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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口述/张传山
整理/本报记者 林书喜

如果没有《海南日报》，我可能就
不会在海南安家立业，是《海南日报》
坚定了我留在海南的信心。从16年
前踏上海南岛当兵的那一刻起，《海
南日报》就成了我的良师益友。

我是山东郓城县人，2003年参
加高考，结果落榜了，心里很是郁
闷。同年 12月，我应征入伍，被分
配到海南省军区司令部教导大队服
役。18年来第一次出远门的我就来
到了美丽的海南岛，心里十分高
兴。当时以为服役的部队驻地会在
海口市区，没想到却是在远离海口
几十公里的旧州镇，这让我心里有
些许失落。

部队有一个学习制度，每天下
午3点到3点半是阅读报纸时间，这
是军营之中的战士们了解外界的主
要信息来源之一。海南是很多人向
往的地方，了解海南最好的渠道就
是阅读当地的报纸。于是，我选择
《海南日报》作为自己阅读的报纸之
一，因为《海南日报》版面多，有本
地、国内和国际等版面，内容丰富，
看完《海南日报》，本地发生的事，党
和国家最新政策、国际动态、社情民
意等多种有价值的信息基本可以了
解到。

通过阅读《海南日报》，我的眼界
越来越开阔，知识面也越来越广，同
时也发现了自身文化知识的不足，于
是我决定在部队里一边工作一边学
习。经过两年的努力自学，我考取了

武汉军事经济学院襄樊分院，学习后
勤管理专业。两年毕业后获得大专
文凭，并顺利地转为士官，在部队继
续服役。

当兵的总有一天会脱下这身军
装，面临在哪里安家立业的选择。
通过多年阅读《海南日报》，我相信
今后海南的发展潜力会很大。每年
博鳌亚洲论坛年会召开，我都关注
会议的报道，眼看国家扶持海南的
重大政策不断落地，我更加相信自
己的判断。

2015年12月，在部队服役整整
12年、已是三级士官的我转业。当
时，家里人希望我转业回老家，找份
稳定的工作。但经过几番考虑，我还
是决定留在海南，把海南当成自己的
第二故乡，干出一番事业来。

2016年3月，我通过招聘考试，
进入上海浦东发展银行海口分行工
作，成为一名客户经理，正式在海南
安家立业。

2018年5月，单位决定选派一名
工作人员到单位所帮扶的昌江黎族
自治县石碌镇保梅村当驻村工作队
员。听到这个消息后，我觉得这是磨
炼自己的机会，于是主动请缨。

到保梅村后，我全心投入工作，
帮助村委会完成了40户197人建档
立卡资料收集，掌握扶贫第一手资
料。同时每天坚持阅读《海南日报》，
特别是看关于脱贫攻坚的报道，以借
鉴他人的扶贫工作经验。

去年10月，我在《海南日报》上
看到海南爱心扶贫网上线的消息
后，想到村里有个梦家花生油作坊，

生产的花生油质量不错，但销路一
般。我立即找到花生油作坊负责人
王恩和，说我能帮他把花生油放到
扶贫网上卖，可以打开销路，增加销
量，但前提是他需要雇用几个贫困
户当帮手。王恩和答应了，雇用村
里3名贫困户到作坊里帮忙。我立
即按要求准备好了申报上网的材
料，送到县扶贫办。很快梦家花生
油上线了，当月销售额就有 1万多
元。如今，梦家花生油作坊月销售
花生油 1000 公斤，营业额达 3.6 万
元，还解决了王怕除、符怕派、王怕
出、王合地、符雀吵5位贫困劳动力
的就业问题。

王怕出一家6口人居住在低矮潮
湿的一间小瓦房里，父母年迈，两个

小孩还在上学。早在去年，当地政
府就将他家列为危房改造对象，帮
扶6万元。但他认为6万元不够盖
房，自己也没有钱，结果去年没有盖
成。我看在眼里，急在心上。今年
春节过后，我决定去作他的思想工
作，先后3次到王怕出家，跟他聊家
常，讲党的扶贫政策，“你要是错过
了这个机会，以后靠你自己的能力
能盖起新房吗？小孩长大了住哪
里？不能光靠政府，你自己也要努
力，出一部分钱，你同意的话，我再
向单位申请帮你一把。”在我苦口婆
心的劝说下，他表示愿意将家里存
的1万元拿出来盖房。

王怕出同意后，我立即帮他向政
府申请，列为今年贫困户危房改造对

象，同时向单位申请到5万元的帮扶
资金。今年国庆节一过，王怕出家的
新房就开始动工，明年春节前，他们
就可以住进新房了。

如果要总结自己16年来坚持阅
读《海南日报》最大的感受是什么？
我认为，在封闭的军营里，通过长期
坚持阅读《海南日报》，让我坚信海
南将厚积薄发，树立了扎根海南、建
设海南的信心，所以才有了后来主
动申请加入到海南的脱贫攻坚工作
中来，才有了现在小小的一点成绩，
今年 9月，我被评为海南省金融办
金融系统脱贫攻坚先进个人称号。
作为一名退伍军人，我要做到：退伍
不褪色。

（本报石禄11月6日电）

通过阅读《海南日报》认识海南、留在海南、建设海南，“85后”张传山动情地说——

《海南日报》是我的良师益友

■ 本报记者 袁宇 通讯员 吴鹏

“虽然上班地点离家有点远，但公
司包吃住，福利待遇也不错，一个月有
3000多元收入。”11月6日，在海南口
味王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万宁东澳基地
内，家住和乐镇封浩村的贫困村民吴
振诚高兴地对海南日报记者说。

吴振诚文化水平低，且无其他劳
动技能，以前一直打零工补贴家用。

“我在基地负责点卤、包装等
基础工作，活不难做，认真就能做
好。”吴振诚说，自进基地务工后，
家庭经济条件改善明显，“稳定的
收入太重要了。”

改变吴振诚家庭生活的，是万宁
常见的“小青果”——槟榔，他务工的

基地专门进行槟榔深加工，制成的槟
榔成品销往内地市场。

“槟榔加工是劳动密集型产业，
对劳动力需求很大。”海南口味王科
技发展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介绍，该
公司在万宁有2个基地，累计解决了
5500人的就业问题，“其中95%是农
民，90%是女性，超过80%是困难就
业人群。”

“一人就业，就能带动全家脱
贫。”万宁市政府相关负责人表示，槟
榔对万宁而言，既是富民产业，也是
扶贫产业。万宁现有槟榔种植面积
约53.4万亩，约30万农民种植槟榔，
市委、市政府十分重视槟榔产业发
展，尤其是将槟榔产业与脱贫攻坚有
机结合起来。

万宁人林亚深2015年回乡投身
槟榔粗加工行业，他投入530多万元
购置设备、租用土地，建成全自动化
蒸汽烘烤槟榔生产线。“厂里70个员
工中，23名是建档立卡贫困户，现在
他们都顺利脱了贫。”林亚深说。

在创业过程中，林亚深感受最深
的就是万宁市委、市政府对槟榔产业
的扶持。“政府部门通过财政奖补、贴
息、担保、保险等方式保障槟榔产业
发展，所以我们才有信心把这个产业
做好。”林亚深说。

万宁市重点通过政府加大财政
资金投入，撬动更多槟榔产业贷款，
解决槟榔产业贷款难、担保难、风险
大等问题。截至今年6月底，万宁市
委、市政府已撬动槟榔产业贷款7.61

亿元。
今年9月，万宁进一步加大金融

扶持力度，增加投入700万元槟榔贷
款风险补偿基金，金融机构再增加
7000万元槟榔产业贷款额度，为槟
榔产业发展提供金融支持。万宁市
政府还通过对环保烘干设备发放补
贴的方式，引导槟榔加工企业实施设
备改造，让槟榔加工产业走得更健
康、更长远。

“槟榔产业健康发展，企业就能扩
大规模，也就能产生更大的社会效
益。”海南雅利农业开发公司相关负责
人介绍，该公司的槟榔加工厂长期提
供上千个工作岗位，而且会根据订单
情况随时启动招聘，“我们优先考虑有
就业意愿的村民，还会给进厂做工的

贫困户夫妻提供租房补贴等福利。”
来自北大镇尖岭村的贫困村民

洪燕就在海南雅利槟榔加工厂做工，
每个月除了能领到3500元的工资
外，还有市政府发放的200元务工补
贴。她说：“现在一年下来收入4万
多元，以前干5年都不一定能挣到这
么多钱。”

就业，就是贫困村民增收脱贫的
“压舱石”。万宁市政府相关负责人
表示，将继续扶持槟榔产业做大做
强，深化与槟榔深加工龙头企业的合
作，一方面带动槟榔种植户增加收
入，另一方面为群众提供就业岗位，
帮助更多群众特别是贫困群众通过
就业脱贫致富。

（本报万城11月6日电）

万宁深化与槟榔深加工龙头企业合作，带动种植户增收，为群众提供就业岗位

扶持产业促就业 垒实脱贫“压舱石”

张传山（左）和王恩和讨论花生油的包装设计。
本报记者 林书喜 通讯员 杨耀科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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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5日，2019年海南省职业技能提
升行动系列宣传活动（东方站）在东方市海
洋石油富岛有限公司举行，来自全省各市
县人社局、就业局、企业、技工院校、鉴定中
心等单位的130多名代表出席了当天的活
动。本场活动由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
东方市政府主办，是2019年海南省职业
技能提升行动系列宣传活动的首站活动。

我省首批职业技能等级证书颁发

当天，颁发了海南省首批职业技

能等级证书，共有40名职工获得证书
及首批补贴。其中，30名职工获颁《海
南职业技能等级证书（高级工）》和补
贴；6名职工获颁《海南职业技能等级
证书（中级工）》和补贴；4名职工获颁
《海南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初级工）》和
补贴。

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党组成
员、省人力资源开发局党组书记、局长
赵微，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职业能力建
设司职业技能资格处调研员李莉，中国

海洋石油集团有限公司人力资源部人
才开发处处长田华等为职工颁发了证
书和补贴。

专家宣讲让政策清晰传导

为了贯彻落实国家和海南省有关部
署，推动各项政策落地见效，让政策惠及
更多的群众和企业，本次活动除了颁发
海南首批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和补贴之
外，还有人社部专家宣讲、举办政策研讨
会、参观富岛公司厂区及劳模工作室等

内容，将政策学习、交流与观摩、研讨相
结合。

当天上午，李莉结合国务院办公厅
《职业技能提升行动方案（2019-2021
年）》和《海南省职业技能提升行动实施
方案（2019-2021年）》等文件，对职业
技能提升行动、职业资格制度改革、职业
技能等级认定进行了解读。

政策解读与经验交流

当天下午，活动还举办了“2019年

海南省职业技能提升专题宣传活动
（东方站）政策研讨会”。省人力资源
开发局就业指导处处长刘小俊对国家
与我省的稳就业政策措施进行解读。
同时，中国海洋石油集团有限公司鉴
定中心主任冉兵等企业代表分别从职
业技能等级认定与技能人才培养等进
行了经验分享。

研讨会上，众多参会代表踊跃发言，
就技能人才培养、评价等进行了分享与
交流。研讨会现场众多代表还就技能提

升行动、技能人才培养与激励政策等进
行提问，李莉、刘小俊和省人力资源开发
局职业技能鉴定处处长欧善德等对代表
们的问题进行了解答。

据了解，2019年海南省职业技能提
升行动系列宣传活动将分别走进海口、
三亚等市县，深入企业、技工院校，通过
政策展示、宣讲会、研讨会、观摩等形式，
让职业技能提升行动进入千家万户，惠
及全体劳动者。

（撰文/洪祊能）

2019年海南省职业技能提升行动系列宣传活动（东方站）举行

40名职工获我省首批职业技能等级证书

东方今年计划种植
冬季瓜菜26万亩

本报八所11月6日电（记者张文君 通讯员
符啟慧 梁昌琪）当前已进入冬季瓜菜的生产期，
海南日报记者11月6日从东方市农业农村局获
悉，东方今年计划种植26万亩的冬季瓜菜，截至
目前已种植约11.5万亩。

冬季瓜菜是东方市农业增效、农民增收的支
柱产业。四更镇是东方市瓜菜种植规模较大的乡
镇。由于去年冬种收成好、价格高，许多菜农尝到
了甜头。今年冬种伊始，当地菜农便积极种植反
季节瓜菜。四更镇今年计划种植冬季瓜菜2.1万
亩，截至目前已完成计划任务的102%。

华侨经济区同样结合实际积极鼓励农户早备
耕、早种植，并组织农技人员深入田间地头进行技
术指导，引导农户们结合市场需求针对性种植。

东方市农业农村局相关负责人表示，下一步，
该局将做好瓜菜产销对接，认真把好冬季瓜菜的检
测关，让老百姓吃上放心菜。

平抑菜价惠民生

临高果菜交易中心投用
本报临城11月6日电（记者张惠宁 通讯员

刘彬宇）小白菜、大白菜、芹菜、大蒜、荷兰豆、香菜、
茄子……临高水果瓜菜交易中心10月31日建成
投入运营至今，每天从岛外向临高调进52种共20
吨的瓜菜，对平抑当地市场菜价起到了积极作用。

据了解，临高水果瓜菜交易中心是临高县政府
2019年为民办实事项目之一，临高县共投入270万
元推进该项目建设。该交易中心位于临城镇美台
路，拥有冷库3200平方米，还在县城建有分销点。

“瓜菜运销是临高大力推进产业发展，促进农
民增收的一项重大举措。”临高县供销社主任王贤
介绍，建设该交易中心主要是为了保障“南菜北
调”和“北菜南调”的问题，在夏季高温缺菜时和台
风天能及时通过调菜平抑菜价，也能在当地冬季
瓜菜上市时及时解决销路问题。

脱贫攻坚“创优保优”大冲刺

本报定城11月6日电（记者刘
梦晓 通讯员黄荣海）“这次老师教给
我很多制作面点的技能，学会之后我
准备在家附近开个甜品店，这样就可
以为家里增加一笔收入。”11月3日
晚，在定安县龙门镇红花岭村文化广
场，由定安县人社局、就业局主办的
农村劳动力就业技能培训班结业，参
与学习的该村贫困村民叶长秀顺利
拿到结业证书。

据悉，从10月22日起，红花岭

村文化广场便成为定安县培训农村
劳动力制作海南点心的培训点，村里
130名学员报名学习。培训为期半
个月，分两个班同时进行，其中一个
班的学员由红花岭村的贫困劳动力

组成，另一个班则由该村有技能需求
的普通村民组成。

本次培训以老师现场实践教学
为主，在实际操作过程中穿插理论讲
解，炸煎堆、花卷、南瓜饼、核桃酥、馒

头、面包、饺子等近20种海南面点的
制作技能在这里都能学到。

据悉，红花岭村紧挨红花冷泉湖
和久温塘冷泉，旅游资源丰富，很多
游客选择到此游玩，村民普遍对在家

门口就业创业有较大的需求。为帮
助村民吃上“旅游饭”，定安县就业局
积极协调对接，邀请海南佳蓬职业技
能培训学校的教师在该村开办培训
班，为群众拓宽了就业路。

在村里开班教授130名村民制作点心

定安扶贫就业培训送到“家门口”

万宁启用29辆海汽校车
为幼儿园孩子上下学系牢“安全带”

本报万城11月6日电（记者王培琳 通讯员
梁振玮 麦子）11月5日，万宁市公立幼儿园海汽
校车运营服务启动仪式在万宁汽车站站前广场举
行，由海汽集团出资购置的29辆金黄色校车正式
投入使用。

据了解，万宁市公立幼儿园校车运营服务实行
“政府主导、部门配合、市场运作、公司运营、财政补
贴”的运营模式，由海汽万宁分公司统一购车、统一
调度、统一培训上岗、统一运营管理，确保校车安全。

海汽万宁分公司有关负责人，当天投放的海
汽校车分19座和36座两种规格，安全设施设备
一应俱全，并配有灭火器、急救箱等救护设备，每
辆校车都符合国家校车相关标准。

“海汽校车的投入使用，为每一位孩子上下学
系牢‘安全带’。”万宁市教育局相关负责人表示，
该局将制定精细化管理措施，进一步规避孩子候
车、乘坐、上下车过程中的风险。

读者名片

乐东付建国等28人恶势力
犯罪集团被提起公诉

本报海口11月6日讯（记者金昌波）海南日
报记者从省检察院获悉，2019年10月24日，以付
建国为首的恶势力犯罪集团涉嫌寻衅滋事罪、敲
诈勒索罪、破坏生产经营罪、强迫交易罪一案，由
乐东黎族自治县人民检察院依法向该县人民法院
提起公诉。

乐东检察院在审查起诉过程中依法告知了付
建国等28名被告人享有的诉讼权利，讯问了各被
告人，听取了辩护人意见。该院指控：2016年至
2019年，被告人付建国以海南某特色农业科技公
司为依托，在乐东境内经营毛豆种植、加工、销售
生意。为拥有更多的土地用于种植毛豆，扩大生
产规模，垄断乐东毛豆产业，付建国组织、领导前
科人员及社会闲散人员，以威胁、恐吓、殴打、阻
挠、敲诈、哄闹等手段，多次有组织地在各个地块
实施寻衅滋事、敲诈勒索、破坏生产经营、强迫交
易等违法犯罪活动，依法应当以寻衅滋事罪、敲诈
勒索罪、破坏生产经营罪、强迫交易罪追究其刑事
责任。

扫黑除恶进行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