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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找海南最美基层民警

■ 本报记者 良子 通讯员 陈炜森

在他上任前，派出所28年仅破获一宗
刑事案件，他上任后，9年查破各类涉林案
件204起；他深入基层联系群众，辖区群众
和护林员们都是他的“编外助手”；在全所仅
有5名民警的有限警力下，多年来保护着辖
区面积90万亩森林资源安全。

他，就是琼海市森林公安局上埇林区派
出所所长乐永义。从警24年扎根一线，他
将青春热血都洒在海南这片青山绿水中，是
林海中的铿锵卫士。

辖区管辖范围大，怎样做到对当地森
林保护情况了如指掌呢？“这离不开群众的
支持和信任，而这种信任是在办案过程中
逐渐建立起来的。”乐永义祖籍湖南，在海
南生活近30年，他常年深入一线，联系群
众，如今他不但能听得懂海南方言，甚至还
能说上一些海南话。语言通了，与百姓交
流越多，乐永义逐渐赢得了群众的认可，群
众发现有违法案件线索就会立即反映给派
出所。

2017年8月4日，有群众报警称在琼海
市长坡镇乐二村有人毁坏了约50亩的桉树
林。经到现场初查，涉案林木的采伐未办理
《林木采伐许可证》，现场有约50亩的土地

已经被清理。经鉴定，涉案林木的蓄积量达
到153.4立方米，属于特大滥伐林木案件。
涉案的其中一名犯罪嫌疑人黄某为农场某
队队长，平常为人蛮横，与另一队队长吴某
某（另案处理，已受到刑事处罚）串通一气，
经常带人到长坡镇政府无端闹事。

为了尽快侦破此案，保一方安稳，乐永
义多次与参战民警开展案情研判，不分昼夜
和节假日，做笔录，走访群众，调取证据，各
项工作在乐永义的带领下有序进行。功夫
不负有心人，经过4个多月的努力，收集了
近1000页的证据材料后，终于将该案成功
侦破。目前，2名嫌疑人均已获判2年至3
年不等刑期。

案件侦破后，长坡镇人民政府相关负责
人特意致电给乐永义致谢：“感谢你们森林
公安机关，你们破了这个案子，将犯罪分子
抓了，让长坡镇平安多了。”

这只是乐永义工作的一个缩影，他参加
工作以来，曾获得个人三等功2次、个人嘉奖
2次，2次被评为先进工作者，2016年年度考
核被评为优秀公务员。在乐永义带领下，上
埇林区派出所被公安部评定为一级公安派
出所；2016年被国家林业局森林公安局评定
为“全国森林公安机关执法示范单位”。

（本报嘉积9月15日电）

琼海市森林公安局上埇林区派出所所长乐永义：

“林海卫士”二十四载护青山

德耀天涯 ——我省第七届全国道德模范及提名奖获得者事迹

■ 见习记者 余小艳
本报记者 李佳飞 特约记者 黄良策

“我是一名共产党员，应该带头孝老爱
亲。”韩丽萍说。日前，海南日报记者在文昌
市冯坡镇白茅村，见到第七届全国道德模范
提名奖获得者韩丽萍，这位74岁的阿婆面
对荣誉如是说。

韩丽萍与老伴、儿子、儿媳挤居在老宅
里。客厅的摆设朴素简单，两面斑驳灰黄的
墙上，张贴着一张海报，这是整个老宅里唯
一的装饰了，客厅角落，有一张黑白照片。

“那是英婆，活了107岁，这墙后的房间以前
就是她在住。”韩丽萍说，英婆名叫张金英，
1910年出生，在世时，无儿无女，丈夫下南
洋一去不回。1965年起，韩丽萍让英婆搬
到家里一起住，把她当成自己的母亲一样悉
心照顾。

1985年，韩丽萍被村民推选为白茅村
委会妇女主任，同时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
党。自那时起，村里的孤寡老人、留守儿童
等弱势群体，成了她心头的牵挂。

2014年，英婆双目失明，基本丧失了生
活自理能力，韩丽萍每天服伺英婆起居。一
个暴风雨的冬夜，英婆高烧至40度，情况危
急，韩丽萍顾不得风雨，连夜把英婆送往医
院治疗。住院期间，英婆大小便失禁，韩丽

萍为她端屎倒尿，不嫌烦嫌脏；出院时，韩丽
萍自掏腰包，缴了1000多元医药费。

2016年，英婆的病情再次加重，瘫痪在
床，性情也变得古怪，经常无故责骂韩丽萍
的丈夫、儿子和儿媳，因此也产生了一些误
会，但是韩丽萍坚持照顾老人家，无怨无悔。

“有些村民私下笑婆婆傻，给自己添累
赘。她没有理会，依旧日复一日地照顾英
婆。”韩丽萍的二儿媳韩海燕说，受婆婆的影
响，她也经常帮忙照顾英婆。

对于韩丽萍来说，最难熬的日子是在
2017年。那一年，韩丽萍的小儿子被诊断
为脑瘤，在医院动手术。祸不单行，不久她
丈夫陈川柏突发中风，卧床不起。一家3个
病人主要由韩丽萍一人照顾。她在家里和
医院之间来回奔波，任劳任怨。

“累！怎么会不累呢？”韩丽萍说，但她
更希望做一个好的榜样给大家看。怀着这
样的信念，再苦再累，她都扛下来了。

自上世纪80年代起，韩丽萍先后无偿照
顾8位没有亲情关系的孤寡老人、五保户以
及一些家庭困难的孩子。“视非亲非故的老
人如己亲，不仅需要仁心，还要有十足的勇
气和毅力。这种大爱常人难做到。”冯坡镇
党委主要负责人感慨地说，在韩丽萍这位老
共产党员身上，大家看到了“善良和博爱闪
耀出的最美光华”。（本报文城9月15日电）

文昌白茅村村民韩丽萍孝老爱幼感动乡里

善与爱让她闪耀出最美光华

红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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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农村“厕所革命”和环境卫生集中整治

关注2019海南（乐东）农民丰收节

■ 本报记者 易宗平

在一盏盏白色补光灯的映衬下，一根根
长长的枝条随风轻轻舞动。9月15日，在
位于乐东黎族自治县九所镇的海南高明农
业发展有限公司火龙果基地，连片种植的火
龙果生机勃勃。“目前火龙果的市场态势不
错。”该公司销售部经理冼俊彬接受海南日
报记者采访时说，该公司2018年销售额达
到1.1亿元，比2017年增加了3000万元；
2019年上半年的销售额已超过1亿元，全
年有望达到1.5亿元。

“高明”牌红心火龙果的热销，是乐东品
牌农业拓展外部大市场的一道缩影。

乐东的海南柔鸣红心火龙果有限公司，
也是一家专业从事红心火龙果种植、推广与
销售的企业。该公司销售经理刘哲说，公司
拥有 5 个红心火龙果种植基地，总面积
4000亩，实现年产值4.8 亿元，年利润达
2.2亿元。该公司采用直销、经销和订单相
结合的销售模式，产品销往北京、上海、广州
等大城市，并出口加拿大、西班牙、新加坡等
国家和中国香港等地区。

刘哲介绍，为开辟境内外市场，该公司
采取了多项推广措施：参加国内外展会，与
多个国家的客商达成合作意向，并与家乐
福、百联集团、福建永辉超市等大型零售企
业供应商达成合作意向；通过美国华尔街纳
斯达克大屏幕进行宣传，展示公司团队及

“柔鸣”牌火龙果的魅力。
同样具有宽广视野的企业，还有位于乐

东的海南春姑娘农业发展有限公司。该公
司总经理林学春告诉海南日报记者，“春姑
娘”乐东蜜瓜以甜度高、口感好的特点和优
势，风靡全国诸多水果批发市场。以“春姑
娘”品牌引领下的“一条龙”服务，涵盖种植、

销售、种子、肥料、批发、包装、运输等环节。
而将产业链延伸到省外甚至国外的乐

东农业企业，更有海南万钟实业有限公司。
该公司副总经理陶松伦说，公司引进和培养
了一批科技人才，种苗年产量可达3000万
株，包括香蕉、菠萝、构树、泡桐、柚木和花卉
等，供给海南省内和两广、云南等热作省
区。除了在乐东有上万亩基地，该公司还与
深圳诺普信农化股份有限公司强强联合，组
建了海南菠萝企业管理有限公司，合作带动
海南省内和广东徐闻、广西南宁、云南西双
版纳、四川攀枝花等地以及老挝、缅甸等东
盟国家的10多个基地种植金菠萝，使产品
在当地及周边城市出售，在一定程度上节省
了物流成本。

为省内多家种植企业供给有机肥的海
南顶香生态农业有限公司，位于乐东九所
镇。该公司总经理吴波说，顶香生态产业园
以市场为导向，邀请种植企业有关负责人实
地考察，并现场监督打包和装运高纯度的有
机肥，赢得了多家合作企业的好评。

企业是市场的主体。由于培植了一大
批农业龙头企业，2018年乐东实现农业生
产总值71.39亿元，同比增长4.5%，占全县
生产总值的56.2%。截至目前，该县申报地
理标志商标9个，整治7个标准化田洋5.73
万亩，开工建设共享农庄4家，打造国家标
准示范园8个、省级标准示范园41个，为不
断扩大市场蓄积了力量。

乐东黎族自治县政府主要负责人表示，
今年该县在努力实现热带农副产品品牌化、
无害化、标准化、规模化和效益化建设新突
破同时，着力做优特色优势产业，创建特色
农产品生产基地20个，并引导企业进一步

“请进来”“走出去”，不断提升市场话语权。
（本报抱由9月15日电）

“请进来”“走出去”着力延伸产业链

乐东农产品闯出岛外大市场

■ 本报记者 孙慧 通讯员 杨洲

“我们村每户村民家里都有垃圾
桶，干垃圾、湿垃圾、有害垃圾都分开
放，每天都有垃圾车来收运。”近日，在
文昌市冯坡镇昌里村湖淡村民小组，
小组长云天春说，为推进美丽乡村建
设，不仅村民积极进行垃圾分类回收，
还有热心的乡亲给村民捐赠了环保购
物篮和购物袋，大家都尽量减少使用
塑料袋、塑料盒，减少环境污染。

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
教育以来，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重点
整治干事创业精气神不够、患得患
失、不担当不作为等问题，聚焦民生

和生态文明热点难点问题，逐步推进
我省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开展生活垃
圾分类试点，全省城乡生活垃圾“户
分类、村收集、镇转运、县处理”收运
处理体系基本建成，城镇环境卫生综
合整治长效机制基本建立。

在7月份召开的省委常委会会
议上，《海口、万宁等部分市县生活垃
圾处理场实况及存在问题》视频播放
后，省住建厅针对暗访和检查曝光出
的问题，列出详细清单，立即成立了
3个指导小组，在全省范围内组织开
展大排查、大整治活动，统筹抓好垃
圾分类投放、收集、运输和处理4个
环节的具体工作，进一步健全和完善

“户分类、村（居、街道）保洁、镇（乡）
转运、市县（跨区域）处理”城乡环卫
一体化体系，主动跟踪、主动做好服
务和协调工作，帮助市县解决问题。

省住建厅坚持在深入调查研究
上发力，以更实的工作作风促进成果
转化。比如针对农村厕所改造工作
反馈的改造成本高、粪污池容易渗漏
等问题，省住建厅派出人员深入一
线，蹲点调研，结合国家的标准和海
南实际，设计了基本型、提升型、舒适
性和公共型等4类改造厕所类型，还
提出海南“五有厕屋+玻璃钢化粪
池”，即厕屋有门、有窗、有便器、有内
外批荡、有地面硬化加玻璃钢化粪

池，面积不低于1.2平方米，三格化
粪池容积不低于1.5立方米，作为海
南农村改厕最基本建设标准。

“省住建厅时刻聚焦关注群众反
馈的民生和生态文明热点难点问题，
通过检视问题立行立改，推进整改落
实，进一步强化干部队伍的责任担当
和使命担当。”省住建厅相关负责人
说。针对农村厕所改造工作缓慢，9月
12日，省住建厅联合省生态环境厅、省
卫健委在定安县富文镇九所村举办农
村厕所改造现场观摩会，加强各市县
之间技术、工作经验交流，加快推进各
市县农村厕所改造进度。

（本报海口9月15日讯）

全省城乡生活垃圾“户分类、村收集、镇转运、县处理”体系基本建成

为海南创造干净整洁的美好环境

■ 本报记者 曾毓慧

“前几天刮台风，掀翻了半边屋
顶，好在墙体没倒，但还能凑着用。”
9月5日中午，在白沙黎族自治县七
坊镇牙域村，村民高尚指着自家瓦房
旁那间低矮的厕所，略显尴尬地说。

推开厕所的木门，只见厕内虽铺
有瓷砖，但是有一股异味，尤其是地板
上以及蹲坑口处沾着不少污垢。“这是
我弟家建的厕所，已经用了十几年。”
高尚介绍，自家的瓦房是二三十年前
建好的，当时没有合适的地方建设厕
所，后来才和弟弟一起建了这间厕所，
两户人家共计9口人合用，平时难免
会出现同时着急如厕的尴尬场面。

在牙域村，村民如厕难可不是个
例。据受访村民反映，由于此前村里
盖房混乱无序，不少村民没有配套建
起厕所，后来，随着村里建房增多，原

有的小巷与庭院空间也被挤占得所
剩无几，想要在自家房前屋后再建厕
所，或是挖化粪池显得更难了。村干
部介绍，目前该村有110户，经初步
摸查，自家有厕所的村民约有70多
户，另外30多户村民没有独立、合格
的厕所。有部分村民是两户人家共
用一间厕所。

不仅是缺厕所，即便是现有厕
所，大多也比较简陋。“有些村民观念
落后，导致现在建厕所成了大问题。”
据村干部介绍，尽管一些村民陆续进
行危房改造，建成了一批宽敞明亮的
新房，但部分村民并未在屋内配套建
厕所，而是沿用原先的旧厕所。

“当时担心屋里有臭味没建新
厕所，现在真的很后悔，尤其是雨天
与夜间如厕很不方便。”两年前，村
民李玉华在距旧厕所四五米远处建
好了大约100平方米的平房，但没

在屋内建厕所，现在她正准备拆掉
旧厕重建。

“我们也很希望通过这次‘厕所
革命’彻底改变我们厕所不足、村民

如厕难的尴尬局面。”受访村干部表
示，目前已将村居厕所情况反映给有
关部门，也将积极动员村民配合做好
整改。 （本报牙叉9月15日电）

■ 本报记者 曾毓慧

9月6日中午，从白沙黎族自治
县牙叉城区往什运干道方向出发，驶
过10多公里山路后，在山林掩映中，
一幢幢整齐美观又不失黎族特色的
两层民居呈现在眼前，这里即是牙叉
镇美丽乡村南妹村。

走进南妹村，只见笔直的水泥村
道宽敞整洁，庭前屋后的绿草红花生
机勃勃。“以前住的是瓦房，村民们要
么搭起简易棚如厕，要么就在屋后的
小树林里大小便，大家那时都不懂啥
叫环保厕所。”村干部符晓岭说。

早在2013年，南妹村被列为美
丽乡村启动建设时，就采用“政府补
贴+银行贷款+村民自筹”模式，将原
先杂乱无序且破败漏雨的瓦房全部
拆掉，重新规划建起一排排整齐美观

的黎族民居，“在有效改善村居环境
的同时，还在全村规划建立起环保厕
所以及一套完整的化粪处理系统。”
符晓岭说。

南妹村村民小组组长符亚军介
绍，每家每户的新居都设置独立的厕
所，厕内墙体与地板都铺设了美观明
亮的瓷砖，每家每户地下的化粪管道
衔接至排污主管道，只要按一下村民
家中厕所的冲水开关，所有粪污都会
统一排放至化粪池进行无害化处理。

“全村共有3个大型的环保化粪
池，即便是站在化粪池边，也几乎闻
不到一点臭味。”顺着符亚军的指引，
海南日报记者来到村庄内的一块湿
地，只见一株株美人蕉等大叶状植物
生机盎然，其实，这里是该村环保化
粪池排放的末端——人工湿地。在
化粪池旁边的标识牌上清晰地标注

着这套工艺流程：化粪池—格栅—水
解池—人工湿地—达标排放等流程。

符亚军介绍，湿地植物是净化污
水的重要部分，平时，村里在定期检修
化粪池排污管道的同时，还会定期补

种、换种、修剪湿地里的绿植，既能确
保处理过的粪水出水水质达标排放，
又让这里的绿植在一年四季呈现不同
的风景，变成村里的小花园，可谓两全
其美。 （本报牙叉9月15日电）

白沙牙叉镇南妹村：

环保厕所户户有

白沙七坊镇牙域村：

厕所不足如厕难

聚焦第二届进博会海南交易团

各企业（单位）：
2017年5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

“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上宣
布，中国将从2018年起举办中国国
际进口博览会。举办中国国际进口
博览会，是中国政府坚定支持贸易自
由化和经济全球化、主动向世界开放
市场的重大举措，有利于促进世界各
国加强经贸交流合作，促进全球贸易
和世界经济增长，推动开放型世界经
济发展。

第二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以
下简称第二届进博会）定于2019年
11月 5日-11日在上海国家会展中
心举办，由商务部和上海市人民政府
共同主办，世界贸易组织、联合国贸
发会议、联合国工发组织等相关国际
机构为合作单位。本届进博会展览
面积共33万平方米，其中国家综合
展3万平方米，拟邀请60个国家参
展，只展示不成交；企业商业展30万
平方米，涵盖装备、消费、食品、健康、
服务等五大板块，装备板块包括轻型
装备、重型装备、汽车等；消费板块包
括日用消费品、科技类消费品、高端

消费品等；食品板块包括农产品、休
闲食品、饮料和酒类等；健康板块包
括医疗器械设备、药品保健品、养老
康复等；服务板块包括金融、旅游、物
流、设计、检验检测等。同时，新增新

产品、新技术和新政策统一发布平
台，组织采购商洽谈对接，设立多维
度体验区、活动区、洽谈区，增强展区
辅助功能。目前已有数千家企业报
名和签约，其中包括大批世界500强

和龙头企业。
根据商务部和第二届进博会组委

会要求，我省将组织海南交易团参会、
到会采购。为确保我省组团各项工作
顺利开展，通知如下：

一、展会时间、地点
时间：2019年11月5日-11日
地点：上海市国家会展中心
二、主要活动内容
（一）采购商到会采购。组织我省

有意愿赴进博会开展采购、对接、洽谈
的企业参会，争取获得采购成果。

（二）招商洽谈活动。充分发掘第
二届进博会的到会境外嘉宾开展适合
海南自贸区、自贸港的招商合作活动。

（三）采购成交签约仪式。对我省
交易团在进博会期间与参展商洽谈成
交的采购协议举办签约仪式。

三、相关要求
（一）采购商要求。注册地址在我

省并有采购意愿和采购能力的各类企
业、事业单位、科研机构等。

（二）实施精准化洽谈采购。结合

第二届进博会参展的境外企业（名单
详见进博会官网企业商业展栏目下的
展商名单），根据自身需求积极开展展
前展中、线上线下贸易对接和洽谈磋
商，争取会期成交。

（三）积极参加现场活动。各企业
（单位）积极报名参加组委会组织的各类
现场活动。同时，围绕进口博览会的主
题、目标和定位，结合我省实际需要，积
极开展高质量、高水平的现场推介活动，
推进我省企业与境外企业在产业、贸易、
投资、技术、人才等方面加强合作。

（四）报名注册。各企业（单位）按
照相关工作流程进度与要求，登录中
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官方网站（www.
ciie.org）在线注册报名，如实填写企
业（单位）和参会人员信息。海南交易
团邀请码：10049179172。报名截止

日期：2019年9月底。
四、参会费用
（一）参会人员证件费用由我厅统

一免费办理。
（二）采购企业人员在进博会举办

期间的住宿，按500元/每人/天标准以
及实际住宿天数，最多补助4天住宿费
用，每人住宿补助不超过2000元。

（三）参会单位在进博会期间开展
的现场贸易对接、推介、项目对接、需
求发布、签约仪式等现场活动场地由
我厅统筹安排。

（四）其它费用自理。

咨询电话：0898-32182580
0898-32182710

海南省商务厅
2019年8月22日

关于报名参加第二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的通知

牙域村内的厕所简陋脏乱。 本报记者 曾毓慧 摄

南妹村环保化粪处理系统中的人工湿地。本报记者 曾毓慧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