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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贫攻坚“创优保优”大冲刺 何西庆会见
密克罗尼西亚客人

本报讯 12月15日下午，省人大常委会副主
任何西庆在海口会见密克罗尼西亚联邦国会副议
长埃斯蒙德·摩西一行。 （鲍讯）

■ 本报记者 梁君穷

“当年愿意嫁给他，就是看上他
勤劳。”12月15日，看着在芒果林地
里忙活的丈夫胡建忠，田礼莹笑着说。

胡建忠今年40岁，是三亚市育才
生态区青法村的脱贫户。胡建忠一
家曾经很困难，2007年，一岁多的女
儿被检查出肠梗阻，刚好碰上小儿子
又早产，并不富裕的家庭一下子花了
好几万元。夫妻俩东拼西凑，勉强渡
过难关。但往后几年间，三个孩子一
块上学，夫妻俩总是入不敷出。“2011
年我家盖起了两间平房，但好长一段
时间连门都装不起。”胡建忠说。

2014年，胡建忠一家被纳为建档
立卡贫困户。从这年开始，育才生态
区采取“一帮一”“结对子”等形式开展
精准帮扶。引导贫困户加入农民专业
合作社，由龙头企业和合作社指导贫

困户选苗、管理、加工，解决收购销售
问题。同时硬化村中道路，完善基础
设施，让贫困户有了勤劳脱贫的基础。

但胡建忠夫妻俩心里清楚，想要
脱贫致富，光靠政府帮扶可不够。
2014年，青法村来了一位福建客商，
在村里租地种芒果。田礼莹一听说，
赶忙让丈夫报名打零工。“福建客商
种出来的芒果品质好，价格高，这里
头可学的技术不少。”胡建忠听妻子
说后，马上就去报名。

“品质好的芒果卖到4元钱每
斤，品质不好的只有1元多。”胡建忠
认识到了芒果品质的重要性。一边
打零工，一边学技术，一边还把技术
用在自家种植的芒果上。2015年，
胡建忠家光靠芒果种植一下子挣了
4万多元，是往年的七八倍。

2016年，胡建忠夫妻俩继续发
力，从大哥处借270株芒果树来管

理。这一年的收成好，胡建忠家种芒
果的收入一下子超过了10万元。也
是在这一年，他们家脱了贫。

但问题很快也来了，刚种了一年
多，大哥便把270株芒果树要了回
去。当时胡建忠3个孩子正是都上
学要用钱时候，胡建忠一家面临着返
贫的可能。胡建忠当时非常焦虑：

“光是生活费，3个孩子每个星期就
得花不少。”

怎么办？2018年 7月，新来的
帮扶责任人杨学夫来到了他家里，向
他讲解扶贫政策，鼓励他振作信心，
继续发展种养业，并协助将生态补
偿、地力补贴、入股分红、社会捐赠等
帮扶办法一一落实。

于是，胡建忠把自家剩下的坡地
都种上了芒果树，还将原本销售不太
好的品种嫁接为市场更认可的贵妃
芒。今年春天，胡建忠家芒果收入5

万多元。现在，胡建忠家的23亩林地
已种上了700多株芒果树，到明年春
天能结果的就有300多株。

今年6月，在杨学夫的建议下，
胡建忠购买了100只鸡苗投入到芒
果园中饲养，后来看到销售不错，又
陆续投放了100多只。虽然每天早
上6点多就得去一公里外的林地里
喂鸡，但胡建忠却十分高兴：“我家的
鸡已经卖出了1万多元了，除去成本
净赚了3000多元。”

来到胡建忠家中，只见一层平房
装修得干净整洁，冰箱、空调、洗衣
机、液晶电视等家具一应俱全。墙壁
上，贴了30多张孩子的各类奖状。

“日子不算富裕，但我们有让孩子去
他们想上的补习班。自己辛苦点无
所谓，只希望孩子学习能好一点。”田
礼莹笑着说。

（本报三亚12月15日电）

三亚市育才生态区青法村脱贫户胡建忠：

勤劳是脱贫的法宝

■ 本报记者 曾毓慧 特约记者 吴峰

“咱村几十户搬到银坡村后，党
和政府当初承诺的搬迁补偿都一一
兑现了，还有生态补偿、产业分红，每
一户都不落下，你大可放心就是了！”
12月9日一早，在白沙黎族自治县南
开乡银坡村，56岁的村民符国华刚
从山上收胶回来，就接到高峰村“老
家”堂哥符洪清的电话，对方又跟他
打听生态搬迁至银坡村后安置补偿
的胶林产胶行情，符国华这般耐心地
给他“打包票”。

2017年元旦，作为我省首个生态
移民村，银坡村建成，高峰村最为偏
远的道银、坡告2个自然村等共计30
户建档立卡贫困户从大山深处搬出，
自此在银坡村过上了新生活。

到县城路程只需半个小时

符国华推开屋门，前方群山叠翠
映入眼帘，村头百亩百香果产业基地

果架底下挂果累累，村里一排排黎族
风情的二层民居错落有致，庭院里花
草掩映成趣，着实为一方宜居家园。

符国华的堂哥住在南开乡高峰
村，那里是海拔约为千米的鹦哥岭
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腹地，距离银坡
村约有40多公里路程。但见高峰
村所在的方向，青山环绕，层峦叠
翠，眼光所至皆为一幕幕生态好景，
那里曾经是符国华一家五口人居住
多年、一度不舍远离的家园，但自搬
迁至银坡村2年多以来，这一传统观
念已在悄然改变。

“肯定是现在的银坡村好啊，从这
去趟白沙县城半小时就到了，以前从
高峰村骑摩托进城至少要三个小时
呢。”符国华很快就打开了话匣子。高
峰村位于距离鹦哥岭国家级自然保护
区深处，沿途弯急坡陡，一侧是壁立千
仞，另一侧是深谷沟壑，即便是近年来
全程修好了水泥路，车技娴熟的司机
从县城出发到达高峰村也要3个小时，
堪称是白沙最偏远的村庄。在这里，

居住着高峰村百余户村民，大多居住
在泥墙瓦房，有些甚至是茅草房，“一
间瓦房三石灶，一条野藤挂家当”几乎
是几年前真实的写照。

产业就业有“钱景”

“穷则思变”，尽管故土难离，但
村民们搬出这片“穷山窝”的念想由
来已久，不过在多重条件的制约下，
常规的产业扶贫似乎难以从根本上
解决问题，面对这块难啃的“硬骨头”，
实行生态移民俨然已成为根治“药
方”，但要跨出这一步也着实不易。

白沙脱贫攻坚指挥部有关负责
人介绍，2015年年底，经过有关部门
及学者反复论证，《白沙黎族自治县
南开乡道银、坡告村民小组生态扶贫
移民实施方案》出台，按照“搬得出、留
得住、能致富和区域生态修复双赢”
总体规划，2017年元旦，作为我省首
个生态移民村，银坡村建成投用。

据悉，银坡村由政府出资规划建

设，建成20栋两层小楼，共有40套新
房，并配套建设饮水工程、污水处理
等设施，已成为白沙乃至省内建设美
丽乡村的成功样本。尤为难得的是，
政府还鼓励村民以扶贫产业入股，或
投工投劳抱团打造百亩百香果产业
基地。“除务工工钱外，前两年每年都
有分红，今年底收完最后一批果，我
们打算明年选育更好的品种，收成会
更好。”银坡村种养专业合作社负责
人王测显得信心十足。此外，符国华
等13名贫困村民被安排至鹦哥岭自
然保护区当护林员，同时，白沙扶贫
部门还扶持村民发展养蜂、益智种植
等产业。

明年实施整村搬迁

值得一提的是，高峰村未搬迁的
方通、方佬、方红这3个自然村被划入
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范围之内。
按照省委、省政府部署，这三个自然
村共计百余户村民也将实行整村生

态移民，规划于明年搬迁至比银坡村
更近县城的牙叉镇茶香小镇周边片
区；而且，橡胶产业等安置补偿工作
也在有序推进中。“好多村民去看搬
迁现场了，都很满意。”高峰村党支部
书记、村委会主任符志明表示。

“哥啊，政府安排给我家的那片
胶林，有1500株呢，现在已经全部能
开割了，骑车一两公里就到，其他村
民最远的胶林也就三五公里，骑车最
多10分钟。”符国华说。这几个月以
来，符洪清询问生态搬迁的电话越来
越勤了，语气也从最初的迟疑，变得
些许期待与兴奋。电话那头，尽管手
机信号不太好，符洪清的语音时断时
续，但符国华还是听出了堂哥的“心
动”。

从最初的“不想搬”，到现今的
“盼着搬”，在探索生态移民的过程
中，白沙找准生态与扶贫的平衡点，
既赢得了民心，又护住了生态，实现
了生态保护与精准扶贫的“双赢”。

（本报牙叉12月15日电）

白沙高峰村实施生态移民赢得了民心，护住了生态

从“不想搬”到“盼着搬”

本报海口12月15日讯（海报
集团全媒体中心记者任桐 实习生张
录雪）12月15日，海南爱心扶贫网第
五十七期排行榜公布。海垦以
620.12万元的金额，继续占据销量排
行榜首位，琼海忠锐农业开发有限公
司的生态大米以13135件的累积销
售量在订单排行榜排名第一。值得一
提的是，上周榜单排名第四的海南顶
香生态农业有限公司咯咯香农家鸡
蛋，本周跃至第三名，使得原本排名第
三的春源子民种养殖农民专业合作
社哈密瓜退出“前三”，位居第四。

本周恰逢“双十二”，海南爱心
扶贫网借此机会，推出“情暖12·
12 年终最‘厚’狂欢”促销活动，15
款热销单品降价优惠，包括海垦和
牛雪花牛肉卷3盒装、海垦和牛雪
花牛肉卷单盒装、雪古丽牛奶、琼中
吊罗山蜂蜜、辣木玫瑰花茶、东方绿
橙、红心火龙果、黑糖酸梅酱、乐东
蜜瓜、滋补鹿角灵芝瓶装、菌草灵芝
茶饮、文昌东阁香米、黄金百香果、
洗碗神器丝瓜络、山柚油等。

记者从海南爱心扶贫网获悉，
不少爱心人士及爱心单位近期在海
南爱心扶贫网进行大宗采购。

海南爱心扶贫网开展
“双十二”优惠活动

15款单品降价热销

12月15日，在琼中黎族
苗族自治县湾岭镇大平村大
平上村小组，乡村振兴工作队
队员走村入户了解民情，对建
档立卡户和低保户等进行走
访，对脱贫户进行更深入的了
解，以便对巩固脱贫成果采取
更有效的措施。

图为乡村振兴工作队队
员正在倾听脱贫村民王文裕
（右二）的心声。

本报记者 陈元才 摄

进村入户
感知冷暖第161期省脱贫致富

电视夜校今晚播出

本报海口12月15日讯（记者
陈蔚林）第161期海南省脱贫致富电
视夜校将于12月16日20时在海南
经济频道、20时30分在三沙卫视，12
月22日16时20分在海南卫视播出。

本期电视夜校邀请到乐东黎族
自治县志仲镇党委书记方志雄等
人，为大家讲述乐东黎族自治县人
大常委会原副主任、志仲镇脱贫攻
坚原副大队长韦求香的先进事迹。

观众还可以登录海南网络广播
电视台，下载“视听海南”手机客户
端进行收看。

40名马来西亚华裔青少年
来琼开启寻根之旅

本报海口12月15日讯（记者王玉洁 通讯
员陈苏琤）12月14日，“中国寻根之旅”冬令营海
南海口营正式开营，40名马来西亚华裔青少年营
员来到海南，参加为期10天的“寻根之旅”。期
间，他们将前往海口、文昌、琼海、万宁兴隆华侨农
场、三亚等地开启文化访问，参加不同主题的汉语
课、文化课，感受海南历史人文风情。

“来海南参加‘寻根之旅’冬令营，很开心。我
们虽在马来西亚出生长大，但对祖籍国有很深的
情感。”16岁的马来西亚华裔钟捷妤说，他们很愿
意把在海南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想带回马来西亚，
让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薪火相传，让祖籍国悠久
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在海外发扬光大。

据悉，本届冬令营由中国侨联主办，省委统战
部、省侨联、海口市侨联承办。举办此次冬令营活
动意在加深马来西亚华裔青少年对海南的了解，
促进海南与马来西亚青少年的沟通与交流，增加
华裔青少年对祖籍国的认知认同，促进海外华文
教育的深入开展。

■ 本报记者 习霁鸿

政企对接文旅资源，洽谈项目合
作，项目意向投资额超40亿元，成效显
著；市民游客走海南旅游线路，购海南
特色产品，尝海南特色美食，尽兴而
归。12月15日，由海南日报报业集团
与海口市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局、中国
旅游资源整合联盟联合主办的第五届中
国（海南）文旅资源对接大会顺利落幕。

本次文旅资源对接大会以“逐梦
创变”为主题，通过会议、辩论、资源
展、文旅项目考察、本地特色文化演出
等多种形式，向多地政府和社会各界
人士推介文旅资源。

资源碰撞 发现产业商机

“举办资源对接大会，就是为了打

破行业信息壁垒，为资源方和投资方、
为行业的上下游架起沟通的桥梁。”中
国旅游资源整合联盟创始人、笔克集
团董事局主席符奕斌指出。

参加本次大会，西藏碧雪晴优旅
游文化产业（集团）公司董事长曹文郴
结交了许多朋友和意向合作伙伴：“这
次大咖的观点分享让我对文旅产业有
了全新的认识，实地考察让我对海南
的产业前景更有信心。”

“这一趟的行程，我发现儋州有很
多旅游资源可供挖掘，有很多文旅项
目可供开发。”在儋州实地考察其海
洋、沙滩、黎族文化和文化遗产后，杭
州正雅文化艺术有限公司董事长瞿江
鸥对儋州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通过参加本次大会，山东省日照
市文化旅游局产业科科长高兴宇对海
南的丰富资源有了直观的感受，他竖

起拇指：“海南非常好，我们当地就有
企业准备来海南投资项目。”

而对于早已对海南有所了解的参
会嘉宾而言，本次大会也同样让他们
收获颇丰。

中国商业文化研究会副会长伍继
延认为，在海南建设自贸试验区自贸
港中深入开发海南文旅资源，是回到
了“梦想出发的地方”。他表示要把当
年青春的梦想延续下去。

“文昌的宋氏祖居是华侨城和华
侨文化的完美结合，我们即将在文昌
打造大型的宋氏文化园。”华侨城（海
南）集团党委常委、助理总经理赵传
建表示要在海南继续耕耘下去。

“客人”有信心，“主人”有决心。海
南省旅文厅党组成员汪黎明在大会上
表示，海南将不断拓展发展空间，积极
培育高端旅游文体消费目的地。

特色展览 展出独特魅力

海口的火山口和观澜湖，三亚的
凤凰岛和鹿回头，五指山市的黎锦服
饰、椰岛娃娃，昌江的玫瑰红火龙果、
木棉江蜂蜜……15日下午，在大会的
海南文旅资源展上，海南日报记者注
意到，不少游客正兴致勃勃地向参展
人员咨询海南旅游线路和特色产品。

“我们老家有名的是蜀绣，绣工很
精细、颜色很艳丽，但是黎锦有一种朴
素的、未经雕琢的美。”在五指山展馆，
四川游客陈女士将一个约20厘米高
的椰岛娃娃拿在手中仔细观赏：“像这
样穿着传统黎锦服饰的洋娃娃，女儿
肯定会喜欢。”陈女士当即留下了展商
名片，决定将椰岛娃娃作为此行的伴
手礼，送给女儿。

在海口展馆，河北游客兰先生和
同学们正在向展商咨询旅游路线。“海
南同学跟我说火山石的房子特别好，
住起来很舒服，叮嘱我一定要去住。”
咨询清楚后，兰先生决定和同学们报
一个海口一日游的拼团，并在海口火
山口国家地质公园过一夜。

在吴记陵水酸粉的摊位前，福建
南平的游客蒲女士将碗伸到摊位老板
小兰面前：“大姐，再舀一勺酸汁，这个
配上黄灯笼辣椒，实在是太好吃了。”

除了售卖陵水酸粉外，小兰的摊
位上还摆着甜薯奶和现场制作的手工
椰丝汤圆。小兰告诉记者，自己的门
店在骑楼老街，听说这次有美食街，便
同卖粿仔和定安蛋黄肉粽的姐妹组团
来了，“美食街上人气旺，东西更好卖，
更容易打响我们店的招牌”。

（本报海口12月15日讯）

第五届中国（海南）文旅资源对接大会落幕

对接资源 促成合作 打响品牌

三亚在印尼和马来西亚
成立旅游推广中心

本报三亚12月15日电（记者徐慧玲）三亚
旅游境外市场推广又迈出重要一步。海南日报记
者12月15日从三亚市旅文局获悉，12月9日至
13日，三亚旅游推介代表团前往印度尼西亚和马
来西亚开展推广活动，在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
设立三亚旅游（境外）推广中心，开拓三亚旅游境
外市场。

据介绍，三亚按照“航线开到哪，营销做到哪”
的思路，积极开展国际旅游营销。三亚旅游推介
代表团分别于12月9日、11日和13日在印尼雅
加达、泗水和马来西亚吉隆坡举办了“魅力三亚”
旅游推介活动，活动依据当地游客喜好定制。其
中，在印尼第二大城市泗水举办的推介活动上，中
国驻泗水总领事馆总领事顾景奇以当地民众喜爱
的方式用印尼语为大家描述美丽三亚的画面，会
场不时响起阵阵掌声和欢笑声。现场的旅行商纷
纷表示，三亚是一个值得印尼游客出行的目的地，
要加大宣传与推广力度，组织更多的客人走进美
丽三亚旅游度假。

12月13日，在三亚旅游（马来西亚）推广中
心揭牌仪式现场，海南丝路联合旅行社有限公司
与马来西亚珍珠假期旅游有限公司就在三亚成立
合资旅行社进行正式签约。

◀上接A01版
通过“人才引进+活动举办”双轮驱动，激活陵水
互联网创业园和清水湾信息产业园“创新创业”发
展动能，进而推动陵水互联网产业向快向好发展。

据介绍，通过大力引进“创新创业”人才，今年
1月-10月，陵水互联网创业园新增人才104人，
清水湾信息产业园新增人才115人。本着“活动
兴园，产业带动”的理念，从2018年年末开始策
划，陵水互联网创业园和清水湾信息产业园陆续
开展了一系列创新创业活动。

值得一提的是，陵水互联网产业快速壮大，还
得益于陵水对互联网产业的扶持。今年8月1日，
陵水印发《陵水互联网产业发展专项资金管理暂行
办法》，加快培育发展互联网产业，形成新的经济增
长点，促进经济结构调整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海慧天枢（海南）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王丹来
自吉林省，目前在陵水创业。今年以来，该公司营
业收入较去年同比增长50%左右。

陵水科工信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将继续做好
与互联网产业园区和企业的对接和服务，营造更
适宜的创业环境和氛围，力争推动互联网产业保
持快速增长，为我省创新创业发展作出积极贡献。

前10月陵水互联网
入库企业营收10.76亿元

海南省大学生市场营销
大赛落幕
海南职业技术学院代表队夺冠

本报海口12月15日讯（记者邓海宁 通讯
员张波）12月15日下午，以“自贸新时代，营销新
选择”为主题的2019海南省大学生市场营销大赛
总决赛在海南师范大学国家大学科技园举行。海
南职业技术学院代表队摘得本次大赛冠军。

当天总决赛内容共分赛程评述和求职演讲两
个环节，成功进入总决赛的9支参赛队伍随机抽
取上场顺序和演讲题目进行比赛，由12名不同领
域的企业家和专家组成的评审团对参赛队伍评
分。经过两个多小时的激烈角逐，最终海南职业
技术学院代表队夺得本次大赛的冠军，将2万元
奖金收入囊中。除此之外，总决赛还评选出了2
名亚军队、3名季军队、4名优秀奖、10名金牌队
长奖和10名优秀指导老师奖。

据了解，本次大赛由海南省大众创业服务协
会和海口市创业就业协会主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