每人2000元给予引才奖励；50
人以上100人以下（不含100人）的，按每
人3000元给予引才奖励；100人以上的，
按每人5000元给予引才奖励。

（四）同一名引进人才不重复申报引才
奖励。用人单位通过中介组织引进高层次
人才（或团队），由用人单位申报奖励的，用人
单位和中介组织可按1：1的比例享受奖励。

七、注意事项
（一）对提供虚假材料骗取奖励的，一

经发现将通报有关部门，依法追究有关单
位和人员的责任。对参与骗取奖励的引
进人才，终止相关补助及提供的政策待遇。

（二）联系方式。省级人才服务“一
站式”平台联系电话：66752521；省委人
才发展局联系电话：66235836。

中共海南省委人才工作委员会办公室
2019年6月1日

2019年海南省引才奖励申报公告

◀上接A01版
项目涵盖健康产业、乡村旅游、旅游投
资等领域；海南（乐东）旅游美食与商
品展销会则吸引了众多扶贫产业合作
企业、农场及贫困户，现场交易额达
750多万元，节庆活动的拉动力得到
充分显现。

“习近平总书记在‘4·13’重要讲
话中提出要发展乡村旅游，打造体现
热带风情的精品小镇，中央12号文件
中提出要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这为我
们提供了行动指南和根本遵循。”省旅
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厅厅长孙颖表示，
当前，海南正全力推进自贸区和自贸
港建设，发展乡村旅游，举办乡村旅游
文化节，以乡村旅游为抓手，整合推广
海南丰富多彩的乡村旅游文化资源，
聚人流、促消费是我省实施乡村振兴
战略，助力旅游扶贫，加快建设国际旅
游消费中心的重要举措。

一场乡村文化的多元呈现

在乐东尖峰镇开着房车露营看繁
星、在琼海南强村度假赏艺雕、在海口
山尾头村抓蟹吃海鲜、在白沙罗帅村

徒步玩溯溪、在澄迈侯臣村自驾品咖
啡……在返璞归真的风潮下，一直引
领中国滨海旅游度假的海南，极富热
带海岛乡村特色的乡村度假开始悄然
兴起，海南的青山绿水呈现出“日月同
辉满天星，全省处处是美景”的全域旅
游画卷，越来越多的游客开始享受海
南乡村旅游与度假的悠闲与自在。

丰富多彩的本土特色文化活动成
为本届乡村旅游文化节的一大亮点，
备受游客和市民欢迎。

乐东传统文化展演会着墨于当地
民族文化，以崖州民歌表演、民族歌舞
表演、黄流书法展示、妈祖文化活动、
莺歌海传统文化展示等活动展现出乐
东乡村的风土人情，留住浓郁乡愁。
在露营乡村文化之旅、媒体乡村采风
行以及美丽乡村绿色骑行活动则将白
沙河谷本土文化园、抱由镇佳西村等
特色景点串联其中，让游客在感受乡
村美景、美食中感受乡村民俗和文化。

“民俗深入当地居民生活，尤其看
到孩子们穿黎服、织黎锦，传统文化这

种看得见的代代传承让我很感动。”在
200多人的绿色骑行队伍里，来自加
拿大、吉尔吉斯斯坦和哈萨克斯坦的
外国友人充满对海南乡村文化的兴趣
与热爱。

据了解，本次活动是海南省旅游
和文化广电体育厅组建后首次举办的
乡村旅游文化节，通过大力推动旅游、
文化、体育等领域融合，让乡村旅游内
容更丰富、特色更鲜明，打造出海南旅
游的新产品、新业态。

“通过本次活动，乐东秀美的‘山
水海田河湖’风光、独具魅力的黎族苗
族文化风情、特色的旅游线路被越来
越多的岛内外游客所熟知，乐东也将
以市场需求为导向，不断推陈出新，开
发出多样化乡村旅游产品，为海南乡
村旅游发展注入更多活力。”乐东黎族
自治县相关负责人表示。

一个产业融合发展的平台

“没想到我们村能办这么大的活

动，能来这么多嘉宾和游客！”提起5
月31日晚在村里举办的乐东旅游招
商推介会，万冲镇抱班村的帮扶责任
人邢福特仍在感叹。

当天晚上，抱班村比过年还热闹，
村民们身着盛装跳着竹竿舞、捧着山兰
酒迎接游客到来，爬槟榔树比赛、黎族
长桌宴、主题舞台剧、村景灯光秀……
谁也没有想到眼前这个山明水秀、小楼
林立的小村在几年前还是被形容为“茅
草房连片、畜禽粪遍地”的深度贫困
村。而抱班故事仅仅是海南近年来精
准扶贫、旅游扶贫工作的一个剪影，是
海南千百个美丽乡村中的一员。

近年来，我省在推进百镇千村和
魅力乡村建设过程中，注重发掘当地
的文化内涵，乡村旅游得以快速发
展。2018年，海南全省乡村接待游客
1024.64万人次，同比增长7.69%，实
现乡村旅游收入32.16亿元，同比增
长12.55%。这期间涌现出的一批椰
级乡村旅游点已经成为海南乡村旅游
的主力军，生动诠释了“日月同辉满天

星，海南处处是美景”的海南画卷：从
小小北仍村，到国际会客厅；从荒芜施
茶村，到乡野休闲馆；从落后大里乡，
到梦幻桃源乡……一个又一个乡村经
历美丽蜕变，逐渐走进了大众视野。

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村民在家
门口吃上“旅游饭”，摘下“穷帽子”，享
受旅游发展的红利。“回去要把刚刚拿
到的5椰级牌匾挂在村里最显眼的位
置，大家干劲会更足，我们的家乡会越
来越美！”在乡村旅游文化节开幕式现
场，获得椰级乡村旅游点授牌的海口
连理枝渔家乐乡村旅游点负责人黄阳
十分兴奋。

“举办乡村旅游文化节，就是要让
海南乡村旅游成为精准扶贫和乡村振
兴的重要突破口，用‘全域旅游＋美丽
乡村’助力海南国际旅游消费中心建
设。”省旅文厅副厅长曹远新表示。

为期一个月的乡村旅游文化月已
在全省各市县启动，海南乡村旅游文
化节组委会联合各市县推出的10条
精品乡村旅游线路，成为广大市民游
客前往海南乡村旅游度假的“攻略”。
海南越来越多的乡村，正在走出深闺。

（本报海口6月5日讯）

赴一场浪漫山海“乡”约

我省今年招聘
600名特岗教师
含100名学前教育特岗教师

本报海口6月5日讯（记者陈卓斌 特约记
者韩小雨）省教育厅6月5日发布公告：今年我省
将面向全国公开招聘500名农村义务教育阶段
学校特岗教师、100名学前教育农村特岗教师。

其中，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校特岗教师将服务
于儋州、万宁、五指山、东方、定安、屯昌、澄迈、临
高、昌江、陵水、白沙、保亭、琼中等13个市县；学前
教育农村特岗教师将服务于三亚、儋州、万宁、东
方、定安、屯昌、临高、昌江、白沙等9个市县。

海南日报记者了解到，两项招聘考试均采取
网上报名形式，有意向的报考者须于6月12日9
时至6月18日16时，登录海南省农村教师特设岗
位计划网进行报名。报考人员可登录省教育厅网
站查看各招录单位具体的招考岗位、招考名额、报
考资格条件等。

海口市公安局开展警示教育活动

强党建 筑忠诚 肃警纪
本报海口6月5日讯（记者邓海宁 通讯员张

振汉）海口市公安局6月5日下午召开警示教育大
会暨强党建、筑忠诚、肃警纪纪律作风教育整顿动
员部署会，通报剖析近期发生的民警、辅警人员违
法违纪典型案例，并对从即日起至9月上旬开展的
全市公安机关纪律作风教育整顿活动进行部署。

据了解，此次活动，海口警方成立了以海口
市公安局主要负责人为组长的纪律作风专项教
育整顿活动领导小组，制定专门工作方案，集中
针对党的领导弱化、队伍管理责任不落实等突出
问题，从通报的海口市公安局秀英分局五源河派
出所等单位个别民警、辅警违法违纪的典型案例
入手，举一反三、有的放矢、对症下药，坚持边查
边改，从严治警。

为确保专项教育整顿活动取得实效，海口市
公安局强化惩戒问责，落实“一案双查”，除追究违
法违纪当事人责任外，还将严肃追究相关单位有
关负责人的主体责任和监督责任。

为充分体现公开、公平、公正的原
则，广泛听取社会各方面意见，现将
2017—2019年度海南省优秀精神产品
奖（海南省“五个一工程”）获奖作品予以
公示。本公示自2019年6月6日至6月
12日，时间7天。在此期间，凡对公示
作品有异议的，可通过电话、信函等方式
向海南省优秀精神产品奖（海南省“五个
一工程”）评选工作办公室进行反映。

电话：65390593 65379891（兼传
真）

通讯地址：海口市国兴大道69号海
南广场4号楼306室（邮编：570203）

海南省优秀精神产品奖
（海南省“五个一工程”）评选工作办公室

2019年6月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