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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习霁鸿

28%、50%，这是今年以来海口石
山派出所辖区刑事案件和治安案件的
同比下降率；在辖区79个自然村中，
共有21个无毒村、67个无案件村、74
个无上访村，这是石山镇良好治安局
面的一个缩影。

在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上，凭借与
民共建、共治、共享的“群众路线”，11
月28日，石山派出所被公安部授予全
国首批100家“枫桥式公安派出所”荣
誉称号，系全省唯一。

1960年代，浙江省诸暨市枫桥镇
发动、依靠群众，坚持矛盾就地解决不
上交，“捕人少，治安好”。“枫桥经验”
因此在全国推广。

在实践中，石山派出所把“枫桥”
建成了一座真正的警民连心桥。

“榕树”警务扎根群众：
做社情动态知情人

“村里的狗看见外人都叫得厉害，

看到民警却安安静静。”近日一个安静
的下午，石山镇美敖村村民粱基义拍
拍偎在脚边的狗，“常见面，都把民警
当自家人咯！”

村民们喜欢在榕树底下聊天。
在傍晚的石山镇，经常能看到穿着制
服的民警拉起半截裤腿，和村民一起
盘腿坐在榕树底下拉家常，了解民情
民意。

石山派出所因地制宜，创建了
“1+2+N”榕树警务模式：即1名民警、
两名警务助理和“N名”警民联调会
员、石山义警队员，在榕树下听百家
言、解百家难，实现警务前移。“就像榕
树一样，树根深扎群众，枝叶汇聚民
情，扮演好社情动态知情人、社会治安
牵头人、化解矛盾有心人、帮教工作引
路人、人民群众贴心人。”石山派出所
所长陈浩介绍。

此外，石山派出所还建立起12个
群众工作微信“民心群”，加强同村民
的实时沟通联系，并通过“民心群”开
展法制宣传，及时通报辖区治安情况，
收集辖区情况信息，实现警民之间的

互联互通。

三级联调依靠群众：
矛盾“火苗”早掐灭

“要是没有他们联调，孩子可能都
被关起来了。”近日，鬓角斑白的符大
爷从屋里摸出一张协议书，落款处，两
个红彤彤的手印并排靠在一起。

因为一块土地属权不清，儒星村
的符家和邓家争执多年，路上碰到对
方都要往地上啐一口唾沫，火星子可
谓一点就着。

今年10月，一次口角，让两家之
间的火苗“噌”地蹿起来，符大爷的儿
子纠集亲戚朋友，与邓家人扭打在一
起。驻村民警鄯晋斌赶紧同周边义警
一起赶到现场拉架。

架是拉开了，结却没解开。双
方看着对方，依然要恶狠狠地瞟上
一眼。

“得从根子上解决问题。”石山派
出所紧急启动了联调机制，将派出所、
村干部、乡贤、网格员、司法调解员、律

师等力量拢到一块，共同掐“火苗”。
“我们牵头建立了村民小组、村委会和
镇三级联调机制，根据矛盾的大小、类
别和复杂程度逐级启动，推动矛盾就
地解决。”鄯晋斌说，“这次我们启动的
是第二级。”

在联调会的调解下，双方在纠纷
协议书上签下了名字，摁上了红手
印。“公平公正，清楚明白，这结果，我
服！”双方握手言和，再没生过事端。

据介绍，目前石山镇成立了90个
警民联调会，今年以来共化解各类矛
盾纠纷46起，做到了小事不出村、大
事不出镇。

发动群众建义警队伍：
村民安全感大增

“我们村安全得很，我一个人住都
不担心。”下午4时，83岁的独居老人
王爱香敞着家门，坐在十几米开外的
榕树底下晒太阳。

村民的安全感来自石山镇的安
防“护城河”：石山派出所发动群众力

量，为12个行政村各配了一支义警
队。158名义警定期接受石山派出
所的业务技能培训，每天19时-23
时、23时-2时，分两班轮班开展治安
联防巡逻。

“以前村子里每个月都有两三起
盗窃案，大家骑电动车去果园里干
活，把车停在路边。等干完活出来，
车上的电池就不见了，”说起以前，
建新村委会副主任黄兴礼无奈地摆
摆手，“就连鸡、鸭、鹅都常被偷走，
糟心得很！”

“现在，你看看大伙儿的电动
车，”黄兴礼乐呵呵地抬手一指，一排
没上锁的电动车停在马路边上，完好
无损，“现在安全了，大家都把心放进
了肚子里。”

不止如此，民警聂琦介绍：“我们
把天网、雪亮工程、社会监控等监控
视频全部接入指挥平台，实现了辖区
村庄、道路、景区、民宿、重点场所、重
要部位全覆盖。”这让村民们又多了
一颗定心丸。

（本报海口12月16日电）

海口出入境边检总站举办
典型事迹报告会

学习身边榜样 激发奋进力量
本报海口12月16日讯（记者良子 特约记

者朱晨鹏 通讯员乔飞）12月16日下午，海口出
入境边检总站举办主题教育先进典型事迹报告
会，以身边榜样激发奋进力量。

报告会以“榜样引领激斗志，凝心聚力谱新
篇”为主题，参加汇报的报告会成员有作为“全
国三八红旗手”“全国三八红旗手标兵”代表受
邀参加新中国成立70周年阅兵仪式的民警代表
陈少峰等8名民警代表。他们结合自身经历，通
过视频讲述、现场访谈、文艺节目等表演形式，
从不同角度、不同侧面全面回顾了新总站整合一
年来，在严密口岸管控、维护口岸安全，服务海
南自贸区自贸港建设中取得的可喜变化和工作
业绩，充分展现了广大民警职工忠诚履职、爱岗
敬业、无私奉献的形象，深深感染了在场每一名
民警职工的心。

据了解，今年是国家移民管理体制和公安边
防部队改革完成后，该总站承担新职责、履行新使
命的开局之年。此次事迹报告会是对“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实践活动的一次再学习、再深
化，通过身边人讲述身边事，进一步增强了广大民
警职工职业认同感、自豪感和集体荣誉感，激励大
家以更加饱满的热情和昂扬的斗志投身新时代移
民管理事业，以实际行动为海南自贸区自贸港建
设贡献力量。

我省编制工程质量安全手册

指导各方主体
建立质量安全管理体系

本报海口12月 16日讯 （记者孙慧）12月
16日，海南日报记者从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举
办的绿装建造与高质量发展宣贯培训班获悉，为
引导督促建筑业紧抓建设工程质量安全，我省已
编制《工程质量安全手册（试行）》，指导各方主
体建立质量安全管理体系，并要求企业和建设项
目也应因地制宜编制企业手册，落实工程建设质
量安全考核。

据悉，该手册不仅是一本工程项目质量安全
管理工具书，指导各方完善企业内部质量安全管
理制度，规范主体行为，更是改革和完善质量保证
体系的创新举措。手册强调过程管理，明确关键
岗位、关键部位和关键环节，使每一名项目实施人
员都知道自己要做什么、什么时候做、怎么做。省
住建厅将指导市县住建部门落地一批有影响力和
示范作用的工程项目，开展安全手册示范活动，做
好样板引路工作，不断提升质量安全管理标准化
和规范化水平。

我省开展
数字文化馆平台培训

本报海口12月16日讯（记者赵优 通讯员
庄虹意）12月16上午，为期两天的2019年海南省
数字文化馆平台培训及“美好生活”主题服务推广
培训班在海口开班，进一步强化数字文化馆助力
提升文化馆服务效能的意识及技能。省群众艺术
馆、各市县文化（群艺）馆分管数字化建设的负责
人及业务骨干80人参加培训。

数字文化馆的建设目的在于通过文化与科
技融合，在提升线下服务能力的同时，突破公共
文化服务空间和时间的制约，让群众可以随时随
地享受公共文化服务，提升公共文化服务的效
能。海南省数字文化馆平台基于总分馆服务体
系，以海南省群众艺术馆为中心馆，市县级文化
馆为总馆，区级文化馆为分馆，建立以“1个中心
馆+18个市县总馆+8个区级分馆”为模式导向
的全省文化馆网站集群，通过电脑、手机、数字
化设备等多终端访问渠道，为群众提供活动报
名、场馆预约、在线培训等16个功能模块的文化
服务，打造菜单式、订单式综合性文化服务平
台，统筹协调全省总分馆开展公共数字文化服
务，实现对功能服务、总分馆配置、数据分析一
站式管理。

本次培训班主要课程有海南省数字文化馆平
台介绍、平台功能模块演示、平台上线操作培训，
海南省群众艺术馆数字文化馆线下体验馆现场教
学以及解读《海南省数字文化馆平台服务指南及
要求》。

冬交会特别报道

■ 本报记者 傅人意 陈雪怡

12月16日，为期5天的2019年
海南冬交会落下帷幕。“22岁”的冬
交会“农”情相约，32个国家和18个
省区、2700多家企业、5300多名客
商，34名重量级国际嘉宾，不远万里
应邀参加这一次聚会。

全球农产品云集、海南热带
高效农业结硕果、海南对外合作
交流不断，“一带一路”下的冬交
会魅力四射，已经成为海南自贸
港农产品展示交易和农业国际交
流合作的重要平台。

互利共赢
扩大“一带一路”合作版图

2019年冬交会，首次设置主宾
国展区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馆。

省农业农村厅副厅长赵英杰介
绍，“一带一路”展区今年共有32个
国家的382个企业报名参展。参展
产品达近千种，现场十分火爆，每个
展位都进行了多次补货。截至12月
16日，各项订单成交额已突破22亿
元，有效推动了我省与“一带一路”沿
线国家的合作交流与贸易往来。

在海南加快建设自由贸易试验
区、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之际，海
南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合作的

“朋友圈”不断扩大，冬交会逐步成
为打造海南自由贸易港冬季农产
品展示交易和农业国际交流合作
的重要平台。

34名重量级的国际嘉宾参加冬
交会，其中省部级以上11人，这显示
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参与冬交会
热情之高。

蒙古国食品农业和轻工业部部
长乌兰·丘尔特姆在冬交会上“带
货”，盛情邀请大家购买蒙古国牛肉、
羊肉、羊毛衫等农产品，“蒙古国和海
南虽远，但希望双方未来加强农产品
贸易，尤其是蒙古国的肉品和海南品
种丰富的水果，可以互通有无！”

汤加王国农业、食品、林业及渔
业部大臣图伊拉凯帕是第一次来参
加海南冬交会，他希望，借此机会和
海南省加强农产品和海产品的经贸
往来，希望海南省在椰子种植方面
能够提供技能培训，双方能进一步
在食品加工和安全领域展开深入交
流与合作。

除了农业方面的合作，冬交会
已经成为海南与“一带一路”沿线国
家经贸合作、人文交流等方面的重

要纽带。
冬交会期间，海南省政府分别与

亚美尼亚希拉克州、蒙古国食品农业
和轻工业部签署合作备忘录，与亚美
尼亚希拉克州在经济贸易、农业与食
品工业等领域，与蒙古国在农产品贸
易、食品和农业领域信息交流等方面
展开合作；来自俄罗斯、蒙古国、马来
西亚、泰国、新加坡等国家的投资商
签订了招商引资合同。

品牌吸引
热带高效农业硕果累累

“774.5亿元、1.8亿元”，这是第
22届冬交会的订单金额和销售金
额，这组数字见证了今年海南冬交会
结下的累累硕果。

结硕果的背后离不开海南近年
来不断做强做精做优热带高效农
业，打响农业品牌成就的“吸引力
法则”。

“丝路海口 都市田洋”“绿色生
态 富足共享”“临海临高 渔歌渔

都”……在海南19个市县农产品品
牌展区，农产品品牌标语一一打响，
农产品品牌包装颜值越来越高，特色
农产品吸引力越来越足。

脆而多汁的三亚甜瓜、口感清甜
的陵水圣女果、香味浓郁的兴隆咖啡
……让参展市民赵紫丹感叹：“海南
农业品牌越来越多，产品品质好，明
年还想再来逛冬交会！”

依托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绿色
发展正引领海南农业提质增效。

白沙黎族自治县五里路有机茶
叶有限公司总经理王见君多次参加
海南冬交会，他的产品每年都受到
客商的青睐。“这一切源于我们的产
品是绿色、有机的品牌农产品！”王
见君说，茶园通过利用蚯蚓将牛粪
改造成有机肥，有效将土壤改良成
中性偏酸，茶树抗病能力变强，无须
施农药。

海南农业品牌的吸引力，一组数
据可以佐证：截至2019年11月，海
南农产品地理标志34个，“三品一
标”一共545个，其中无公害农产品

376个，绿色食品124个，有机农产
品15个。三亚芒果、澄迈福橙、三亚
甜瓜、澄迈桥头地瓜、文昌椰子等5
个区域公用品牌，入选中国农业品牌
目录。

乡村振兴
消费扶贫助力脱贫攻坚

众多扶贫农产品集中参展，专门
设立农业产业扶贫展销馆，首次设立
全省消费扶贫阶段性成果展示区
……脱贫攻坚成果展示是本届冬交
会的又一亮点。

数据显示，来自贫困地区的农产
品销售订单已超过21.6亿元，其中五
指山市、白沙黎族自治县、临高县、琼
中黎族苗族自治县、保亭黎族苗族自
治县等市县的展馆面积和参展农产
品数量都为历年之最。

在农业产业扶贫展销馆，主办方
通过多块LED显示屏滚动播放，宣
传海南消费扶贫，发动客商和市民、
游客参与消费扶贫。

“冬交会上成交的扶贫圣女果订
单，我们今晚已经准备发车了！”海南
滴滴沃家生态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董事长黄凌燕告诉海南日报记者，此
次公司在冬交会展出的产品多数为扶
贫农产品，包括香粉蕉、百香果、黄灯
笼辣椒、秋葵等，带动200户贫困户增
收。“希望通过冬交会多渠道推广扶贫
农产品，帮助乡亲早日脱贫。”

据统计，自2018年10月全省正
式启动消费扶贫活动以来，截至
2019年11月底，“海南爱心扶贫网”
销售总额已达 4929.56 万元，共有
12.32万户次贫困户获益。在全省各
级供销社和有关部门帮助下，我省共
举办209场爱心扶贫集市活动，投入
资金 299.56 万元，实现销售总额
2201.26万元，累计约有6.09万户次
贫困户获益。

借助冬交会平台，越来越多的特
色扶贫农产品热销，帮助更多贫困户
增收致富，助力乡村振兴，进一步巩
固提升脱贫攻坚成效。

（本报海口12月16日讯）

本报海口12月16日讯（记者陈
雪怡 傅人意）12月16日，为期5天的
2019年中国（海南）国际热带农产品冬
季交易会在海南国际会展中心落下帷
幕。截至当日中午，超过57万人次逛
冬交，比去年增加4万人次；现场农产
品订单及市县农产品订单累计774.5
亿元，比去年增加2.13亿元；农业投资
项目41个，比去年增加9个；专业观众
约7500人，比去年增加500人；现场
销售额1.8亿元，基本与去年持平。

本届冬交会在国际化水平、大活
动策划、专业化服务等方面，均有进
一步提升，且呈现出几大特点：

国际化程度更高。今年共有34
名重量级的国际嘉宾参加冬交会，包
括国外农业部部长（农业大臣）、驻华
大使，以及省、州、县长、农业大学校

长（院士）等相关负责人；本届冬交会
上，“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展区共有
32 个国家的 380 多家企业报名参
展，参展产品近千种，截至16日，各
项订单成交额已突破22亿元。

重点活动更丰富。2019国家战
略与热带农业峰会、2019年海南农产

品网上交易暨专业采购团洽谈签约仪
式、华南贫困地区农产品产销对接活
动、农业投资项目招商推介会、2019
美丽乡村博鳌国际峰会……本届冬
交会期间共举办了16场重点活动。

展会服务更专业。在首次开设
专业观众日，开通“冬交会”小程序，

实行数据化管理和常态化营销推广
的同时，本届冬交会展馆首次设置主
宾国展区，彰显海南对外开放的合作
态度；规划设计庆祝新中国成立70
周年海南“三农”发展成就展区，展示
海南热带特色高效农业、海洋渔业等
发展历程与成果。

2019年冬交会“收成”超700亿元

“一带一路”农业合作和农产品交易成为海南冬交会大亮点

“农”情相约 开放共赢

海口石山派出所以“群众路线”开展社会综治，获评全国首批“枫桥式公安派出所”

小事不出村 矛盾不上交

本届冬交会吸引了大量市民游客观展采购，人气旺盛。 本报记者 袁琛 摄

第三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主题
微电影优秀作品发布

文昌扶贫微电影
《我不甘心》获奖

本报讯（记者李佳飞 特约记者黄良策）由中
宣部宣教局、中央网信办传播局等联合举办的第
三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主题微电影征集展示活
动优秀作品发布仪式日前在北京举行，面向社会
集中发布135部优秀核心价值观主题微电影。文
昌扶贫微电影《我不甘心》获得30分钟优秀作品
三等奖。

据了解，《我不甘心》根据文昌市东郊镇脱贫
励志人物典型郑岗故事而创作，讲述了郑岗不甘
心当贫困户，努力摆脱贫困的故事。

据悉，本次征集展示活动围绕庆祝中华人
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这一主题，聚焦“新时代
新气象新作为”，旨在鼓励和引导创作一批主题
突出、制作精良的微电影作品，讲述干部群众履
职敬业、爱国报国、追梦圆梦的生动故事，用微
电影传递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社会持续注
入正能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