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省新闻 2019年7月30日 星期二
值班主任：董纯进 主编：林容宇 美编：陈海冰A08 综合

■■■■■ ■■■■■ ■■■■■

关注临高“脱贫之星”

■ 本报记者 张惠宁 通讯员 王海洪

脱贫致富无坦途，咬牙经历过
波折，不轻言放弃，才有可能趟出一
条路来。临高县调楼镇黄龙上村的
贫困村民张不坚成立合作社，带领
村民养鸽子的事迹，就是这样一个
故事。

临高调楼镇黄龙上村有人口
800多人，村里土地贫瘠，又缺水，不
但种田不行，就连树都长不好，村里
不少地撂荒。村民主要靠外出务工
获得收入。如何引导村民脱贫致富
呢？这是镇村干部在看了电视扶贫
夜校后经常讨论的话题。张不坚就
跟村委会干部提议：“养牛，我们村的
草供应不上，养猪，市场竞争激烈，不
如养鸽子！”

张不坚，1982年出生，他6岁时父
亲就不幸去世了，母亲伤心过度患上了
精神疾病。“小时候爸爸养过鸽子，他去
世后鸽子没人懂得照顾，一个一个都死
了。”高中毕业后张不坚去广东打工，在
外闯荡了几年，开阔了眼界。2016年，
他专门跑去广西花了半年时间学养鸽
技术。

张不坚养鸽子的建议得到调楼
镇委、镇政府以及黄龙上村村委会
的支持。2017年 4月，张不坚利用
自身养鸽子的优势，发动村民筹款
40 多万元，在黄龙上村成立了调
楼镇上村专业养殖合作社，利用村
里的80亩摞荒地，建起了鸽舍，兼种
果树。

“办合作社，不仅需要勇气和胆
量，更要品尝许多别人难以体会的

艰辛。”张不坚说。为筹资，他在村
里挨家挨户上门做鸽子产业宣传，
村民和亲戚朋友们都对他投去怀
疑的目光，议论纷纷。在他的努力
下，合作社吸纳了17户贫困户的产
业扶贫资金入股，还发展了其他30
户村民的资金入股。可是 2017 年
6月，从海口引进的头批1200只鸽
苗没养几天就接二连三的死亡，这
下子像捅了马蜂窝，村子里质疑声
四起。

关键时刻，镇包点干部和村“两
委”干部及时出面做村民的思想工
作。张不坚认真总结经验，对鸽子
的喂养流程进行彻底地“解剖”，寻
找问题所在，鸽子的死亡得到了控
制。“一开始我们主要是配药比例
不对，经不断摸索，也寻求技术支
持，我们养鸽子的经验起来越足，
2018年初成功销售出第一拨鸽子，
挣了4000元。”随着鸽子一批批上

市，张不坚以自己的行动赢回村民
的信任。

7月25日，在黄龙上村的鸽舍旁
边，张不坚告诉海南日报记者，鸽舍
目前存栏量有4000只，每月可上市
两三批，前几个月每月的销售收入
都有1.8万元至1.9万元。在养殖技
术上，他说他们自己培育鸽子种苗，
成活率可以达到 95%，甚至 98%。
村民已经两次享受分红。“第一次分
红村民还嫌少，第二次没人嫌少，他
们反而不急于分红了，想着要扩大
产业。”张不坚说。

合作社越办越红火。同行的调
楼镇副书记王秀珍说，镇里正筹划
着以附近的青龙村、黄龙村，以及黄
龙上村本村的村集体资产收益资金
58万元入股养鸽合作社，扩大黄龙
上村的鸽子产业养殖规模，让更多
的村民受益。

（本报临城7月29日电）

临高调楼镇黄龙上村村民张不坚养鸽带动村民增收

贫困户家里飞来“致富鸽”

海南自贸试验区、中国特色自贸港建设进行时

沿着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的方向奋力前行

本报三亚7月29日电（记者黄
媛艳）7月29日，富德集团（控股）有
限公司和三丽鸥（上海）国际贸易有
限公司在三亚签约，标志着Hello
Kitty主题乐园度假村正式落户三亚
海棠湾，成为海南首个国际IP品牌
主题乐园。

Hello Kitty 主题乐园度假村
位于三亚海棠湾，预计2024年开园
营业，涵盖主题乐园、主题酒店、主题
商业等内容，集游乐项目、娱乐演出、

美食体验、购物体验等业态为一体，
是Hello Kitty 全球首家综合旅游
度假村，建成后每年预计接待200万
人次游客。

富德集团（控股）有限公司执行
董事潘家铿透露，国际IP主题乐园
度假村在海南还是个市场空白，
Hello Kitty主题乐园度假村将是海
南首家国际IP主题乐园度假村，同
现有的旅游产品形成有效互补。度
假村从项目设计、施工到运营，都将

按照国际标准来执行，基于三丽鸥强
大且丰富的IP资源，项目将同时融
入国际尖端理念及海南本土文化元
素，打造一座缤纷多彩的梦幻乐园度
假村，有力增强三亚作为国际旅游度
假目的地的吸引力，有望成为海南国
际旅游消费中心的新地标、新名片。

三亚市市长阿东表示，三亚是中
国唯一一个兼具热带雨林和热带海
洋的城市，旅游度假资源丰富。今年
上半年，三亚入境旅游的接待人数和

收入增幅均超过20%，在建设国际旅
游消费中心上具有突出优势。Hel-
lo Kitty主题乐园度假村落户是三
亚推动旅游消费领域对外开放和培
育旅游消费新热点的重要举措，此次
两家大型企业强强联手，将进一步丰
富三亚的旅游业态，助推旅游业高质
量发展。

据悉，三丽鸥（Sanrio）成立于
1960年，旗下有知名文化品牌Hel-
lo Kitty、MYMELODY、LITTLE

TWIN STARS等，是全球著名的造
型人物品牌发行商，拥有500多个
肖像明星，在全球IP和 IP授权领域
拥有悠久历史和丰富经验；目前三
丽鸥全球有25家子公司，2家直营
主题乐园。富德集团在1970年成
立于香港，由香港知名侨领和企业
家潘正洲创办。潘正洲出生于海南
文昌，其心系桑梓，情怀故里，从改
革开放初期至今，一直致力于参与
海南的开发建设。

本报三亚7月29日电（记者易
宗平）日前，三亚青年城与壹刻体育
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宣布，联手打造三
亚国际电竞主题公园，着眼于形成全
文娱产业链。

据了解，电竞是以年轻人为主体
的互联网产业，因为年轻人代表着活

力与潜力，其身后是一个巨大的消费
市场。电竞行业让电子竞技赛事作
为年轻人的文化娱乐选择，还能衍生
出“电竞+旅游”“电竞+流行文化”等
新业态。

2019年 6月，我省宣布加快建
设海南国际电竞港，发布专项支持电

竞产业发展的六条政策，即在资金、
人才、税收、入境免签、赛事审批和传
播上予以支持。

面对这样的利好，三亚青年城依
托政策扶植优势、场馆配套优势，以
及与壹刻体育、OMG电竞团队合作
的行业资源优势，将在赛事落地、产

业孵化、电竞综艺、电竞内容制作、人
才培养与旅游消费融合等方面探索
新突破，构建电子竞技体育、文化娱
乐交流聚集地。

三亚青年城位于三亚市吉阳
区新红路，项目规划用地总面积
74.25 万平方米，计划总投资47.89

亿元。项目计划分两期建设，其
中一期已建成，建筑面积 33 万余
平 方 米 ，可 提 供 人 才 公 寓 4690
套，容纳总人数约 1.5 万人。据了
解，一、二期全部建成后，可提供
人才公寓 1.05 万余套，容纳总人
数逾4万人。

本科B批平行志愿
投档分数线公布

本报海口7月29日讯（记者陈卓斌 特约记
者高春燕）7月29日，省考试局公布2019年海南
省普通高校招生本科B批平行志愿投档分数线。
考生和家长可登录省考试局网站查看各学校具体
投档分数线。

我省破获特大
销售走私烟、假烟案
查扣涉案香烟1万余条

本报海口7月29日讯（记者良
子 通讯员代龙超 德鑫宇 孟伟荣）近
期，省公安厅海岸警察总队（筹备组）
联合海口市公安局、海口市烟草专卖
局，成功破获一起特大销售走私烟、假
烟案，打掉以王某、黄进某为首的两个
犯罪团伙。截至7月23日，共抓获违
法犯罪嫌疑人36人，捣毁藏匿走私
烟、假烟窝点3处，查处销售门店21
家，查扣涉案价值200余万元的香烟
共计10219条（其中走私烟3090条、
假烟7129条），成功斩断一条由广东
向海南分销走私烟、假烟的通道。

今年6月，该总队沿海管控小组
在工作中发现，有一些走私烟、假烟流
入我省。专案组深入侦查，成功锁定
以王某（男，浙江临海人）、黄进某（男，
广东普宁人）为首的两个团伙。7月4
日，专案组抓获以王某、黄进某为首的
9名团伙成员。

7月17日，专案组在广东佛山成
功抓获本案上家王某业、王某乾。

海口上调困难群众
生活保障标准
城乡特困人员每月提高至800元

本报讯（记者张期望）为进一步保障困难群
众基本生活，从今年6月1日起，海口调整有关困
难群众生活保障标准，城乡特困人员基本生活标
准从每人每月600元提高至800元。

据了解，经过调整后，海口市城市最低生活保
障标准从每人每月520元提高至610元；农村最
低生活保障标准从每人每月460元提高至540
元；城乡特困人员基本生活标准从每人每月600
元提高至800元。

根据要求，此次上调后所需资金从困难群众基
本生活保障补助资金中支出，并要求各区民政、财
政部门要认真按新标准完成城乡低保对象、特困人
员的提标工作，切实加强资金管理，确保按时、准
确、足额地将各项保障金发放到补助对象手中。

定安建立健全乡村振兴
工作队管理机制
为乡村振兴提供组织保障

本报海口7月29日讯（记者陈卓斌）在7月
29日播出的第142期海南省《脱贫致富电视夜
校》上，定安县委常委、组织部长符气和走上夜校
讲台，向大家讲述定安如何聚焦“六个抓好”，建立
健全管理机制，选优配强乡村振兴工作队，为实施
乡村振兴战略打牢人才基础。

据介绍，今年2月，定安县按照省委的部署和
要求，向全县所有镇、村、混合社区和农垦居选派
乡村振兴工作队队员444人。目前，全县119支乡
村振兴工作队均已步入有序运转轨道，收效良好。

符气和表示，在建立健全乡村振兴工作队管
理机制方面，定安县主要聚焦“六个抓好”，即抓好
基础调研、抓好顶层设计、抓好指导服务、抓好督
促落实、抓好宣传激励、抓好规范提升，为定安县
的乡村振兴提供坚强有力的组织保障。

定安针对基层组织建设、产业发展、“五网”基
础设施建设、生态环保、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等方
面，分别制定乡村振兴工作队工作任务清单，通过
抓好顶层设计，帮助乡村振兴工作队理清思路、明
确方向。符气和说，“在抓好指导服务方面，定安精
心组织、认真谋划，力求培训既囊括高水平的知识
理论讲座，也涉及具体的农科农技知识。此外还建
立了驻村第一书记现场观摩座谈交流会等一系列
制度，在乡村营造浓厚的干事创业氛围。”

他还表示，为抓好督促落实和宣传激励，定安
还推出驻村工作简讯，落实派出单位管理驻村干
部联动责任，提升工作队干事创业的积极性、荣誉
感和自豪感。利用公众微信号、乡村振兴工作队
微信群，宣传乡村振兴工作队的工作动态等。

Hello Kitty主题乐园度假村落户海棠湾
是海南首个国际IP品牌主题乐园，预计2024年开园

三亚青年城打造国际电竞主题公园
构建电子竞技体育、文化娱乐交流聚集地

关注高招

南渡江引水工程
中部输水隧洞将贯通

近日，在海口南渡江引水工
程中部输水隧洞，工人合力疏通
灌浆孔。

据施工单位有关负责人介绍，
中部输水隧洞是从南渡江引水工
程东山泵站取水送至永庄水库的
唯一通道。截至目前，隧洞进、出
口段已开挖完成11525米，仅剩最
后1.4公里即可贯通。南渡江引
水工程项目建成后，可有效缓解海
口城市生活和工业缺水问题，解决
羊山地区农业灌溉用水问题，同时
改善五源河防洪排涝条件。

本报记者 袁琛
见习记者 李天平 摄

本报海口7月29日讯（记者郭
萃 通讯员吴洁飞 吴春娃）海南日报
记者7月29日上午从海南省气象台
了解到，受热带气旋影响，本周海南岛
将有一次强风雨天气过程，最强影响
时段为31日夜间至8月2日；4日，受
西南气流影响，全岛多云，有阵雨或雷
阵雨。

7月31日至8月2日，南海中东
部、海南岛四周海面和北部湾海面风力
自东向西逐渐增大到8至9级、阵风10

至11级；西沙、中沙和南沙群岛附近海
面风力7至8级、阵风9级。

8月3日至8月4日，各预报海区风
力5至6级、雷雨时阵风7至8级。

省气象部门本周农事建议，各地晚
稻田和菜园提前疏通沟渠、保证排水通
畅。龙眼等果树趁晴好天气及时采摘
入库，固定树体以防范大风带来的不利
影响。橡胶合理安排割胶时间，避免

“雨冲胶”。另外，全省应做好水塘和水
库的蓄水工作。

陆地方面

7月30日至8月3日

海南岛将有一次强风雨天气过程，最强
影响时段为31日夜间至8月2日，大部地区
有暴雨到大暴雨，西北半部局地有特大暴雨。

全岛最高气温 27℃-32℃，最低气温
22℃-25℃

海洋方面

30日

南海中东部、西沙、中沙和南
沙群岛附近海面风力逐渐加大到
6至7级、阵风8级；海南岛四周
海面和北部湾海面风力5级、雷
雨时阵风7至8级

制图/陈海冰

受热带气旋影响 明日夜间琼岛或有强风雨

4日，全岛最
高 气 温 31℃-
35℃，最低气温
23℃-26℃

2019第十届“海创杯”
海南创业大赛初赛启动

本报海口7月29日讯（记者邓海宁）为鼓励
更多市场主体和社会主体投身创新创业，促进以
创业带动就业，7月29日下午，2019第十届“海创
杯”海南创业大赛初赛（海口市赛区）启动仪式暨
新闻发布会举行。

据了解，以“创响新海南·共享新机遇”为主题
的2019年第十届“海创杯”海南创业大赛初赛（海
口市赛区）将在8月至9月期间举办，比赛共分企业
组、创意组以及扶贫专项组3种类型，通过报名组织
发动、启动仪式、初赛、复赛前培训、复赛、决赛前培
训、实地考察、决赛8个阶段组织进行，设置17个奖
项，赛事奖金共计23.4万元。比赛报名时间将于8
月6日截止，统一通过网上报名和上传资料。

报名方法为登录“海南就业服务”微信公众号
“ 创 业 大 赛 ”接 口 或 登 录 网 站（http：//
124.225.114.12/）→注册账号→填写信息→上传
资料→待审核，需上传的资料可登录网站在页尾
处下载。

此次比赛由海口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海口市教育局、海口市扶贫工作办公室、共青团海
口市委员会、海口市妇女联合会主办，海口市人力
资源开发局承办。

广西男子金融诈骗外逃
在海南落网

本报文城7月29日讯（记者良子 通讯员陈
博）7月28日15时许，海口铁路公安处文昌高铁站
派出所成功抓获被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公安局
列为网上在逃人员的李某（男，50岁，湖南省人）。

据警方调查，2018年8月，广西桂林一受害
人到桂林市公安局报案称：2011年10月，其在广
西桂林市被李某以炒期货借款给别人获取利息为
由诈骗350万元，至今未还，无法联络。目前，李
某已交接至立案单位做进一步调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