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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贫攻坚“创优保优”大冲刺

11 月 17 日，“蓝色梦想
2019”第五届南海海龟保护活
动在文昌举行。当日，来自省
海洋与渔业科学院、海南师范
大学海龟救助站的工作人员和
环保志愿者们将10只海龟放
归大海。

据介绍，此次放归的10只
海龟是近几年来有关部门救助
和罚没的。

本次活动是由省林业局、
文昌市政府主办，海南铜鼓岭
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处、省
海洋环保协会承办的公益性活
动。 本报记者 苏晓杰 摄

琼中新兴村驻村第一书记邢维平3年来坚持写日记，知百家情解百家困

8本“民情日记”见证脱贫攻坚路
■ 本报记者 李梦瑶 于伟慧

“通知村里的5名饮水安全管理
员做好过滤池的清洗和消毒工作，搞
好水塔周边的环境卫生。”11月 19
日，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和平镇新兴
村驻村第一书记、乡村振兴工作队队
长邢维平在他的驻村日记里，记录下
这样一件小事。

外人看来不过是一次平淡无奇
的工作部署，却让邢维平感慨连连。

5名饮水安全管理员之一的胡
业程，是邢维平驻村日记里的“老熟
人”，过去出现在他的笔下时，伴随的
词汇往往是“酗酒”“贫困”。“胡业程
单身汉一个，整天喝得醉醺醺的，见
到我们也总是爱答不理。”邢维平告
诉海南日报记者。

“硬骨头”怎么啃？“到家中做思
想工作。”此后反复出现在邢维平驻
村日记里的这句话便是答案。

一趟不行就两趟，两趟不行就三
趟，连续几个月的家访谈心下来，胡
业程终于松了口，同意“少喝酒，多干
活”。2017年8月，胡业程成为新兴

村的一名饮水安全管理员，邢维平在
日记里写下“胡业程，已经戒酒”，字
迹飘逸而轻快。

细细翻阅邢维平的驻村日记，还
可以拼凑出更多“胡业程”的故事。

自2017年年初成为新兴村的一
名驻村干部以来，邢维平揣着笔记本
踏遍了全村220户村民的门槛。

走访村民的脚步不停，积攒成厚
厚的8大本“民情日记”，让邢维平知
道了如何对“症”开“方”，也生动还原
着新兴村贫困发生率从8.2%降到零
的脱贫历程。

2018年前后，村民常因酒后琐

事、打牌而引起纠纷，帮扶干部们几
乎天天忙于上门做思想工作；到了
2018年下半年，村里开始集中精力
抓拆旧建新、基础设施完善等工作；
进入2019年，“产业”成为邢维平日
记中最高频的词汇，包括咖啡豆种
植、九品香莲种植及旅游项目开发等
多项产业扶贫工作。

“现在大伙儿都忙着发展产业，
没空喝酒，纠纷也变少了。”脱贫户陈
啟峰说。他也是邢维平驻村日记里
的另一个“老熟人”。

一个个贫困户在邢维平的“笔
下”完成蜕变，也拼凑出基层扶贫干

部的酸甜苦辣。
“2018年8月6日，部分贫困户

发展意愿不强。”
“2019年8月4日，经巡查，农户

没有受到台风的多大影响，心里的石
头总算落地。”

“2019年9月17日，群众对我们
的态度有很大转变。”

……
每天深夜，走村串户归来的邢维

平都会倚在床头，将一天的迷惑与感
悟倾诉在日记里。精准帮扶不停歇，
他的扶贫日记也还在继续书写……

（本报营根11月19日电）

■ 本报记者 张期望

11月18日上午，在海口琼山区
大坡镇，海南日报记者见到这样一幅
场景：坡无荒地，村无闲田，乡道两侧
满眼都是绿，“躲”在橡胶林里的是胡
椒，种在田地里的是青金桔，长在山
坡上的是槟榔林。胡椒、青金桔、槟
榔是大坡镇的三大产业，依靠产业的
带动，该镇贫困户甩掉了“贫困帽”。

大坡镇福昌村脱贫户徐月芳就
是一个生动的例子。她的丈夫早年
去世，自己又有轻度肢体残疾，一人
将两个孩子拉扯大，家境一度艰难。

2014年，大坡镇政府将徐月芳一家
纳入建档立卡贫困户，鼓励她和两个
儿子种植青金桔和胡椒。农忙的时
候，两个儿子回家帮她干农活，农闲
时两人到海口打零工。

除了青金桔，她家种植的3亩胡
椒每年能带来近万元的收入。两个
儿子在海口打零工，每年也能赚回三
四万元。不到一年的时间，徐月芳家
顺利脱贫。

在海口大坡镇，像徐月芳一样快
速脱贫致富的村民不是孤例。大儿
子上大学，两个女儿上高中，大坡镇
土岭村的脱贫户邓庆良家因学致

贫。在当地产业扶贫政策的引导下，
邓庆良夫妻俩种植2亩胡椒、3亩槟
榔、5亩青金桔。通过两年勤劳耕种，
邓庆良家在2016年顺利实现脱贫。

“脱贫致富，在大坡镇确实不是
一件困难的事。”大坡镇副镇长符腾
自信地说。2014年，大坡镇共有26
户建档立卡贫困户，2016年，26户贫
困户108人全部实现脱贫。2018年，
该镇新增13户贫困户，2019年10月，
新增的13户24人也顺利实现脱贫。

为何大坡镇贫困户能够如此快
速实现脱贫？“总结起来就是两点，大
学生返乡创业搅活产业，产业带动贫

困户摘‘贫帽’。”符腾说。
大坡镇主产青金桔，早年青金桔

销售依靠的本地小收购商集中收购，
外地大收购商大批量集中发货销售
模式，价格时高时低，严重打击当地
种植户的积极性。2011年，该镇东
昌居大学生夫妻朱峰和符蔚之返乡
创业，不仅为该镇引进分拣机、风干
机等先进的生产设备，而且将电商销
售模式也带进该镇，让该镇的青金桔
产业走上品牌化发展之路。

在朱峰的带领下，该镇青金桔目
前种植面积达到1.2万亩，年产值超
亿元。今年实现脱贫的13户贫困

户，每家均种有2亩至5亩青金桔，依
靠种植青金桔户均增收近2万元。

“其实，仅依靠朱峰夫妻带动的青金
桔这一产业，就让13户贫困户甩掉
了他们的‘贫帽’。”符腾高兴地说。

除了大力发展青金桔产业，大坡
镇还加足马力做大做强当地胡椒种
植、槟榔种植产业。目前，该镇共计
种植有4万亩胡椒、1万多亩槟榔。
这三大产业为该镇每年贡献了超3
亿元的产值。“依靠壮大当地农业产
业，不仅能让贫困户快速脱贫，而且
能将这顶‘贫困帽’甩得无影踪。”符
腾总结道。（本报海口11月19日讯）

海口大坡镇大力发展胡椒、青金桔、槟榔种植业带动贫困户增收

产业有活力 脱贫增底气

本报洋浦11月 19日电 （记者
张文君 通讯员陈忠）11月 19日上
午，洋浦经济开发区举行“互联网+
电梯监管”智慧平台启用仪式，通过
启用这一智慧平台，创新电梯安全
科学监管。

据了解，“互联网+电梯监管”智
慧平台可通过运用信息化手段对电
梯维保现场进行实时监管，确保维保
人员对电梯按周期按规范严格维保，

杜绝虚假维保现象，切实消除电梯安
全隐患。这一智慧平台是洋浦市场
监督管理局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

“4·13”讲话重要精神和省委、省政府
“两个确保”百日大行动精神，结合洋
浦地区实际推出的制度创新项目，被
洋浦管委会列为洋浦制度创新案例
A类项目。

“互联网+电梯监管”智慧平台
主要核心功能为在规定的维保日期

前进行维保提醒，如超过维保规定
日期，将自动报警，通过手机短信和
App提醒相应的维保人员、维保单
位、使用单位及监管部门。监管人
员能实时在线查看维保人员的维保
工作情况，了解什么人在什么时候
对哪部电梯进行了什么样的工作，
加强电梯维保质量检查，实现维保
人员定位签到、人脸识别、公开透
明、维保记录实时上传后台等有效

监管。做到问题可查、责任可追，打
击电梯维保人员无证维保、虚假维
保、维保不到位等违法违规行为。
推动电梯维保单位落实维保主体责
任，督促其对电梯的安全性能负责，
做好日常维护保养。小区业主、电
梯乘客可通过扫描电梯轿厢内的维
保二维码对维保质量进行监督和在
线投诉，形成多方参与、透明监管的
智慧维保新格局。

洋浦启用“互联网+电梯监管”智慧平台

电梯维保逾期 系统自动报警

本报石碌11月 19日电 （记者
原中倩 通讯员石俊）“以前办理一
单港建费免征申请，基本上都要一
两天，现在有了网上办理系统，10
分钟左右就搞定，省时省力。”11
月 18 日上午，海南日报记者在昌
江黎族自治县昌化江下游河道综
合整治项目办公点看到，工作人员
何远帆正通过海南海事局港口建
设费减免（缓）征货物管理系统，为
准备出港的运砂船办理港口建设

费免征申请。
据了解，海南海事局了解到企

业港建费减免（缓）业务办理存在
不少困难，针对这一问题，该局主
动作为，于今年9月创新开发并启
用“港口建设费减免（缓）征货物管
理系统”。

该系统的启用把港口建设费减
免（缓）征货物的申报、受理、核准、
查询、统计等流程和服务过程做到
申报无纸化、过程可视化、功用便利

化、数据可溯化，在便利海南辖区航
运企业办理港口建设费相关业务的
同时，也提高了工作效率。这也是
海南海事部门以实际行动优化口岸
营商环境，助力海南自贸区、自贸港
建设的重要举措之一。

对于减免（缓）征港建费的特殊
货物，此前缴费人申报操作整个流
程往往需要两三天时间，对于部分
位置偏远的码头而言耗时更长。海
南河道综合整治工程有限公司副总

经理谢复宏告诉记者，公司在昌化
江入海口的临时作业点距八所海事
局较远，该系统启用后，申报港口建
设费减免（缓）征不再需要来回“跑
腿”，不仅减少了工作量，更大大降
低了企业的运营成本。

据统计，该系统试运行1个多月
来，已有 40 多家（缴费人）通过注
册，累计通过港口建设费减免（缓）
征货物管理系统减免征收港口建设
费约600多万元。

海南海事部门港建费减免（缓）征货物管理系统试运行效果良好

企业办理港建费相关业务省时省力
海南洋浦国际粮油物流
加工产业园：

面粉生产线投产
粮食中转仓奠基

本报洋浦11月19日电（记者林
书喜）11月18日上午，海南洋浦国际
粮油物流加工产业园项目小麦粉生产
线投产暨码头中转仓奠基剪彩仪式在
洋浦保税港区举行。随着生产车间里
的机器开始轰鸣运转，全套瑞士布勒
小麦粉生产线正式投料生产。

海南洋浦国际粮油物流加工产业
园项目20万吨粮食仓储物流设施和
年加工15万吨小麦的进口生产线建
成运营，以及30万吨码头粮食中转仓
建设奠基，都标志着洋浦经济开发区
作为全省粮油大宗商品交易物流集散
基地已经初具规模。

未来，该产业园将依托海南自贸
试验区的政策，以及洋浦港口型国家
物流枢纽和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的区
位优势，进一步加强粮食仓储物流设
施建设，发展大宗粮油商品物流、仓储
及贸易等业务，实现与国内、国际大宗
粮油商品市场的对接。

同时，该项目将充分利用国际国
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建设形成海南
连接国内外产销区的粮油供应通道、
大型粮油流通与军供保障平台，为海
南及东南亚地区客户提供优质、专业
的物流服务，显著增强海南粮食市场
供给和调控能力。

海口秀英将新建1253户
农村无害化卫生厕所

本报海口11月 19日讯 （记者计思佳）11
月18日，海口市秀英区召开2019年农村“厕所
革命”半年攻坚工作推进会。根据要求，在
2020年 2月底前，秀英区将新建农户家庭无害
化卫生厕所1253户；新建农村公共厕所11座，
使全区农村无害化卫生标准厕所覆盖率达到
95%以上。同时，全区建设3个改厕整村推进
示范村，石山镇、永兴镇和东山镇各选一个行政
村进行建设。

据了解，秀英区将按照省、市住建部门规定的
厕所改造标准建设农村无害化卫生厕所，加大改
厕宣传力度，抓好厕所粪污处理，注重提高改厕质
量，按照规定时间节点高效完成各阶段任务，切实
抓好这项基础工程、文明工程、民生工程，增强农
民群众获得感和幸福感。

《海南鹦哥岭鸟类图鉴》
正式出版
详细介绍鹦哥岭200种鸟类

本报海口11月19日讯（记者孙慧）秋高气
爽季节，海南的山涧林间不乏鸟儿翩跹的身影。
但关于海南山区的鸟类，大家知道多少？近日，
由鹦哥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组织编著的《海南鹦
哥岭鸟类图鉴》正式出版，该书以图文并茂的形
式详细介绍了鹦哥岭中有记录的200种鸟类。

位于海南岛中南部的鹦哥岭，拥有我国华
南地区连片面积最大的原始热带雨林，生物资
源丰富，至今已记录到 4300 多种动植物在此
繁衍生息，其中被记录到的鸟类有 250 种，属
62科17目，包括海南山鹧鸪、海南孔雀雉在内
的珍稀濒危鸟类。在鹦哥岭观测记录到的鸟
类中，占海南森林鸟类总数的90%以上，鹦哥
岭因此被称为海南林鸟多样性极具代表性的
地点。

为展示鹦哥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丰富而独
特的鸟类资源，丰富保护区科普宣教资料，鹦哥
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组织编著了《海南鹦哥岭鸟
类图鉴》。除详细介绍鹦哥岭的200种鸟类外，
《海南鹦哥岭鸟类图鉴》还收录了鹦哥岭保护区
基层护林员对个别鸟类的监测手记。

作为该书的编写者之一，海口畓榃湿地研
究所所长卢刚介绍，对国内的鸟类科研工作者
和观鸟爱好者而言，海南中部山区是个令人神
往的地方，那里有海南山鹧鸪、海南孔雀雉、海
南柳莺、海南画眉4个特有鸟种，还有46个鸟
类特有亚种。而鸟类科研工作者和观鸟爱好者
都迫切希望能有一本能反映海南中部山区鸟类
特色的工具书，“可以说，《海南鹦哥岭鸟类图
鉴》填补了海南中部山区没有鸟类图鉴这一空
白，对展示海南中部山区鸟类资源，促进海南中
部山区鸟类保护起到了积极作用。”卢刚说。

儋州福安探险乐园
23日试运营
填补海南西部没有大型游乐园空白

本报那大11月19日电（记者周月光 特约
记者李珂）周末上哪儿去玩？海南西部群众将有
新去处。儋州投资近2000万元建设的福安探险
乐园将于11月23日投入试运营。这将进一步完
善儋州旅游业态，激发消费拉动内需，为儋州建设
西部中心城市聚集人气。

19日上午，海南日报记者从那大镇驱车20
分钟，穿过一大片茂密的橡胶林，来到位于中国热
带农业科技博览园里的福安探险乐园。置身其
中，仿佛进入一个新奇的世界：迎面立着数个高大
的恐龙奔跑雕像，空中成排悬挂着鲜艳的装饰小
阳伞，一片彩色橡胶轮胎围成的卡丁车跑道在坡
地上曲折起伏，沿着园中桟道前行，天然池塘与一
条五彩的滑道连成一体……

“6个月前，这里还是一片普通的橡胶林，根
据儋州建设西部中心城市规划，福安集团与中国
热带农业科学院合作，在不改变原有生态环境的
前提下，建成这个生态型探险乐园，填补海南西部
没有大型游乐园的空白。”福安探险乐园总经理连
红帅介绍，福安集团在这里建设南药科技园，项目
占地500亩，集南药加工、生产与休闲游乐农业于
一体，探险乐园是科技园的一个项目，占地50亩，
目前建成玻璃漂流、山地越野、恐龙乐园、彩虹滑
道、丛林穿越等探险游乐项目。

据了解，福安探险乐园除游乐设施外，还
配套提供特色餐饮和民宿服务。为方便市民和
游客前去游玩，儋州将开通市区至乐园的公交
班车。

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相关负责人介绍，中国
热带农业科技博览园占地5万亩，依托独特的热
带资源，抢抓海南建设自贸区、自贸港的机遇，实
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以农村一二三产融合发
展为理念，建设集植物种资资源保存、农业科技成
果示范、休闲观光游乐等功能为一体的热带农业
科技博览园，打造儋州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样
板。南药科技园中的福安探险乐园是园区建成的
第一个项目。

海龟
回家

海南省重点城市空气质量日报
（11月18日12时-11月19日12时）

城市名称

海口市

三亚市

五指山市

空气质量级别

优

优

优

PM2.5浓度
（微克/立方米）

23

17

15

PM10浓度
（微克/立方米）

39

38

21

发布单位:海南省环境监测中心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