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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恩第二故乡——
周文彰海南诗书作品集》
海口读者见面会举行

本报海口9月29日讯（记者王玉洁）9月29日，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教授周文彰携新作《感
恩第二故乡——周文彰海南诗书作品集》在海口
举办读者见面会。

该书共分为“海南名城”“海南名胜”“海南英
雄”“海南文化与文明”“南海情缘”“海南人影”“情
系海南”等篇章，收录了作者的诗歌、图片和书法
作品。为使装帧优美，书中的书法作品采用了横
批、扇面、条屏、斗方、信笺等丰富的表现形式。

翻开此书，读者可以在读诗以及欣赏图片和
书法作品的同时，直观地领略海南自然风光和人
文景观，感受作者对海南的深情。

海南日报记者了解到，周文彰是我省有突出
贡献优秀专家，享受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
贴。在海南工作生活20年的他，把多年来对海南
自然风光、人文历史以及时代风貌的感悟和观察，
都凝聚在了该书中。

三亚亚沙委赴多哈参加
亚奥理事会第73届执委会

本报三亚9月29日电（记者邓钰 特约记者
萧真）当地时间28日，亚洲奥林匹克理事会第73
届执行委员会（以下简称亚奥理事会执委会）在卡
塔尔多哈举行。海南日报记者从三亚市相关部门
获悉，2020年第六届亚洲沙滩运动会组委会（以
下简称三亚亚沙委）应邀参加此次会议，并就今年
3月以来，三亚亚沙会的筹办情况以及下一步重
点工作进行陈述汇报。

据了解，7月19日，三亚亚沙委正式成立，由
办公室、体育部、外联部和大型活动部等15个部
门及3个赛区委员会组成。目前，三亚亚沙委已
初步完成《2020年亚沙会总体工作计划》编制工
作；确定开幕式举办地点为三亚天涯海角景区；完
成会徽、口号和吉祥物的征集工作，共收集3000
余件作品；相继在北京、广州等地开展亚沙会赞助
招商工作，截至9月，已与60多家潜在意向企业
开展洽谈；计划招募亚沙会志愿者6000名。

下一步，三亚亚沙委将全力做好亚沙会代表团
团长大会、竞赛项目和场馆规划以及运动员村概况
及餐饮服务、媒体住宿等方面的后勤保障工作。

亚奥理事会主席艾哈迈德亲王以及亚奥理事
会执委会各成员对三亚亚沙会的筹备工作表示赞
许。在陈述后，三亚亚沙委代表回答了亚奥理事
会执委会成员的提问。三亚亚沙委代表还就亚沙
会代表团团长大会、比赛项目设置、媒体服务等工
作进行了磋商，达成了共识。

据悉，三亚将把筹办亚沙会与推动城市建设
紧密结合，在建设竞赛场馆、运动设施、体验设施的
同时，围绕交通出行、绿化美化、环境风貌等内容统
筹实施一批项目，完善城市功能，提升城市形象。

三亚市政府相关负责人表示，三亚将高标准、
高质量、高效率推进各项筹备工作，确保为全亚洲
献上一届富有中国特色、海南元素、三亚魅力的亚
沙盛会，同时通过亚沙会平台，为推动相关体育运
动发展，扩大对外开放和交流合作，促进亚洲文明
交流互鉴、和谐共生作出三亚贡献，展示海南自由
贸易试验区、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建设的风采。

■ 本报记者 李梦瑶 于伟慧

一捧山兰米和一处海上石油钻
井平台，一块篮球场和一处“空中电
站”，一个个专家院士工作站和一群
群面朝黄土的农民……看似毫无关
联的场景，近年来在五指山的黎村苗
寨互动频繁。这一切并非偶然，而是
得益于五指山市委常委、副市长罗新
增的牵线搭桥。

2017年，罗新增受中海油集团
委派至五指山担任挂职帮扶干部。
罗新增带来了新思想、新观念。凭借
一系列创新帮扶举措，不久前，他获
得了2019年全国脱贫攻坚先进个人
创新奖的殊荣。

戴着头灯，蹬着胶鞋，9月25日
凌晨3时，五指山市畅好乡草办村胶

农杨海平和往常一样，出现在自家胶
林里，一次次弯腰、出刀，胶水随之一
滴滴落入胶杯。“割了半辈子胶，一家
老小就指望这些树糊口了。”可事实
上，他也曾因橡胶价格持续低迷，萌
生过弃割、弃管的念头。

直到2017年，五指山率先落地
实施全国首例“橡胶收入保险”，这才
让杨海平吃下了“定心丸”，“每吨保
价1.6万元，第二年我就收到了保险
公司赔付的7500元预赔款。”

杨海平不知道的是，这一切的背
后，是罗新增反复调研、论证，推翻五
六版方案的耐心摸索。

罗新增介绍，在充分考虑胶农的
高保障保险需求、普通胶农与国营农
场在产量和价格的差异、政府的财政
支出压力等因素的情况下，五指山最

终探索建立“政府+胶农+保险”三方
合作机制，创新使用市物价局采集的
地头交易价格代替传统的期货价格，
将干胶的目标价格定为每斤8元。

如何帮助农民打通农产品上行
通道？罗新增决定带上五指山的特
色农产品，全面对接中海油集团的消
费平台和渠道。几乎是一拍即合，双
方很快建立起稳定的产销合作机制，
开启“走亲戚”般的紧密合作。眼下
又到山兰米丰收的季节，五指山市水
满乡新村村民陈秀娥忙着将一袋袋
山兰米称斤、打包，不久后这些原生
态的特色米将通过飞机运往全国各
地的中海油系统机构，包括一座座漂
浮在大海上的石油钻井平台。

“我们还成立了电商平台，将产
品包装、物流配送、宣传推介等服务
全部打包交由他们完成，让农户只管
安心种，种出好产品。”罗新增介绍，
仅8月24日至9月21日，五指山电

商平台销出蜂蜜、辣椒酱、忧遁草、茶
叶等农产品共计43万元，其中中海
油扶贫采购金额达12.5万元。

每天傍晚时分，五指山市通什镇
应示村的村民们都会到村委会办公室
门口的篮球场上锻炼锻炼。与其他地
方不同的是，这处篮球场的正上方建
有一处7米高的“空中电站”，不仅能
遮阴挡雨，更可以源源不断地“生金”。

“这是中海油集团援建的光伏发
电站，年收入可达15.6万元，持续收
益至少20年以上。”驻村第一书记符
亚娜介绍，这一项目的落地让该村村
集体经济实现了“零的突破”，他们借
此收入为村里的30户贫困户、五保
户每年分红3000元。

根据规划，五指山市将在全市7
个乡镇41个村全面推广建设扶贫光
伏电站，预计发电规模将达8550千
瓦，惠及全市44个贫困村和2202户
村民。 （本报五指山9月29日电）

脱贫攻坚“创优保优”大冲刺

关注全国脱贫攻坚奖获得者

五指山市委常委、副市长罗新增为黎乡带来发展新理念

农货销到海上平台 分红来自空中电站

扫黑除恶专题琼剧
《利剑出鞘》上演

本报海口9月29日讯（记者良
子 通讯员钱光仁）9月28日晚，以扫
黑除恶为主题的别开生面的现代琼剧
《利剑出鞘》在省琼剧院上演，现场掌
声如潮，好评不断。

大型原创现代扫黑除恶专题琼剧
《利剑出鞘》讲述了在扫黑除恶一线工
作的公安干警不畏恐吓，与黑恶势力
斗智斗勇，最终将黑恶势力团伙绳之
以法的生动故事。故事歌颂了人民政
法公安队伍在扫黑除恶斗争中执法为
民的英勇形象。

该剧创作团队、海南省源创本土
琼剧研究院相关负责人介绍，该剧创
作打磨了近一年的时间，剧本经过省
公安厅、省扫黑办的审读，并根据其意
见和要求，创作团队多次进行整改重
排，旨在利用海南乡村群众喜闻乐见
的琼剧，以“以戏带教”形式开展扫黑
除恶专项斗争宣传活动，最大限度动
员群众参与到扫黑除恶行动中来，深
挖我省黑恶势力，助力我省打赢扫黑
除恶这场人民战争，献礼新中国成立
70周年。

摄影界“小国展”南昌结束

海口经济学院囊括11个奖项
本报讯 9月29日，第十二届全国高校摄影教

育成果展暨亚洲高校摄影艺术展在江西南昌结束，
海口经济学院中广天择传媒学院摄影系师生将11
个奖项收入囊中，创造了该校摄影专业创办以来参
加国家级赛事获奖最多的一次。

第十二届全国高校摄影教育成果展暨亚洲高
校摄影艺术展为双年展，每两年举行一次，被业界
称之为“小国展”，本次影展由中国高等教育学会
摄影教育专业委员会主办，共计收到全国113所
高校11347幅摄影作品以及日本、韩国等13个国
家27所院校师生作品。

经过评委认真评选，400余幅作品入选参
展。海口经济学院中广天择传媒学院摄影专业选
送2017级、2018级共19名同学80幅作品参展，
李雨东的《与鸟同行》被评为典藏精品、刘奇的《当
下》、严浩的《渔人》被评为典藏作品；张宁雯的《杂
技》、孙士杰的《万宁渔民》、吴昱佟、金馨的《墙》、
贾博然、孙士杰、朱莎的《镜像老街》被评为收藏作
品。教师孙立国的《生来》等三组作品分别被评为
典藏精品、典藏作品及收藏作品；蔡勇的《文昌的
趣味排球》被评为典藏作品。 （孙立国）

关注三亚亚洲沙滩运动会

本报讯（记者王玉洁 通讯员何
瑞闻）近日，我省出台《关于进一步做
好城市困难职工解困脱困工作的实施
意见》（以下简称《实施意见》），确保到
2020年实现全省在档城市困难职工
能脱困的全部脱困，因各种因素无法
脱困的城市困难职工家庭，则通过纳
入政府兜底保障和工会常态化帮扶实
现解困。

省总工会有关负责人介绍，一直
以来，省委、省政府在全力打好农村脱
贫攻坚战的同时，也把帮助城市困难
职工解困脱困作为重要民生实事工程

来抓。但目前海南还有一定数量的建
档立卡城市困难职工，在基本生活、就
业、医疗、教育、社保、住房等方面还存
在不少困难和问题，出台《实施意见》
的目的就是帮助他们解决困难。

《实施意见》明确指出，要通过精
准识别，建档立卡；实施就业创业解困
脱困；落实社保政策解困脱困；健全完
善医疗帮扶制度解困脱困；完善助学
机制解困脱困；完善住房保障制度解
困脱困；通过兜底保障解困脱困；整合
资源解困脱困等八个方面的措施确保
城市困难职工全部脱贫。

哪些城市职工家庭可申请困难帮
扶？主要有以下5类家庭可申请帮
扶，即连续6个月以上家庭实际人均
收入低于当地最低生活保障标准，未
经政府救助，生活特别困难的职工家
庭；家庭人均收入低于当地最低生活
保障标准，经政府救助后仍生活困难
的职工家庭；由于患病、子女上学、残
疾及其他特殊原因造成生活困难的职
工家庭；家庭人均收入在当地最低生
活保障标准3倍（含）以内，但由于遭
受突发事件、意外伤害、重大疾病及其
他原因导致生活困难的职工家庭；加

入工会组织、按务工地标准且符合上
述条件之一的农民工家庭。

符合上述条件的困难职工本人
可向所在单位、乡镇街或社区工会提
出书面申请，由建档工会入户调查摸
底，核实信息，公开公示，上级工会复
核，县级（含）以上工会帮扶（服务）中
心备案，建立困难职工原始档案。各
级工会帮扶中心根据档案进行分类
帮扶。

海南日报记者了解到，近年来，全
省各级工会积极响应省委、省政府的
号召和部署，深入职工家中访贫问苦

了解掌握基本情况，精准识别我省城
市困难职工家庭，同时进行精准帮
扶。2016年至2018年，全省共投入
19163.63 万元，资助城市困难职工
20.59万人次。

此外，在民政、人社、教育、财政
等有关部门的支持和配合下，省总工
会通过开展“就业援助月”“阳光就
业”、春风行动、民营企业招聘周等活
动，积极采取送温暖、医疗救助、金秋
助学、大病互助等帮扶措施，帮助2.8
万户困难职工家庭就业创业，实现解
困脱困。

我省将实施就业创业解困脱困等八项措施

明年全省城市困难职工解困脱困

本报五指山9月29日电（见习
记者谢凯）9月29日上午，五指山市
融媒体中心在该市广播电视台挂牌成
立。据了解，这是我省首家正式挂牌
启用的县级融媒体中心。

作为海南首批县级融媒体中心建
设试点市县，五指山市以该市广播电
视台、市网络信息中心和应急广播等
媒体资源为基础，对传统媒体的业务、

人员、管理等方面进行整合，成立五指
山市融媒体中心；围绕“新闻+政务+
服务”主线，将现有的该市电视台、广
播、微信公众号、微博等平台内容资源
统一接入“我爱五指山”客户端。该中
心的成立打破了五指山市新闻采编部
门间各自为政的局面，让新闻采、编、
发互联互通，实现新闻信息一次采集、
多样生成、多元传播。

海南日报记者在现场看到，该中
心通过大数据和云平台，集聚了五指
山各类新闻信息资源。整个项目建设
涵盖媒体平台建设、移动采编发系统
建设、数据分析、舆情监测、政务办事
服务、生活信息查询等。

五指山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王
楚蝶说，五指山市融媒体中心将在体
制机制创新、技术内容创新、人才队伍

革新等方面下功夫，建设有特色的县
级融媒体中心，讲好五指山故事。

据悉，按照省委宣传部统一部署
在今年12月底前全省15个县（县级
市）的县级融媒体中心将完成挂牌，投
入试运行；2020年6月底前，全省15
个县（县级市）的县级融媒体中心和省
级技术平台结合试运行情况完善调
试，正式投入使用。

“随着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
等技术的成熟及 5G通信技术的到
来，新的技术迭代必将推动媒体融合
向纵深发展。”中国传媒大学教授赵淑
萍就此接受海南日报记者采访时说，
县级融媒体中心要立足当地经济社会
发展，着眼社会综合治理，把县级融媒
体中心建设成为新时代社会治理和公
共服务的综合信息平台。

全省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全面铺开

我省首家县级融媒体中心在五指山市挂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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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1日至23日，第二十届国际潮
团联谊年会在奥克兰SKYCITY天际酒
店隆重举行。来自全球50多个国家和地
区，近2500名潮团嘉宾在“潮起千帆，笃
行致远”的主题下敦睦乡谊，共谋发展。

第二十届国际潮团联谊年会荣誉
主席、第二十一届国际潮团联谊年会筹
委主席、海南省潮商经济促进会会长、
康芝药业董事长洪江游先生及中华人
民共和国驻奥克兰总领事馆副总领事
肖业文，中国驻新西兰大使馆梁志主
任，中国驻奥克兰总领事馆陈安凯领
事，第二十届国际潮团联谊年会荣誉主
席、新西兰国会议员霍建强，第二十届国

际潮团联谊年会荣誉主席、新西兰国家
党主席Peter Goodfellow，第二十届国
际潮团荣誉主席、新西兰国会议员、新西
兰政府治理与行政委员会主席杨健博士
等参加了本次盛会。

9月22日上午，开幕式在极具新西
兰特色的毛利欢迎仪式中开始。仪式
上，多名贵宾发表了重要讲话，纷纷表示
愿大家能齐心协力合作共赢，追求共同
发展和共同进步，并为大会的顺利召开
表示祝福和衷心的期许。

自国际潮团总会在1980年由东南亚
潮团倡议成立以来，1981年举办首届国
际潮团联谊年会，至今已走过近四十年。

长久以来，潮人的血缘亲情、乡土观念和
勤劳智慧让世人惊叹，一句“胶己人”将潮
汕人的团结之情展露得淋漓尽致。国际
潮团联谊年会是潮裔同胞谋求商贸机会
和为举办国创造发展的重大机遇，开幕式
的顺利举办为年会的精彩内容拉开序
幕。青年论坛、潮学研讨会、祠堂文化、经
贸论坛……丰富多样的潮汕文化瑰宝在
大会活动中逐一展开，这也是潮团年会首
次引入分论坛的会议形式。

当地时间9月23日上午，第20届国际
潮团联谊年会在新西兰奥克兰天空城大酒
店会议中心举行闭幕式。在国际潮团总会
第20届理事会主席张乙坤的陪同下，国际

潮团总会执行主席陈幼南博士向海南省潮
商经济促进会会长洪江游颁发国际潮团总
会第21届理事会主席证书并举行接旗仪
式，正式宣布第二十一届国际潮团联谊
年会将于2021年由海南省潮商经济促
进会举办，同时，洪江游先生正式履任第
21届国际潮团联谊年会理事会主席。

会上还颁发了大会永远荣誉主席、永
远荣誉顾问、永远顾问聘书，第二十一届
国际潮团联谊年会主席洪江游上台致辞。

一直以来，洪江游先生本着强烈的文
化认同感、潮人使命感，不断为开创潮团共
协作、潮商共发展、潮人共进步、潮汕地区
共繁荣的新时代贡献力量。其带领的海南

省潮商经济促进会是团结和凝聚海南潮汕
人感情、智慧和力量，融合潮汕人事业发
展的主要载体和平台，对促进海南与潮汕
地区的经济、文化交流起着重要作用。

洪江游先生表示，海南省潮商经济
促进会将全力办好2021年第二十一届
国际潮团联谊年会，并与广大潮人和潮
属社团合力擦亮联谊年会这一品牌，不
断推动家乡、祖国与世界各地交流合作，
携手为加快潮汕大地的振兴崛起、为推
动潮人事业的蓬勃发展、为实现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作出新的贡献。

（本版策划/撰文 陈曾，图片由康芝
药业提供）

康芝药业董事长洪江游履任第21届国际潮团联谊年会理事会主席

康芝药业董事长洪江游高举国际潮团
总会大旗。

本报海口9月29日讯（海报集
团全媒体中心记者陈望）9月29日，
海南爱心扶贫网第四十七期榜单揭
晓。海南农垦、陵水、澄迈位居销量
排行榜前三。订单排行榜上，排名前
三的分别是陵水本号镇电商扶贫中
心的茶树菇、琼海忠锐农业开发有限
公司的生态大米、乐东春源子民种养
殖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哈密瓜。

本期销量排行榜冠军海南农垦
销售总金额达612.4万元，亚军陵水
总金额达566.49万元，季军澄迈总金
额达518.39万元；订单排行榜冠军陵
水本号镇电商扶贫中心的茶树菇总
订单量达10640件，琼海忠锐农业开
发有限公司的生态大米达10361件，
乐东春源子民种养殖农民专业合作

社的哈密瓜达7730件。
今年60岁的冯秋容是个勤劳朴

实的文昌农村妇女，除了种火龙果，她
还一直细心照顾着残疾的丈夫。
2014年被纳入贫困户后，冯秋容一直
积极脱贫。为了增加收入，冯秋容从
2017年开始学习种植火龙果，2018
年，2亩火龙果喜获丰收，经济效益很
好，这让冯秋容尝到了甜头，在扶贫干
部的帮助下，她贷款扩大种植面积。

为了帮助拓宽销售渠道，今年7
月，帮扶责任人帮冯秋容将火龙果上
架到海南爱心扶贫网上。丰收的火
龙果搭着海南爱心扶贫网的“快车”
销往各地。新一批的火龙果长势喜
人，冯秋容心里乐开了花，更让她感
到欣喜的是，火龙果在她的精心呵护

下，品质优良，回头客颇多，她的火龙
果在海南爱心扶贫网上架2个多月的
时间已经卖出275个订单，销售金额
达到1.6万多元。

国庆将至，海南爱心扶贫网迎来
多家爱心单位大宗采购，牛肉、海垦
槟榔鸡、深海杂鱼等热销。

9月20日，有两家爱心单位对海
南爱心扶贫网产品进行了大宗采购，
采购总额为13344元。其中海南省
府城强制隔离戒毒所采购澄迈慧牛
牛肉，数量为264件，采购总金额为
12128元；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三
亚分行采购海垦槟榔鸡，数量为8件，
采购总金额为1216元。

9月23日至25日，有四家爱心单
位和两位爱心人士对海南爱心扶贫网

产品进行了大宗采购，采购总额为
51019元。其中，中信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海口分行采购澄迈慧牛牛肉，采
购总金额为4186元，总数量为23件；
海南省海洋发展有限公司采购昌江雪
古丽鲜牛奶、海口海燕梦牛肉干、文昌
翁田深海杂鱼、白沙扶贫甜酒糟等，采
购总金额为3003元，总数量为55件。

海南省托老院采购海口海燕梦花
生油，采购总金额为1190元，总数量为
1件；三亚银保监分局采购海口海燕梦
花生油、三亚富贵家香米，采购总金额
为3040元，总数量为7件；爱心人士谈
先生采购陵水祖关茶树菇，采购总金额
为19800元，总数量为600件；爱心人
士杨女士采购陵水祖关茶树菇，采购
总金额为19800元，总数量为600件。

海南爱心扶贫网第四十七期榜单揭晓

优质火龙果“吸粉”旺销

青年电子商务创业大赛初赛结果出炉

36个项目晋级决赛
本报海口9月29日讯（记者王

玉洁）9月28日，2019海南青年电子
商务创业大赛暨“创青春”中国青年创
新创业大赛海南赛区选拔赛初赛在海
口举行，来自全省各市县的133个创
业项目同台竞技。经过激烈比拼，分
布式无源智能监测系统、旅游智能机
器人、量心智能回收系统、辣木健康农
业、白沙邦溪黎家山兰酒坊等36个项
目进入决赛。

本届大赛以“青春创未来 建功自
贸区”为主题，分为电商、商工组和农
业农村组两个组别，每组分别设置一、
二、三等奖和优秀奖，单项最高奖金5
万元。此外，大赛还设置了优秀组织
奖和个人贡献奖等。

海南青年电子商务创业大赛自
2016年举办以来，已连续举办了四
届，累计有700多个企业及团队报名
参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