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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水一战”打赢脱贫攻坚战聚焦“两不愁三保障”

本报抱由6月16日电（记者邵
长春 通讯员林鸿冠）“太及时了！
听完讲课，大家弄懂了不少槟榔种
植难题。”近日，中国石化海南炼油
化工有限公司(简称海南炼化)在乐
东黎族自治县尖峰镇抱罗村组织开
展槟榔种植技术培训，抱罗村党支
部书记麦世坚现场接受完培训有感
而发。

活动当天，该公司特邀海南大

学农学教授为贫困户讲授槟榔种植
技术，并将“智慧课堂”搬到村小
学，组织青年志愿者走进贫困村小
学，为学生上了一堂生动的科学知
识课。

麦世坚说，由于种植槟榔效益
好，近几年村里贫困户开始大面积种
植槟榔，但由于没有学习技术的渠
道，科学种植水平一直上不去，贫困
户迫切需要种植技术培训。

据悉，去年以来，海南炼化公司
党委坚持把扶贫工作作为一项重大
政治任务来抓，下大力气，多举措开
展文化扶贫、教育扶贫工作，让更多
贫困户在“家门口”就能学习到先进
的科学种植技术和病虫害防治技术，
提高种植的产量和质量，增加贫困户
收入。

同时针对村小学师资力量十分
薄弱，学生接受不到英语、音乐、科学

等相关课程教育的问题，海南炼化连
续组织青年志愿者走进贫困村小学，
为学生讲授“智慧小课堂”、英语小课
堂、音乐课等，帮助贫困学生成长成
才，打造青年志愿者服务品牌。

截至目前，在海南炼化的帮扶
下，抱罗村已累计实现脱贫94户418
人，贫困发生率下降到2%以下，顺利
完成贫困村整村推进工作，实现脱贫
摘帽出列。

海南炼化举办文化扶贫特色活动

家门口学种槟榔 不出远门把钱赚

海口一市政道路项目
征地工作启动
项目范围为海濂路至海瑞后路段

本报海口6月16日讯（记者郭萃 特约记者
刘伟）6月14日，海南日报记者从海口市龙华区
政府获悉，该区政府决定对滨涯北路（海濂路至海
瑞后路段）市政道路项目范围内的国有土地和房
屋及附属物实施征收。

据了解，该项目西起海瑞后路，东至海濂路，
全长约302.74米，红线宽15米（具体以规划红线
为准）。上述征收范围内的房屋及附属物依法征
收，国有土地使用权同时收回。征收单位为海口
市龙华区房屋征收局。房屋征收实施单位为海口
市龙华区海垦街道办事处。

本项目征收补偿安置方案结合项目实际情
况制定，同时按海口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相关要
求执行。签约期限从2019年 6月 14日至 7月
29日。

房屋征收范围内，违反规定实施新建、扩建、
临建超过批准期限的不予以补偿；改建房屋和改
变房屋用途的，按原房屋性质、面积进行补偿。在
规定签约期限内未达成补偿协议的，或者被征收
房屋所有权人不明确的，由龙华区政府依法作出
补偿决定，并在房屋征收范围内予以公告。依照
补偿协议或补偿决定实施补偿后，被征收人应当
在补偿协议约定或者补偿决定确定的搬迁期限内
完成搬迁。

寻找“海南最美退役军人”

■ 本报记者 刘操

6 月 10 日上午，沿着蜿蜒的山
路，42岁的退役军人林亚深从家中徒
步来到万宁市北大镇璞光槟榔产销专
业合作社。在满眼翠绿的槟榔林中，
林亚深仔细观察槟榔果的长势，满眼
欣喜，“再过2个月就到槟榔收获季
了，今年要把村里的贫困户都请过来，
让他们有活干，有钱赚。”

林亚深出生在北大镇军山村。
1999年，在湖南参军3年的他，脱下
戎装回到家乡。在此后的20年里，他
凭着军营中历练出的吃苦耐劳的劲
头，打工、学技术、自主创业、办工厂，
一路拼搏，一路收获。而他最大的愿
望，是为贫困老乡们提供就业岗位，帮
助他们脱贫致富。

退伍不褪色
踏实肯干成就一番事业

军山村内槟榔摇曳，茅舍掩映，一
片恬淡安静的乡村气息。1996年，19
岁的林亚深从这里远赴湖南，光荣地
成了一名军人。3年的军旅生涯，曾
经顽皮的小伙子经过一番锤炼，养成

了诚信、朴实和坚韧不拔的品格。退
伍后，林亚深返乡，在镇上做了一名税
务征收员。

“我不喜欢安逸的工作，希望在自
己年轻的时候闯一闯，改善家人的生
活。”再三思量，林亚深顾不上家人对
他的担忧，放弃了安稳舒适的工作，到
一家槟榔加工厂拜师学艺，潜心学习
槟榔加工技术。

万宁是中国槟榔之乡，槟榔鲜果
产量占全省一半。林亚深觉得，家乡
茂密的槟榔林中，蕴藏着可以帮助农
民致富的宝藏，“槟榔的种植、采摘、
初加工、深加工每一个环节都有很多
学问。”

2010年，湖南一家知名槟榔加工
企业进驻海南。企业负责人得知林亚
深有在湖南参军的经历，又熟悉槟榔
加工技术，便邀请林亚深承包了加工
厂的基建工程。

“我们退伍军人不能眼高手低，要
昂首挺胸、埋头苦干，只要想做，愿意
做，一定会有机会。”那是一段难忘的
经历，林亚深用积攒的积蓄购置了工
程车辆，每天和工人们扎在建筑工地
里挥汗如雨。

“对方要求的事情，只要我们答应

了就要百分百做到。”林亚深觉得，创
业从来都没有任何捷径，唯有对客户

“实在”“讲信用”。
最终，他顺利完成了企业交给的

任务，也掘到了人生的第一桶金。

带头致富不忘本
提供就业帮助乡亲脱贫

林亚深所在的北大镇是万宁市相
对贫困的乡镇，这里的乡亲们多以种
植槟榔、橡胶、胡椒等作物为主要经济
收入，因近几年橡胶市场低迷，槟榔黄
化病严重，很多村民的经济收入严重
缩水。

2015年，凭着自己在行业良好的
口碑，林亚深决定投资槟榔加工业。
他回到老家，租用村里13亩空地，投
入530多万元购置了设备，建成全自
动化蒸汽烘烤槟榔生产线，创办了槟
榔加工合作社。

不久后，合作社顺利投产，工厂所
生产的槟榔粗加工产品都会供给知名
槟榔企业。林亚深决定在每年的生产
期，为村里的贫困人群提供就业岗
位。“合作社里70个工人中有23人是
建档立卡贫困户。”林亚深说，自己返
乡创业最大的心愿就是带动父老乡亲
们一同致富。

翁启伟曾经是北大镇军山村翁宅

村民小组一名建档立卡贫困户，在林
亚深的鼓励下来到合作社工作。“在厂
里上班，我作为技术工，一个月有七八
千元的收入，在家门口能赚到这么多
钱，真的想不到。”翁启伟说，2017年
他顺利脱了贫。

建档立卡贫困户李亚珍也在合作
社打工，她也有同样的感受：“连续两
年了，每年厂子只要一开工，我就到这
里来，一天150元左右，一个月下来能
领到四五千元，4个月的生产期，有近
2万元的收入，工厂离家近，还可以兼
顾家里，照顾孩子。”

与此同时，林亚深还主动招募合
作社周边退役军人来合作社上班，他
说：“退役军人敢做能干吃得了苦，创
业过程中，把这种精神凝聚起来，自己
的事业会蒸蒸日上。”

回报社会不停步
创新产业带动老乡致富

除了合作社负责人外，林亚深
还有另外一个身份，那就是万宁林
氏志愿公益团的发起人。2017年 6
月 6日，林亚深发起成立了万宁林
氏志愿公益团，每个月安排出时间
去慰问那些丧失劳动能力，需要帮助
的林氏宗亲。

“我们帮助慰问的对象都是一些

丧失劳动能力、民政局资助的特困户
和低保户，在政府的关怀之外，再给他
们多一点社会的温暖。”林亚深说。在
他的带动下，公益团也在慢慢壮大，从
起初的15人到现在的300人，共组织
了65次慰问活动。

因为槟榔行业的季节性强，每年
的加工季只有几个月时间。“要让老乡
们在槟榔农闲时也有别的工作可做。”
最近，林亚深对合作社的产业规划又
有了新的思路。

“槟榔产业的开发不仅是槟榔果，
美丽的槟榔林、浓厚的槟榔文化、丰富
的槟榔习俗也能够转换成经济效益、
社会效益。”林亚深希望自己的家乡可
以借助槟榔主题发展休闲农业，吸引
游客前来观光、消费。

同时，林亚深也到琼中黎族苗
族自治县学习种桑养蚕的技术，希
望将该技术引回合作社。“村里有
一块闲置的土地，我想利用起来种
植桑树，让村子里闲着的村民都有
事情做。”

前不久，他还从广东请来了沉香
种植专家到合作社，希望在槟榔林中
引入沉香种植技术。“槟榔林中种植沉
香技术已经很成熟了，不仅能保护生
态、盘活林下土地，而且可以节约成
本，也可以创造更大的效益。”

（本报万城6月16日电）

万宁42岁退役军人林亚深创办槟榔加工合作社，吸纳贫困户就业

返乡创业闯市场 带上乡亲一起富

脱贫致富电视夜校
今晚播出

本报海口6月16日讯（记者陈
卓斌）“扶贫先扶志，扶贫必扶智。”第
136期《脱贫致富电视夜校》将于6月
17日20时在海南经济频道、20时30
分在三沙卫视、6月23日16时20分
在海南卫视播出。本期电视夜校上，
儋州市大成镇红灯村脱贫攻坚中队小
队长王金渊将受邀作为主讲嘉宾，和
观众分享红灯村“志智”双扶的做法。

此外，在访谈环节，红灯村脱贫户
李才坤、符泮五也将来到夜校舞台，展
示自己的致富法宝“水律蛇”。大成镇
可运村尖北村村民小组明运合作社社
长符瑞联也将为大家讲述在红灯村的
带动下，自己如何发展壮大可运村养
蛇合作社的故事。

观众也可以登录海南网络广播电
视台、下载“视听海南”手机客户端进
行收看。

脱贫攻坚工作不力

临高13个帮扶单位
被集体约谈

本报临城6月16日电（记者张
惠宁 通讯员吴秋琼 陈日升）近日 ，
临高县召开脱贫攻坚“春季攻势”行动
后进村帮扶单位集体约谈会，13个脱
贫攻坚后进村帮扶单位被集体约谈。

在约谈会上，被约谈单位主要负
责人分别作了表态发言。会议要求
要坚持问题导向，主动吸取教训，抓
实抓细问题整改；要深刻反省、全面
审视，痛定思痛、知耻后勇；要通过约
谈，发现问题、落实整改、鼓舞士气，
强力推进脱贫攻坚各项工作。

会议要求被约谈的对象务必要确
保脱贫攻坚工作迎头赶上，赶超先进，
高质量完成脱贫攻坚摘帽任务。

本报海口6月16日讯（海报集
团全媒体中心记者周静泊）6月16日
下午，海南爱心扶贫网第32期销量
排行榜和订单排行榜揭晓。农垦、陵
水、澄迈依然占据销量排行榜前三名
的位置，临高则超过白沙和乐东，升
至第6位。订单排行榜方面，琼海忠锐
生态大米、陵水祖关茶树菇和乐东
咯咯香农家鸡蛋销量继续领先。

在本期榜单上，农垦以606.5万
元的销售额居销量排行榜榜首，琼海
忠锐生态大米则以9211件的销量蝉
联订单排行榜冠军。

据悉，本周末，由澄迈县农业农村
局、金江镇政府主办，南海网、海南爱
心扶贫网承办的道南福芋线下采摘活
动在澄迈启动。来自海南各地的50
余名消费者在工作人员指引下，进行
了一场趣味采摘大比拼。比赛开始后
的20多分钟内，参赛者各显神通，顺
利挖到近700斤道南福芋，满载而归。

据了解，道南福芋是澄迈县道南

村百年传统农业品种，口感独特，还富
含硒、锗、碘等微量元素，营养丰富。
海南爱心扶贫网通过举办独具特色的
线下活动，让更多市民深入了解海南

扶贫农产品的生长环境和优良品质，
助力扶贫农产品打造品牌，扩宽销路。

此外，6月21日，“东郊互联网农
业小镇揭牌活动暨2019年消费扶贫

大集市”活动将在文昌举行，活动现
场将有文昌鸡、罐装椰子汁、清补凉、
百香果、节仔米、花生油、鲜鸭蛋、马
鲛鱼等多种文昌特色农副产品出售。

海南爱心扶贫网第32期榜单揭晓

琼海忠锐生态大米销量登顶

排名

1

2

3

4

5

6

7

8

9

10

商品名称

「琼海」忠锐农业开发有限公司的生态大米

「陵水」本号镇电商扶贫中心的茶树菇

「乐东」海南顶香生态农业有限公司的农家鸡蛋

「白沙」富涵家禽专业合作社的虫草鸡蛋

「海垦」南金农场公司的扶贫南海茶

「澄迈」沙土甘薯地瓜合作社的桥头地瓜

「澄迈」澄迈慧牛种养农民专业合作社的牛肉

「海垦」海垦大丰咖啡产业集团的母山咖啡

「儋州」逢秋瓜菜专业合作社的跑海咸鸭蛋

「澄迈」贫困户李运山的农家土鸡蛋

累计销售量（件）

9211

8780

5514

4834

3841

3589

2501

2429

2176

2097

海南爱心扶贫网订单排行榜
（第32期）

海南爱心扶贫网销量排行榜

（第32期）

排名

1

2

3

4

5

6

7

8

9

10

地区

海垦

陵水

澄迈

定安

海口

临高

白沙

乐东

万宁

保亭

金额（元）

6065072.34

5550233.91

4948176.78

3549548.20

3398737.68

3041764.71

2580542.74

2253428.94

1239294.81

1112932.85

备注：以上排名根据海南爱心扶贫网数据进行统计，统计时间：2018年10月16日至2019年6月16日

俯瞰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什
运乡什统村，村容村貌干净整洁，
黎族风情与从村旁穿过的琼乐高
速浑然一体，成为高速公路边上
的独特风景。

琼乐高速公路开通后，琼中
各旅游景区、乡村旅游点引来了
省内外大量自驾游客，也促进了
琼中美丽乡村和旅游扶贫的发
展。什统村原是贫困村庄，目前
已经成功脱贫。

本报记者 陈元才
通讯员 林学健 摄

高速公路村边过
幸福日子敲门来

海口西门老街推出
创意市集

本报海口6月16日讯（记者计思佳）6月15
至16日，一场以“自在”为主题的市集在海口西
门老街上开集。别出心裁的创意、琳琅满目的手
工、本土地道的小吃……这条充满浓郁海南风情
的百年老街，因为一场创意市集的到来，变得

“潮”味十足。
16日傍晚18时许，逛市集的人群把老街挤

得满满当当。西关内牌坊下，十几个摊位一字排
开，吸引了不少市民游客驻足。

市民小蝶是汉服爱好者，她利用业余时间和
朋友们创立了有壹家汉服活动室。小蝶告诉海南
日报记者，希望借助市集让活动室的伙伴们展示
自己的产品。“一来希望让更多人了解和认识汉
服，通过汉服了解中国传统文化。二来也希望提
供一个活动平台，让喜欢汉服的小伙伴有一个聚
会交流的地方。”

据了解，此次活动中，摊主是通过微信或者是
登门拜访的形式征集的，一次市集保证在10个摊
位。主办方会对报名者进行筛选，让贴合主题的
手作达人和特色商品入围。目前手作达人报名非
常踊跃。

“去年5月我们举办了第一场以‘传承’为主
题的西关市集，而今年以‘自在’为主题旨在通过
举办市集，让更多的青年人能够通过这次活动接
触老街、关注老街，为老街活化注入年轻的力量。
也希望让大家能够感受夜幕时分漫步老街的自在
与惬意，让市集成为市民游客夜生活的一道风
景。”市集的发起者陈康说。

万宁建筑产业化现代基地
获批建设

本报万城6月16日电（记者袁宇 通讯员
梁振玮）6月16日，海南日报记者从万宁市政府
相关部门获悉，经海南装配式建筑联席会议全体
会议专题研究并报省政府批准，海建集团第二个
建筑产业化现代基地已获准在万宁设立。这是
近年来，继建立澄迈老城装配式建筑生产基地之
后，海建集团推动我省建筑产业发展变革，深化
与市县政府战略合作，完善省内区域布局取得的
又一硕果。

海建万宁建筑产业化现代基地项目总占地面
积130亩，计划总投资2.76亿元，配套建设研发基
地3600平方米，计划建成包括厂房及相关设备和
附属用房、材料实验室、技术研发中心、BIM+VR
可视化展厅以及建设科研中心、人才培训中心和
配套产品生产区在内的建筑产业现代化园区。园
区集建筑产业化制造、示范、科研功能为一体，预
计年产节能环保型预制构件7.5万立方米，可全
面覆盖我省东部的产能缺口，是对我省装配式建
筑产业布局的一个良好补充。

海南爱心扶贫网订阅号

洋浦海事局开展
海上油料过驳应急演习

本报洋浦6月16日电（记者原中倩 通讯员
王弟望）为深入开展“安全生产月”活动，6月14
日上午，洋浦海事局组织辖区海上油料过驳作业、
清污等多家单位在白马井锚地（商渔港锚地）开展
海上油料过驳应急演习。

此次演习分为溢油、消防、救生三个项目。溢
油演习模拟船舶在油料过驳作业期间，突发输油
管软管爆裂，货油洒在甲板上造成污染；消防演习
模拟在过驳作业期间，船首发电机配电板线路过
载引发失火；救生演习模拟船员在清理火场时，一
名船员失足落水。

演习中，各船员按各自职责，启动应急预案，
逐项开展演习。在120分钟的演习过程中，演练
了事故报告、事故现场控制、应急处置、现场指挥
等科目。

此次演习紧扣“安全生产月”活动主题，通过
加强现场模拟演练，强化海上应急处置单位间的
沟通联系，提升各单位应对海上突发事故的实战
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