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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码收听本报记者
尤梦瑜朗读的英语音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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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发展竞猜型体育彩票和大型国际赛事即
开彩票。

Explore possibilities of developing
sports lottery and instant lottery on
large-scale international events。

自贸英语角

A：Can you show me Qilou arcaded
street on the map，please？

你能在地图上给我指出骑楼老街吗？
B：Sure。
没问题。
A：How can I get there？
我该怎么过去呢？
B：Well， it is located in the center

of the city and not very far away from
here， so you can get there by foot， I
think。

骑楼老街就在市中心，离我们现在的位置不
远，所以我想你可以步行过去。

Look， you can go straight along
Changdi road and turn right at the sec-
ond cross， then you will get there。
Don’t worry，you can follow the sign-
posts。

沿着长堤路直走，然后在第二个十字路口右
转，你就到了。不用担心，你可以跟着路上的指示
牌走。

Go straight 直走
Turn left 向左转
Turn right 向右转

红榜

黑榜

找差距抓整治 改善人居环境

记者手记

■ 见习记者 张文君 本报记者 袁宇

“水泵放进三格化粪池的取液
口，然后把电线插入电动车的充电插
孔，就能运转了。”8月13日，在定安
县富文镇九所村，村民符谋亮正在抽
自家化粪池中的粪水，他用这些粪水
浇槟榔树。

“粪水虽然脏，但对槟榔树而言
是很好的养料。”符谋亮告诉海南日
报记者，用粪污浇灌的槟榔树，叶子
更绿，果实更饱满。他家有15亩槟
榔树和30亩橡胶树，用粪污作为肥
料，能省1万多元的肥料钱。

海南日报记者在九所村看到，村
民家家户户都有电动车，家家户户使用
小功率直流电泵抽取化粪池的粪水。

“我们村从2002年就有农户按
照这个模式处理厕污，陆续带动全村
改建三级化粪池的厕所。”九所村委
会副主任符永坤略带自豪地告诉海

南日报记者，粪水经过三级化粪池一
级一级过滤净化，到达第三格后就成
了可灌溉用水，既没有了臭味，也没
有了污染。

村民王修仁说，以前村民家里没
有厕所，每个村民小组只有1间公
厕，“2男2女4个坑位，上厕所要排
队。臭气熏天，雨天粪水漫进村里，
没地方下脚。”

2017年，王修仁花了1.5万元修
建了三级化粪池的厕所，再也不用到
公共厕所去排队，“政府补贴了400
元，就算政府不补贴，我也会建厕
所。这对大家的身体健康有益。”

2019年4月，九所村的公厕被拆
除。“村里69户村民，其中有66户改
建了无害化厕所，公厕完成了自己的
历史使命。”符永坤笑着说，村里剩余
3户村民也即将建设自家的无害化
厕所，“快开工了。”

符永坤还说，为了激励村民建设

无害化厕所，由村委会出资雇挖掘
机，帮助改建厕所的村民挖三级化粪
池坑。

“看着他们都用上了干净的厕所，
我也很期待啊。”今年72岁的村民黎
才凤说，她和儿子居住在一起，但儿子
常年不在家，“今年在村委会的帮助下
改厕，很快就能用上新厕所了。”

九所村的人居环境面貌已发生
很大变化。“现在村民都很重视人居
环境卫生，村里的养殖区已全部搬出
生活区。”符永坤说，全村人还积极捐
资开展人居环境整治，“全村300多
人捐出了2万多元。用这笔钱，我们
拆掉了52间破败房屋，拆掉了32个
牛栏、74个猪圈。”

据介绍，定安今年初聘请海南省
农村改厕技术专家，对各镇改厕分管
领导、具体分管农村改厕工作人员以
及村委会干部进行培训，明确农村户
厕建造目的、标准等。今年以来，县

财政累计安排资金1453万元用于农
村“厕所革命”，各镇建立专账，专人
管理，专款专用。截至7月5日，全县

农村改厕开工 4017 座，完工 2419
座，卫生厕所覆盖率达到90.48%。

（本报定城8月13日电）

定安九所村：

改厕不落一户 厕污化作有机肥

■ 本报记者 袁宇 见习记者 张文君

“没钱建厕所啊，先凑合着用老
厕所吧！”8月13日下午，在定安县
龙湖镇石井村，村民罗来政的妻子林
芳正在门前的取水处打水。在取水
处，一条塑料管道直接连向房屋外的
排水管道。这条排水管道连接她家
的洗澡间，却在接口处断裂，墙壁下
的巷道内存积了污水。

罗来政是脱贫户，2017年他家
完成危房改造，然而新屋子里有洗澡
间，却没有厕所。“因为原来的老房子
里留下了厕所，所以就没再建新厕
所。”林芳说。

罗来政家也是石井村47户未建
厕所户中的一户。在定安县爱卫办
提供的8月9日该县农村改厕进度
周报表中，龙湖镇以41.14%的任务
完成率排名全县倒数第二，其中石井
村以19.14%的任务完成率排名全镇
倒数第一。

“村民不乐意，我们也没办法。”
石井村委会委员王大辉介绍，石井村

今年的农村改厕任务共47户，到目
前为止只有17户农户动工改厕，其
中14户已完工，“这些不开工的，很
多人都和兄弟姐妹家共用厕所。他
们觉得划算，也不影响正常生活。”

“建一个无害化厕所，至少要1
万多元，而且工人、材料都不好找。”
村民林道喜对海南日报记者说，政府
对一般农户补贴1600元，有很多人
不乐意改，凑合着用老厕所。他所说
的“老厕所”，指的是和猪圈、鸡舍等
圈舍相连的厕所，这些厕所环境极
差，臭气熏天，而且蚊蝇乱飞。

在石井村实地走访的过程中，海
南日报记者还发现，当地村民不仅对
无害化厕所“不感冒”，有的甚至拒绝厕
所“进家门”，大量的厕所修在房屋外或
环村道路上。“感觉把厕所修在家里，破
坏了家里的风水。”一位村民说。

海南日报记者在实地采访中还
了解到，罗来政家的老房子距离新房
步行需要三五分钟。“平时还好，如果
遇上雨天等恶劣天气及夜间，还是很
不方便的。”林芳坦言，现在儿子成家

后，感觉确实不方便。
“现在我们的压力很大，除了新

建任务外，还有一批已实施改厕的厕
所需要进行整改。”龙湖镇人大主席
王春妹说，龙湖镇部分此前实施改厕
的厕所中，由于三级化粪池第三格未

进行防渗漏处理，仍然会造成污染，
需要整改，“而很多村民觉得这不影
响他的生活，改造的意愿并不高。我
们下一步也会针对这些情况，加大宣
传，推进改厕工作。”

（本报定城8月13日电）

定安石井村：

改厕推进缓慢 老厕所蚊蝇乱飞“厕所革命”
需先破思想藩篱

在石井村的采访中，两个现象
令记者印象深刻。一是未建厕所的
村民与亲属、邻居共用厕所，并从这
种“共用”中感到自己“省了建厕所
的钱”，认为自己的生活“并没有不
方便”；二是已建的厕所大多建在村
民房屋外，极少有村民将厕所建在
屋内，认为“厕所建在房屋内会影响
风水”。

当前，我省正大力推动农村人
居环境整治工作，其中“厕所革命”
被作为农村的重要基础设施进行规
划和建设，并为之付出了许多努
力。但是，存在于部分村民心中的

“无所谓”“过得去”“老厕所能凑合
用”等思想，使村民对改厕的意义和
不改的危害性认识不足，因此不能
形成自发推动改厕的内生动力。

地方党委、政府在推进农村改
厕工作时，需将破除村民思想“藩
篱”作为工作中的重要内容，从规
划、管理、宣传等多方面入手，切实
引导村民养成文明乡风，共建整洁、
舒适的人居环境。 （袁宇）

“海南海钓业尚处于产业化初级
阶段。”钱卫国指出，海南海钓业产
业体系不完善，产业基础设施建设
滞后，码头、服务区、海洋牧场（人工
鱼礁）、装备设施、未经改造的船舶
等无法支撑当前海钓产业发展的需
求；海钓文化推广滞后，缺乏具有影
响力的海钓推广平台、海钓赛事及
海钓节庆活动。

“海钓的产业链很长，专业的服
装、专业钓具、专业钓船等，都有很大

发展空间。”业界人士指出，像专业钓
具，仅假饵每只就需要数百甚至上千
元；再譬如专业钓船，仅配备一个好
鱼探就需要几十万元，配备的GPS必
须定位精准，配备的雷达要能在浓雾
中航行，这些都是高价值的装备。

“海南缺的不是鱼，而是缺鱼群
的生存环境。”海南大学教授王爱民
认为，建设海洋牧场，既有利于保护
海洋生态环境，又可以推动海钓业
的发展，应用政策鼓励企业参与海

洋牧场建设。
一些钓友爱带着家人一同出去

海钓、游玩，他们发现，海南海钓基本
无配套休闲娱乐项目，“海钓点附近
应建有一些休闲旅游项目。”

海南钓友谭一龙强调，要充分让
渔民参与海钓业。“渔民参与海钓业
发展有不少好处。一是渔民可以从
导钓、安全陪护、开船海钓等海钓产
业链中受惠。二是渔民熟悉渔船、海
状、渔汛，有利于海钓的开展。三是

有利于渔业资源保护，避免出现渔民
与海钓客‘抢鱼’的问题。”

按照发展计划，我省将创建一批
海钓示范基地，创建和认定一批海钓
（垂钓）赛事基地，加大龙头企业招商
力度；以问题为导向不断完善政策法
规体系和体制机制，加强休闲渔业基
础设施建设。捧着“金饭碗”的海南
海钓业，随着一项项举措的落实，有
望实现更大的发展。

（本报海口8月13日讯）

不断完善产业体系 增加休闲服务内容

我省确立
“海事+船检+公司”三方联动机制

本报洋浦8月13日电 （记者原中倩 通讯
员徐育光 杨桂顺）8月 13日下午，洋浦海事局
组织召开洋浦神头港区载运危险货物船舶联合
检查协议书签约活动，洋浦海事局、中国船级社
海南分社、南京盛安船务有限公司、海南顺源海
运发展有限公司等4家单位派员参加。此次签
约标志全省首个“海事+船检+公司”三方联动
机制正式建立。

三方联合检查由海事安检员、船检机构验船
师和管理公司海务机务等人员一同开展安全检
查，检查结果当场反馈，公司管理人员会同船长从
安全管理的角度提出整改解决措施，旨在通过该
种方式，增强船舶安全检查的专业性、公平性，提
升船舶安全检查缺陷整改效率，并举一反三，对公
司管理的其他船舶进行有针对性的自查自纠。

我省9月将推出
多项文化活动迎国庆
◀上接A01版

9月21日，由中国作协、省委宣传部指导的
“我向新中国献首诗”诗歌朗诵音乐会将在三亚举
行。该活动已于2019年初面向公众征集诗歌作
品。据悉，音乐会将运用多种艺术形式，描绘新中
国成立70年这一伟大征程中发生的动人故事，艺
术家们将以声情并茂的朗诵集中反映70年来祖
国政治、经济、文化、生态、民生、社会建设取得的
辉煌成就。

9月，“我与共和国共奋进”书法、美术作品展
将于省博物馆举行。展览将展出具有强烈艺术魅
力和鲜明时代特征、深受人民群众喜爱的优秀书
法、美术作品，让人们在创作参与中深入了解共和
国历史、传承革命精神。

除了具体的庆祝活动外，2019年以来，省委
宣传部还牵头组织策划推出一批以歌颂祖国为主
题的优秀文艺作品，包括讴歌祖国、反映改革开放
辉煌成就、展现人民群众幸福感获得感、弘扬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以及爱
国主义题材、重大革命和历史题材、现实题材的电
影、电视剧、舞剧、琼剧、音乐、美术、书法、摄影作
品。电视剧《我爱你，祖国》、电视文献纪录片《大
将张云逸》、电影《没有冬天的农庄》、广播剧《大爱
人间》、琼剧《红旗不倒》《庞琼花》、长篇小说《堡子
史》《我们的前线》以及“海洋风”主题歌曲等均在
其中，一系列优秀文化作品充分展示海南文化文
艺事业发展成果，献礼新中国70华诞。

我省海钓资源环境世界一流，有待进一步破解瓶颈问题满足市场需求

深耕海钓 发力“蓝海”

“我钓到过一条100多斤
重的黄鳍金枪鱼”“海南有旗
鱼、牛港等特色鱼种，在国内
其他省份钓不到”“玩过近海
钓鱼的人，不想钓淡水鱼；玩
过深远海钓鱼的人，不想在近
海钓鱼”……最近，岛内外一
些钓友说起海南海钓，个个都
有说不完的话，言语之中涌现
喜爱之情。

海钓，有“海上高尔夫”之
称，近些年来吸引着越来越多
人沉浸其中。就海南而言，一
方面海南拥有世界一流的海钓
资源环境，另一方面海南海钓
面临着广阔的市场需求。与此
同时，来自法规、体制机制、配
套服务设施等方面的障碍，正
制约着海南海钓产业的发展。

加快发展休闲渔业，对于
应对渔业资源短缺、保护海洋
生态环境、帮助渔民转产转
业、推动国际旅游消费中心建
设等具有重要意义，而海钓被
业界人士普遍认为是推动海
南休闲渔业发展的引擎和抓
手。破解海南海钓发展瓶颈
问题、深耕发展“蓝海”满足广
阔市场需求，成为政府、企业、
渔民等共同努力的方向。

■ 本报记者 罗霞 陈雪怡
在海南进行海钓已有16年的吴

奕德，有两个很深的体会。“一是鱼的
品种真多，金枪鱼、鲷鱼、石斑鱼、海
鳗、红友鱼等都有，在海南海钓很容
易上瘾。二是来海南钓鱼的人越来
越多。在一些钓鱼点，十几年前只
能看到几个人，现在是一群人在一起
钓鱼。”

“海南拥有世界一流的海钓资源，
是我国发展海钓及运动的最佳区域。”
上海海洋大学教授钱卫国分析说，海
南珊瑚礁面积占全国的90%以上，本

岛近海有鱼类600多种，具备开展休
闲渔业活动和举办大型国际海钓赛事
的基础性条件，同时环岛所有钓场一
年四季都适合开展海钓活动。

海南钓场众多，其中有国际钓鱼
协会（IGFA）认定的“世界第三大海
钓钓场（七洲列岛－大洲岛）”，还有大
小30余个垂钓资源丰富的一流钓场。

“国际钓鱼协会曾多次提出在海
南举办国际钓鱼大赛。”省休闲渔业
协会执行会长朱庞说，目前，三亚、万
宁、文昌等地举办的海钓赛事等，受

到了海钓爱好者的欢迎。
从市场方面看，一份统计数字显

示，我国垂钓人口已达2亿之多，专
业海钓人群有2000万人左右。专业
海钓爱好者一年的海钓开销为5万
元至10万元，如果能将全国专业海
钓人群中的1/10吸引到海南，至少
能带来1000亿元收入。

据美国休闲渔业统计，美国休闲
海钓项目1年的营业额高达703亿美
元，产生205亿美元的利润。日本
20％的国民参与海钓，海钓业占据国

民经济重要一席。我国山东休闲渔
业经验表明，每开发出1个休闲渔业
场所，能够促进渔民转产转业达27
人以上。

去年，我省全年休闲垂钓及游钓
体验总计129.7万人次，其中深海专
业海钓1.7万人次，近海垂钓16万人
次，近岸矶钓80万人次，近海游钓艇
帆船观光体验32万人次。

“海南海钓产业存在很大市场空
间，这一发展‘蓝海’有待挖掘。”朱
庞说。

海钓资源一流 市场空间巨大

在文昌市翁田镇湖心港，海南钓音
海钓俱乐部的两艘游钓艇停在这里。
坐船从这里出发，不到一小时便可以到
达不少海钓客的向往地——七洲列
岛。这里没有专业码头，海钓客上下船
不方便，但仍有很多人慕名而来。

到七洲列岛进行海钓，很快乐，
但也有风险。风险，主要来自于两大
方面，一个是有可能空手而归，钓不
到鱼，另一个是因监管等方面的原

因，没法抵达七洲列岛进行海钓。
海南钓音海钓俱乐部总经理刘

胡钱介绍，前些年，七洲列岛周边海
域的鱼很多，“鱼太多了，钓到不想
钓。”后来因渔民电鱼、炸鱼等，海洋
生态受到破坏。

业界人士指出，渔民炸鱼等作业
方式，使鱼群赖以生存的珊瑚礁生态
系统受到破坏，留不住鱼。

“没有鱼，怎么发展海钓？”海南

省海洋传奇休闲产业服务有限公司
相关负责人刘强同样对加强渔业资
源保护深有感触。“因渔民不当的捕
捞方式等原因，海口等地近海渔业资
源在衰退。”刘强说。

一些海钓客反映，三亚目前存在用
水枪打鱼的行为，正破坏着渔业资源。

从监管等方面看，“目前海南海
钓业处于无序发展状态。”省休闲渔
业协会海钓分会秘书长胡训宗说，由

于规划、法规、监管等体制机制的相
对滞后，现行的法律法规无法适应新
兴的海钓产业发展需求，特别是海洋
执法，休闲渔船（海钓船、艇）建造、改
造标准及管理办法，海钓出海管理等
核心问题，尚未得到解决。

胡训宗建议，海南要加强顶层设
计，从规划、法规、监管等方面推动海
钓业发展；加强生态保护，推动渔民转
产转业，保护鱼类赖以生存的环境。

体制机制影响发展 生态保护有待加强

九所村村民改建无害化厕所，将粪污还田利用。 本报记者 袁宇 摄

石井村内与猪圈建在一起的厕所。 本报记者 袁宇 摄

我省检察机关积极救助
“因案致贫、因案返贫”的困难群众

本报海口8月13日讯（记者金昌波）海南日
报记者了解到，2019年上半年，我省检察机关共
受理国家司法救助申请69件，发放司法救助金
86.38万元，其中办理贫困户救助案件12件 14
人，对扶贫对象发放救助金额17.52万元。

2018年4月最高检部署开展“深入推进国家
司法救助工作”专项活动以来，我省检察机关积极
为“因案致贫、因案返贫”的困难群众提供有效救
助，帮助他们重拾对生命的希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