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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填了31张出差单，不辞辛苦奔走田间

中国热科院“蚕博士”入村记
■ 本报记者 傅人意

“符叔，上哪儿去啊？喝喜酒呢？
穿这么正式。”11月21日，中国热带农
业科学院桑蚕研究中心耿涛博士像往
常一样来到临高县多文镇美文村，探
望养蚕户符文忠的“蚕宝宝”。

“嘿嘿，小耿来了！我正要去喝
喜酒。”符文忠扯了扯西装领子，高兴
地说，“不过你来得正好，快来看看我
家的蚕是不是生病了！”

耿涛打开自己的汽车后备厢，取出
一箱农药、一台显微镜、一把剪刀，二话
不说便跟着符文忠来到蚕房“问诊”。

“它拉稀吗？吃蚕叶的时候有没
有摇头晃脑？”耿涛问。

“哎呀，这些我们都没注意啊！
就是这几天感觉不大对劲，长得慢。”
符文忠答。

耿涛拿起一个泡沫架子，用几根
钉子将“蚕宝宝”的身体固定好，一个
简易手术台搭建好了。

他用小剪刀将“蚕宝宝”解剖，指
着显微镜上的小黑点告诉符文忠：

“你看，黑点的地方就是细菌感染，得
抓紧用药了。”

耿涛边说，符文忠边记，一个说
得仔细，一个听得认真。

这样的场景，若放在半年前，可
是另一番景象。

符文忠回忆说，一开始，附近的
养蚕户总看到一位戴着眼镜、斯斯文

文的年轻人开着一辆黑色的车进
村。这位年轻人拎着一袋农药、一本
宣传册，在农户的蚕房边“转悠”边
问，“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吗？”

“当时，我们都以为他是‘卖药
的’，不怎么搭理他。”符文忠说，今
年，他养的第二批蚕生病了，听人说
这位“卖药的”是个博士，他就抱着试
试看的态度去搭话。

“当时我问耿博士，我家的蚕得
的病到底是细菌还是病毒引起的，他
说要做实验和观察一段时间才能下
结论。我就觉得他和一般的技术员

的判断不一样，他特别谨慎，我很相
信他！”符文忠说，在耿涛的技术指导
下，他养蚕的成活率大增，一张蚕种
能达100余斤，一个蚕房月收入达
1.6万元。

这位35岁的“蚕博士”，2016年
自江苏科技大学特种经济动物饲养
（蚕、蜂）专业毕业后，来到中国热带
农业科学院环境与植物保护研究所
桑蚕研究中心工作。

为了能尽快掌握全省种桑养蚕
的实际情况，耿涛用了一个“笨办
法”：驱车到各个市县踩点，循着连片

的桑园找蚕房。找不到路，路边的摩
托车司机成了好向导。而他的汽车
后备厢里的指南针，因为一些山区没
有手机信号，迷路时多次派上用场。

从2019年1月到11月，耿涛一
共向单位领导签了31张出差单，长
则7天，短则2天。

“如袁隆平院士所说‘搞农业的
人不能怕辛苦，不能怕失败’，如果我
们的技术帮不到农民赚钱，桑蚕产业
发展不好，那我们科研人员存在的意
义又是什么呢？”耿涛说。

（本报临城11月21日电）

海南正能量

■ 本报记者 马珂
通讯员 汤颖 冯琼

“人命大过天。治病救人是医生
的天职，抢救是第一反应，其余的事
容不得多想！”11月21日，海南日报
记者获悉，11月19日凌晨，南航某
次从广州飞往纽约的航班上，两名
医生紧急联手，救治了一位老人，其
中一名医生肖占祥是海南省人民医
院血管外科主任，通过微信，海南日
报记者联系上了远在纽约的肖占祥
时，他如此表示。

两名医生的救人经过很快被媒
体报道了——11月 20日，一条《37
分钟急救！医生用嘴为患病老人吸
出800毫升尿液》的消息在微信上广
泛转发，网友们纷纷点赞两位医生的
紧急施救行为。

肖占祥回忆，11月19日凌晨，在
南航CZ399从广州飞往纽约的航班
上，大约在阿拉斯加上空时，他听到
了飞机上寻找医生的广播。

肖占祥很快起身联系了机组人
员，并且发现一起出现的还有暨南大
学附属第一医院（广州华侨医院）介
入血管外科医生张红，“我以前就认
识张红主任，但是没想到我俩会在一
个航班上，以这种方式相遇。”

“我们一起跟随机组人员到卫

生间，发现一位老人坐在地上哀
嚎，满头大汗，表情十分痛苦。”原
来老人因为无法排尿，小腹部鼓
胀。两位医生初步判断，老人可能
为急性尿潴留，导致的原因可能为
前列腺肥大、长途旅行疲劳、膀胱
收缩无力等。

“如果不采取紧急措施，老人可
能会出现严重的并发症，甚至危及生
命。如果飞机紧急迫降，不但会耽误
抢救时间，还会造成很大的损失。”肖
占祥说，他与张红医生在现场能找到
的设备只有飞机上的消毒器材、吸氧
管和5毫升的注射器。经过分析，两
人决定可以改造现有设备，穿刺膀
胱，引流尿液。

在征得患者家属同意并与机组
人员商议后，肖占祥利用便携式氧气
瓶面罩上的导管、注射器针头、瓶装
牛奶吸管、胶布自制穿刺吸尿装置，
开始施救，乘务组也赶忙协助，将老
人固定成侧身姿势，便于救治。

然而，因为客舱空间有限，将装
置架设至高处的可能性较小，针头也
过于尖细，无法因压力差自动引流老
人膀胱内的尿液，加之因膀胱过度胀
大，自主收缩功能减弱，使得穿刺引
流并不理想，尿液流到管子中段便停
滞了。

“这时，张红医生做了一个令我

和在场人都很震惊的举动，他把管子
的一头放入嘴里，为老人吸尿！”肖占
祥说。

很快，肖占祥也立刻反应过来，
负责把握针头方向和深浅度。两位
医生配合默契，37分钟左右，为病人

吸出约800毫升尿液，使病人脱离了
痛苦。

飞机抵达纽约后，乘务组积极与
地面工作人员进行交接，悉心将病情
好转的老人扶到轮椅上。

肖占祥告诉海南日报记者，以往

外出也曾遇到过需要救护的情况，但
像情况如此危急的，对他而言是第一
次。“张红医生让我很钦佩，在他将尿
管放入嘴里的那一刻，没有半刻犹豫
和迟疑。”

（本报海口11月21日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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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首届“火焰蓝”救援对抗比武

我省消防获佳绩
本报海口11月21日讯（记者良子 通讯员

钟坚）11月21日，海南日报记者从海南省消防救
援总队获悉，在全国首届“火焰蓝”救援技能对抗
比武中，海南参赛队取得了团体第九的优异成
绩。这是海南消防建队以来在全国性比武竞赛中
取得的最好名次，实现了历史性突破。

据了解，日前，国家应急管理部在浙江绍兴举
办了全国首届“火焰蓝”救援技能对抗比武暨国际
消防救援技术交流竞赛，来自全国31个消防救援
总队的899名指战员展开激烈角逐。

“400米救人疏散物资项目，参赛队员既要背
60公斤重假人跑，又要提携32公斤泡沫桶和15
公斤液化气瓶往前冲”“负重上10楼项目，参赛队
员戴上 50 多斤重的装备以最快时间爬上 10
楼”……一个个贴近实战的比武项目中，海南省消
防救援总队27名参赛队员在高手如云的竞技赛
场上收获佳绩，最终以总分153分的成绩，荣获团
体总分第9名。

在开放水域动力橡皮艇避障救援交流竞赛项
目中，海南参赛队与国内四个水域专业队、三个国
家及香港地区的消防参赛队员同台竞技，获得了
第一名的好成绩。

本报讯（记者良子 通讯员武艳琰）11月20
日，我省统一开展了严重交通违法行为专项整治
行动。全省共查处各类交通违法8668起，严厉打
击了一批严重交通违法行为，对交通违法行为人
起到了有效的震慑作用。

据统计，在此次集中整治行动中，全省共出动
交警警力3100余人次，执勤警用车辆430余辆
次，警用摩托车467辆次，设置执勤岗点187处。
当日全省共查处摩托车、电动自行车交通违法
3787起，依法查扣摩托车、电动自行车1105辆；
查处酒驾醉驾157起，其中醉酒后驾驶30起；查
处无证驾驶133起，假套牌10起。

本次行动以酒驾、醉驾、毒驾、假套牌、假证以
及摩托车、电动自行车交通违法乱象为整治重点，
在城市、国省道、高速公路、农村“四大战场”区域
开展集中整治。全省各市县交警联合当地派出
所、“路长制”路管员、巡特警、运管、旅游等实战部
门，集中开展联合打击行动，行动配合衔接紧密，
打击效果显著。夜查整治交通违法行动邀请了各
媒体随警报道，并现场直播执法。

我省出动警力3100余人次
查处酒驾醉驾157起

琼粤两名医生机上联手施救急症老人，一人用嘴为其吸尿，一人自制导尿装置全程协助

万米高空中，他们这样诠释医德

张红用嘴为老人吸尿。 肖占祥用自制导尿装置帮老人导尿。 南航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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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9日，华灯初上，位于海口市
海秀东路最繁华的商业地带，一座大型
商场在霓虹灯的“簇拥”下，显得分外耀
眼。“您好，需要帮忙吗？”门口的迎宾充
满着热情，店内时尚高端的商品令人眼
花缭乱，来往消费者的脸上总挂着满意
的微笑。

25年的坚守与发展，这里已成为
最受海口市民欢迎的购物场所之一。
这里，就是望海国际广场(以下简称望
海国际），在 25 周年庆促销活动的带
动下，这里越发热闹起来。

近年来，随着新兴商圈不断涌现，
城市购物中心在数量的快速增长中加
剧竞争，再加上电商的冲击，实体商场
面临巨大压力。在这样的情况下，望海
国际紧跟商业潮流，不断优化品牌矩
阵，历经多次焕新升级，吸引了不少消
费者。

推陈出新
打造时尚品牌聚集地

望海国际“年岁”虽渐长，但其品牌
阵容却越来越年轻化。近年来，望海国
际在引进众多国内主力品牌的同时，着
重引进众多国际品牌，以全新的高端时
尚形象引领国际旅游岛时尚消费潮流。

2018年，望海国际对三四层品牌进
行结构性调整，曾经的三层男士正装品
类变成了大众喜爱的青春淑女、男女潮
牌，四层调整为运动、正装、皮鞋、箱包。
不仅装修风格上有很大的变化，这里还
新增了中国李宁、安德玛等品牌，引来众
多年轻时尚消费群体的追捧。

今年以来，望海国际在品牌招商方
面持续发力，引进国际知名手表品牌
OMEGA、英国潮流黑科技品牌Dyson、

英国著名彩妆品牌BURBERRY、韩国
著名草本护肤化妆品品牌Sulwhasoo、
中国高端环保女装品牌ICICLE等国内
外知名品牌。在餐饮方面，引进香港著
名茶餐厅品牌糖朝、高端精致日料品牌
上井。品牌上的不断革新，使望海国际
整体消费年龄层越来越年轻化。

“商场引进品牌必须提前做好计划，
了解引进品牌的详细情况、全国市场销
售情况，市场占有份额、发展趋势、目标
客层、是否符合我们公司市场定位等相
关信息。”望海国际招商总经理段秀华介
绍，品牌对于一家商场来说非常重要，即
将开业的瑞幸咖啡旗下“小鹿茶”是备受

年轻人追捧的茶饮品牌，该品牌在营销
方式上敢于不断创新、大胆尝试。望海
国际未来趋势肯定是往年轻、时尚、潮流
的方向发展，当前的主要消费动力是90
后和95后，他们追求潮流、个性，更加重
视产品的品牌影响力和体验价值。

优化布局
开启潮趣生活新体验

经过不断升级改造，望海国际以全品
类时尚购物为商业核心理念，以“国际岛
——多元素——新时尚”作为广场定位，
集购物、餐饮、休闲、娱乐等功能于一体，
旨在满足广大顾客不断提升的购物需求。

走进望海国际L层，映入眼帘的是香
奈儿、迪奥、雅诗兰黛、兰蔻、倩碧等国际
知名美妆品牌，每一个柜台前，都摆放着
试用装。“很多顾客还是更加喜欢服务式、

体验式的购物模式，特别是美妆产品，只
有试了才知道是否适合自己。”段秀华介
绍，在望海国际购买护肤品的顾客，使用
一周后，导购员会对其进行回访，并针对
顾客的使用效果进行指导和建议，这是导
购员必须要去做的一项服务。

近两年，夜间经济一词火了。中国
商务部有关数据显示，中国整体消费主
要发生在夜间，其夜间消费额占全天消
费的60%。大型商场在夜晚18时至22
时期间，销售额的占比达全天销售额的
五成以上，夜间经济正成为推动新一轮
消费升级的新力量。鉴于此消费趋势，
望海国际顺势而上，积极培育新业态，不
断挖掘新动能。段秀华表示，未来为满
足广大市民的消费需求，提升商场竞争
力，望海国际将在布局调整上不断创新，
重磅推出多个亮点区域，提升消费者购
物体验，引领时尚潮流生活方式。

望海国际总经理岳东方表示，未来，
望海国际将紧抓海南国际旅游岛建设机
遇，依托海南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和中
国特色自由贸易港的政策红利，不断优
化品牌组合，充分激发市场消费活力，全
面助力海南国际旅游消费中心建设。

（撰稿/柳莺）

优化品牌矩阵 引领消费趋势

望海国际25周年焕新升级

专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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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自主创业税费减扣

1、减扣对象：属于建档立卡贫困人
口且持《就业创业证》（ 注明“自主创业
税收政策”或“毕业年度内自主创业税收
政策”）或《就业失业登记证》（注明“自主
创业税收政策”）的人员。

2、政策内容：从事个体经营的，自办
理个体工商户登记当月起36个月内按
每户每年14400元为限额依次扣减其当
年实际应缴纳的增值税、城市维护建设
税、教育费附加、地方教育附加和个人所

得税。执行期限为2019年 1月1日至
2021年12月31日。

二、安置残疾人就业的单位减
免城镇土地使用税等

1、减免对象：安置残疾人就业的用
人单位。

2、政策内容：①对在一个纳税年度内
月平均实际安置残疾人就业人数占单位
在职职工总数的比例高于25%（含25%）
且实际安置残疾人人数高于10人（含10
人）的单位，可减征或免征该年度城镇土地

使用税；②对出租房产，租赁双方签订的租
赁合同约定有免收租金期限的，免收租金
期间由产权所有人按照房产原值缴纳房
产税；③对按房产原值计税的房产，无论会
计上如何核算，房产原值均应包含地价，包
括为取得土地使用权支付的价款、开发土
地发生的成本费用等。宗地容积率低于
0.5的，按房产建筑面积的2倍计算土地面
积并据此确定计入房产原值的地价。

三、残疾人社会保险补贴

1、补贴对象：①与持有《中华人民共和

国残疾人证》和《就业创业证》（或《就业失业
登记证》）的残疾人签订1年以上劳动合同
并为其缴纳社会保险费的用人单位；②通
过公益性岗位安置持有双证的残疾人并缴
纳社会保险费的用人单位；③灵活就业并
缴纳社会保险费的持有双证的残疾人。

2、政策内容：为补贴对象实际缴纳
的基本养老保险费、基本医疗保险费和
失业保险费给予补贴，不包括补贴对象
个人应缴纳的部分；灵活就业人员社会
保险补贴标准按其个人实际缴纳的养老
保险费和医疗保险费的66%给予补贴，

但不得高于“缴费期间全省上年度在岗
职工月平均工资×相应险种灵活就业人
员的缴费率×缴费月数×66%”的数额。

3、补贴期限：除对距法定退休年龄
不足5年的可延长至退休外，其余最长
不超过3年，按其实际缴纳的社会保险
费月数给予补贴（以初次核定其享受社
会保险补贴时年龄为准）。

四、求职创业补贴

1、补贴对象：我省高校、中职院校和
技师学院高级工班、预备技师班和特殊

教育院校职业教育类的残疾毕业生（不
包已确定升学、出国留学毕业生）。

2、政策内容：在毕业年度按每人
1500元给予一次性补贴。

3、享受条件：（须同时具备以下三项
条件）①毕业学年内残疾毕业生；②有就
业创业意愿并积极求职创业；③属低保
家庭、贫困残疾人家庭、建档立卡贫困家
庭和特困人员之一。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
海南省残疾人联合会
2019年11月22日

海南省残疾人劳动力就业创业政策解读（二）
专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