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省新闻 2019年7月9日 星期二
值班主任：董纯进 主编：陈奕霖 美编：王凤龙A03 综合

■■■■■ ■■■■■ ■■■■■

生活英语

自贸英语

扫
码
收
听
本
报

记
者
尤
梦
瑜
朗
读
的

英
语
音
频
。

以现有自由贸易试验区试点内容为主体，结
合海南特点，建设中国（海南）自由贸易试验区，实
施范围为海南岛全岛。

Build an island-wide China （Hainan）
Pilot Free Trade Zone based on the pilot
contents of existing pilot free trade
zones and in combination with the char-
acteristics of Hainan.

【资料来源：省委深改办（自贸办）、省旅游和
文化广电体育厅】

自贸英语角
A：Would you like to try some lo-

cal food？
您要尝一尝本地特色菜吗？
B：Sure！What do you recommend？
好呀！有什么推荐的吗？

A：Is that a snow cone？
那是刨冰吗？
B： Something like that，but we call

it“fried ice”in Hainan？
跟刨冰有点类似，我们海南人叫它炒冰。

文昌鸡 Wenchang chicken
海南粉 Hainan rice noodles
椰子饭 Sticky rice in coconut
小吃 snack
清补凉 Cold dessert soup with local

sweets

关注临高“脱贫之星”

定安着力打造母瑞山红色主题教育品牌

“红色课堂”让母瑞山革命精神“活”起来

《脱贫致富电视夜校》
介绍返乡青年团队

大学生返乡创业助脱贫

本报海口7月8日讯（记者陈卓
斌 实习生伍英姿）脱贫攻坚任务能否
完成，关键在人。7月8日晚播出的第
139期海南省《脱贫致富电视夜校》，
邀请了海南返乡大学生志愿服务队创
始人胡诗泽，为观众讲述自己和返乡
创业大学生们反哺家乡，助力脱贫攻
坚和乡村振兴的故事。

胡诗泽来自定安县新竹镇次滩
村，2015年，胡诗泽辞去在上海的工
作，返乡创业。

回到次滩村后，胡诗泽成立了定
安新竹次滩观光旅游专业合作社，通
过开发特色产品，挖掘特色资源，完善
乡村旅游设施，加强电商业务建设，促
进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在扶贫方面，
胡诗泽团队通过电商带动贫困户销售
花生油、定安甜笋、灵芝鸡等农产品，
截至目前，这部分农产品销售额已近
20万元。

海口两所小学9月投用
新增学位3300多个

本报海口7月8日讯（记者计思
佳 见习记者习霁鸿）海南日报记者近
日从海口市龙岐小学和海口坡巷小学
项目施工方了解到，目前两所学校的
主体工程都已初具规模，9月可投入
使用，届时可提供学位3300多个。

海口龙岐小学位于龙岐村中心地
带，总建筑面积3.27万平方米，主体
工程已全部完工，预计8月5日交付，
9月可投入使用。学校投入使用后将
提供超过1600个学位。

海口坡巷小学坐落于博巷路和金
巷东路交接处，总建筑面积3.95万平方
米，投入使用后将新增学位1710个。

万宁整顿24家
管理不规范石材厂及砖厂

本报万城7月8日电（记者袁宇 通讯员陈燕
清 马静）日前，万宁市生态环境局对该市石材厂、
砖厂进行专项整治。截至7月5日，共排查出24家
管理不规范的石材厂、砖厂，并依法进行整顿。

7月5日，万宁市生态环境局工作人员对万宁
大茂磊鑫石材加工厂、万宁大茂光大石材店两家
石材厂进行查封，责令厂家立即停止生产。据悉，
被查封的这两家店均在没有取得环评批复手续的
情况下擅自投入建设，并且厂区内未安装任何污
染防治设施。

万宁市生态环境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在检查
过程中，发现一些石材厂在没有取得环评批复手
续的情况下擅自投入建设。将逐步对这些管理不
规范的企业进行大力整顿，督促各相关单位落实
责任、联动执法，大力整顿管理不规范的企业。

海口推进
盐灶路积水点改造

本报海口7月8日讯（记者郭萃 特约记者
刘伟 通讯员熊成智 冼欣欣）7月8日，海南日报
记者从海口市龙华区相关部门了解到，龙华区正
在推进盐灶路积水点的改造整治，工程实施后将
有效缓解该处积水问题。

据悉，盐灶路罗牛山花园小区积水点地处
棚户区改造工地和居民区交汇处，该段道路和
排水管道长期受重型车辆挤压变形严重，导致
排水管道严重损坏，加之该路段为盐灶路地势
最低洼处，受到海水涨潮倒灌、强降雨时排水能
力差等综合因素的影响，容易出现积水现象且
难以排泄。

对此，龙华区将通过新增雨水口、管网清淤等
工程措施，对盐灶路罗牛山花园小区门口积水点
进行改造。根据方案，龙华区拟将盐灶路低洼路
面抬高至2.1米，基本与涨潮高度持平。目前，相
关施工单位已对积水路段周边的地下排水管道进
行了一次系统清淤，力争尽快施工。

■ 本报记者 张惠宁 通讯员 王海洪

7月5日上午10点40分，海南日
报记者赶到临高县南宝镇光吉村光
华村民小组小组长符积山家里。此
时，符积山已收完胶水回到家，收拾
了一番后，他将海南日报记者请进了
他家2017年盖起的新房。

自从2005年结婚后，符积山就
安心当一个农民，种植橡胶、瓜菜、槟
榔、黄花梨等，但因橡胶价格低迷、瓜
菜行情不佳等原因，他家的境况难有
起色。2014年，符积山家被纳入贫
困户。在各方的帮扶下，符积山通过
自己的努力，2017年12月成功脱贫
摘帽。

“我觉得当农民也挺好的。”今
年40岁的符积山是两个孩子的父
亲，他告诉海南日报记者，他家种有
10亩橡胶，尽管这些年橡胶价格低
迷，但在割胶季，他从未偷懒，每天
凌晨两三点都起来割胶，冬季胶树
停割时他就种植6亩辣椒。去年，海
南英大房地产有限公司帮扶光吉村
发展槟榔种植产业，他分到了 200
株槟榔，平日里除了管理橡胶还要
管槟榔，“日子忙碌而安心。”

因为勤劳肯干，符积山2016年
当上光吉村光华村民小组小组长，成
为带领村民发展新产业的“领头
羊”。同年，他递交了入党申请书。

光吉村党支部书记庞干春说，

符积山没有“等靠要”思想，平时积
极协助村委会落实各项工作。2018
年，符积山因表现优秀转为中共预
备党员。

在庞干春眼里，符积山做事不讨
价还价，有工就干，乐于帮忙。在村
里有一定威信。“关键时刻，符积山敢
站出来说话。”庞干春告诉海南日报
记者，入户调查扶贫情况，曾经碰到
一位老人认为自己的儿子该当贫困
户而没当上，就骂村干部，还是符积
山挺身而出，说服了老人家。

水稻是光吉村的传统作物，但传
统水稻卖不出好价钱。今年扶贫单
位海南大学在光吉村实施“海大光吉
健康水稻项目”，试种香米，一旦试种
成功，将在光吉村推广，并将开发品
牌，注册香米商标，助力村民增收。
香米试验田有80亩，需要聘人管理，

在很多人因怕辛苦、担心不好管理而
不敢报名时，符积山等4人积极报
名，现已开始进行除草等前期工作。

海南大学每个月都派人进村进
行技术指导，符积山等4人今后也将
成为村里的技术骨干。“符积山上进
心强，积极参加电视夜校，海大在海
口举办培训班，他就放下农活去听，
此外还报名参加了海南广播电视大
学针对村干部和村民小组组长的函
授班。”庞干春说。

符积山家2017年的种植收入约
4万元，2018年的种植收入约3.5万
元。依靠辛勤劳动，一家人脱贫住上
了新房。如今，在致富路上越走越远
的符积山希望能带领村民发展新的
产业，引进项目，建设美丽乡村。“反
正我是扎根农村了。”他笑着说。

（本报临城7月8日电）

临高县南宝镇光吉村光华村民小组小组长符积山：

扎根农村踏实干 摘了“穷帽”盼入党

■ 本报记者 袁宇 见习记者 张文君
特约记者 司玉 通讯员 张博

“每天上午8时开始工作，一天要
讲10多场，总共算下来超过400分
钟。”7月1日上午10时许，在定安母
瑞山革命根据地纪念园内，讲解员符
正金送完一批游客后，匆匆喝口水，又
急忙投入到讲解工作中。

7月的母瑞山，天蓝云白，鸟语花
香。母瑞山革命根据地纪念园车水马
龙，全省各地许多党员干部和游客前
来体验红色文化，接受革命主题教育
的洗礼。

自2016年12月开展党性教育培
训以来，不到3年时间，母瑞山革命教
育基地已形成专题教学、现场教学、情
景教学、体验式教学和“三同”教学等
多个教学模式，参与培训人数实现跨
越式增长，正逐渐成为我省一个具有
鲜明特色的红色教育品牌。

重温革命历史
坚定理想信念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拥护党
的纲领，遵守党的章程……”6月29
日，在定安母瑞山革命根据地纪念园
内王文明和冯白驹的雕像下，一场重

温入党誓词的活动正在进行。参加活
动的党员干部在领誓人的带领下，坚
定地立下誓言。

“七一”前后，母瑞山迎来了红色
教育旅游高峰，日均接待党员干部及
游客近万人。

“每次讲解同时要带2个到3个团
队，最忙的时候连吃饭喝水都顾不上。”
母瑞山革命根据地纪念园讲解员吴玲
说，母瑞山是琼崖革命的“摇篮”，两度保
存了革命的“火种”，确保了琼崖革命“二
十三年红旗不倒”，也铸就了母瑞山革命
精神，“因此吸引了很多人前来，主要是
全省各地党员干部，也有游客。”

今年6月起，我省积极开展“不忘
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广大党员
干部或在单位组织下，或自发来到母
瑞山革命根据地纪念园接受革命传统
教育，回顾红色历史，坚定理想信念，
勇担历史使命。

“革命先驱的英勇事迹令人震撼，
他们勇敢奉献的精神让我很感动，我
们将在工作中弘扬母瑞山革命精神，
牢记共产党员的初心，为人民群众谋
福利。”来母瑞山接受党性教育的白沙
县纪委监委副主任王民表示。

定安县委党校教研室主任殷治忠
介绍，今年上半年，定安县委党校受省
直机关单位、省委党校和各市县委托，

在母瑞山举办了104期培训班及主题
教育活动，参加人数达到5347人。其
中举办“三同”培训班11期，培训人数
为472人。

创新培训模式
红色教育更鲜活

在党性教育培训中，定安一改以
往参观讲解为主的培训模式，以母瑞
山的实物、实景、实例为载体，将现场
变课堂，素材变教材，讲解变互动，让
学员与英雄对话、与历史同行，在教学
中不断坚定理想信念。

“定安党性教育培训已形成专题
教学、现场教学、情景教学、体验式教
学等多种功能教学模式。”定安县委常
委、组织部长符气和介绍，定安还与省
委党校共同开发了9个党性教育、革
命传统教育课程，并围绕基层组织建
设、美丽乡村建设、脱贫攻坚等我省当
前重点工作在全县打造分教学点，满
足教学需求。

除此之外，定安还创新探索“三
同”教育模式，党员干部与群众们同
吃、同住、同劳动，再现了当年红军与
群众鱼水相依的场景。

“这为母瑞山带来了新的发展活
力。”定安母瑞山革命纪念园园长王学

广认为，母瑞山红色文化底蕴深厚，
“三同”活动的开展，充分弘扬了当地
红色传统，让母瑞山精神“活”起来。

目前母瑞山革命教育基地举办的
培训班次越来越多，培训覆盖面也越
来越广。统计数据显示，2016年至
2018年，母瑞山红色教育培训取得了
较大成果，共接待单位团体、党员群众
14万余人次。

值得一提的是，定安县委正在打
造占地118.50亩的母瑞山党性教育
基地，包括教务楼、宿舍、食堂等配套
设施。基地一期工程预计于2019年
底建成，将通过深度挖掘宣传和弘扬
琼崖革命史、琼崖纵队艰苦斗争史、中
国共产党海南史所蕴含所彰显的“二
十三年红旗不倒”传统革命精神和爱
国主义精神，结合当前“不忘初心、牢
记使命”主题教育，推动我省党员党性
教育深入开展。

基础设施升级
带动红色旅游升温

为更好弘扬母瑞山革命精神，定
安从2015年起不断加大母瑞山革命根
据地红色文化建设，着力将景区打造成
为海南红色旅游示范基地、廉政教育示
范基地以及国防教育示范基地。

在对母瑞山革命老区的升级改
造过程中，定安不断提升景区硬件配
套，增加重走红军路、“三同”体验等
内容，增强游客的体验性和互动性，
丰富红色旅游的内涵。2017年，定
安在升级纪念园展馆、红军潭、马鞍
岭阻击战遗址3个原有核心景点的
基础上，复原了红军供销社、红军缝
衣组和红军交通处等10个革命遗址
并完善周边配套设施，形成了完整的
旅游布局。

在纪念园展馆和革命遗址中，多
处还巧用现代科技展陈手段，为参观
者和培训学员打造“沉浸式”体验。“人
们不再只是‘看’展馆和遗址，也可通
过各种形式与它们进行互动。”符正金
说，在展馆和各个遗址，扫描指引牌上
的二维码可以听语音讲解，看图文资
料，还能通过影片和动画等了解母瑞
山革命斗争历史。

能听能看又好玩，还有深厚的红
色文化底蕴，母瑞山革命根据地纪念
园“琼岛井冈”的红色名片愈发响亮。

定安县委书记陈军表示，将进一
步加大母瑞山革命根据地建设力度，
将其打造成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主题教育的重要平台，让更多党员
干部群众接受红色教育，传承弘扬红
色基因。 （本报定城7月8日电）

本报海口7月8日讯（记者陈卓
斌 特约记者高春燕 实习生伍英姿）
7月7日，省考试局组织全省高职院
校举办对口单独招生考试。8000余
名考生赴我省15所学校应试，其中
退役军人占比超7成。

省考试局有关负责人介绍，今年
全国高职扩招100万人，我省的扩招
计划为1.5万人，除招收普通高中毕
业生和中职毕业生外，录取生源还向
退役军人、下岗失业人员、农民工、新
型职业农民等4类群体倾斜。其中

退役军人占比较高。
海南职业技术学院教务处副处

长沈振国介绍，本次单招考试中，报
考海职院的考生共有1400余人，其
中退役军人有1244人。其他150余
人绝大部分为中职生，少数为农民
工。根据统一要求，对退役军人、下
岗失业人员、农民工、新型职业农民
等4类群体，学校将进行差别化考
核，“包括免予文化素质测试，直接对
他们进行技能测试、职业适应性测
试，以了解他们学习能力、基本素养

等。在录取方面，学校不会设置太多
障碍，对于考核成绩合格的考生都会
建议录取。”

海南经贸职业技术学院副院长
万力维介绍，针对退役军人等群体，
该校探索实施弹性学制，“包括将学
习年限调整为2年至8年。有条件的
学生可缩短学习年限，也可以根据自
身情况延长学习年限。”

在沈振国看来，退役军人接受高
职学历教育和技术技能教育，主要目
的之一是促进就业。未来，学校将在

专业教学中突出促进就业功能，增大
对退役军人的吸引力，“如采用现代
学徒制、企业订单班等形式，使退役
军人入学时就与企业签订就业意向
合同，实现入学即就业。”

考生江波是退役军人，也是扶贫
干部，本次报考的专业是电子商务。

“这些年，我陆续参加过小的培训，但
缺乏专业性、系统性。希望通过接受
高职教育，强化技能，开拓视野，帮助
村里更好更快地发展，带领村民脱贫
摘帽、发家致富。”江波说。

我省高职院校举办对口单招考试
8000余名考生应考，其中退役军人占比超7成

7月 6日，在海口市美
兰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
著名琼剧表演艺术家陈素珍
（左）与琼剧爱好者们面对面
交流。

这是“传承最美乡音”
2019第四届大致坡琼剧文
化节系列活动之一，由琼
剧名家组成的文化志愿服
务队，深入基层与喜爱琼
剧的百姓之间近距离接触
与交流。

据了解，这一活动旨在
进一步弘扬和传承琼剧文
化，打通琼剧文化宣传的“最
后一公里”。

本报记者 张茂 摄

琼剧名家组队
传播最美乡音

我省开展整治“保健”
市场乱象专项行动
将持续加大对直销企业的监管

本报海口7月8日讯（记者罗霞 通讯员杨
新叶）今年以来，我省积极开展联合整治“保健”
市场乱象专项行动，严厉打击虚假宣传、虚假广
告、制售假冒伪劣产品等扰乱市场秩序、欺诈消
费者的违法行为，查办一批违法案件。这是海南
日报记者7月8日从省市场监管局获悉的。

据介绍，我省今年初开展的联合整治“保健”
市场乱象百日行动，共受理消费者申诉举报272
次，清理虚假信息（网络）3091 条，关闭网站、
APP、公众号等389个；查办各类违法案件424
宗，已结案234宗，罚没款1390.7万元，取得了良
好的社会反响。

目前，我省正在继续开展联合整治“保健”市
场乱象专项行动，针对重点行业、重点领域、重点
行为开展执法专项检查。将持续加大对直销企业
的监管力度，加强对直销企业、服务网点、直销员、
经销商经营活动的监管，坚决依法查处违法违规
经营行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