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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脱贫攻坚“创优保优”大冲刺

■ 本报记者 梁君穷 通讯员 潘达强

成片笔直的槟榔树，独具黎族风
情的传统民居，还有摆满热带水果的
惠民街，景区各处游客都络绎不绝，
显出海南旅游旺季到来的火热气
氛。这是12月17日下午，海南日报
记者在海南槟榔谷黎苗文化旅游区
（以下简称槟榔谷景区）所见的场景。

近年来，槟榔谷景区发挥“旅游
产业+黎苗文化”的作用，践行景区
与农业、农村、农民共同发展这一“包
容性”发展理念，带动当地村民就近
就业、引导发展生产和在景区出售农

副产品、文化创意商品等，助力脱贫
攻坚。

在景区一处非物质文化遗产展
示区，几位非遗传承人手中不停地忙
活着，其中就有55岁的吉金妹，几根
看似普通的竹条和一团看似麻乱的
线，经过她手上的一番穿梭，便一点
点织成了美丽的黎锦。

吉金妹家在保亭黎族苗族自治
县响水镇什栋村，如今她负责在槟榔
谷景区内展示黎锦技艺，除了每个月
3000元的工资和400多元的伙食补
贴外，她在景区织好的黎锦、编好的
竹器都可以直接销售给游客，收入归

她所得。
吉金妹15岁时就从长辈处习得

黎锦技艺，但过去很多年，这门传统
手艺却没能改变她贫困的生活。“丈
夫患上精神病，我只能独自抚养4个
孩子长大。”回忆起当年的艰辛，吉金
妹感慨：“当时真的就要倒下去了！”

多年来，为加强黎族苗族文化的
保护与传承，同时也为了将旅游产业
与黎族苗族文化更好地结合在一起，
槟榔谷景区在全省少数民族地区搜
寻黎族苗族文化和非物质文化的传
承人。2016年11月，槟榔谷景区副
总经理陈国东在什栋村找到了吉金

妹，让她来景区工作，为游客演示织
黎锦、做竹编等传统技艺。

有了固定工作，吉金妹的生活开
始明显改善。“现在生活比过去真是
好太多了，黎锦、竹编卖得好的时候
每个月全部收入能有近6000元。”吉
金妹介绍，现在她成了她家里收入最
高的一个，她家也于2018年脱了贫。

2013年至2016年间，槟榔谷景
区累计投入600多万元，打造一条拥
有130个摊位的惠农街，这些摊位全
部无偿提供给附近村民。黄小梅是
在此经营农副产品的一位村民。“惠
农街就是实实在在的致富街。”她告

诉海南日报记者，她在惠农街经营自
家水果，像现在这样的旅游旺季，一
天能赚两三百元。

此外，槟榔谷景区还带动周边农
户从事餐饮、住宿等第三产业，目前
在景区及周边吃上“旅游饭”“文化产
业饭”的有1500人，其中景区员工
1200人，员工中建档立卡贫困户有
63人。“下一步景区还将创新扶贫思
路，促进扶贫成效的巩固提升，在党
和政府的领导下带领村民在致富的
道路上继续前行，承担起企业应尽社
会责任。”槟榔谷景区负责人表示。

（本报保城12月22日电）

槟榔谷景区以“旅游+文化”助力脱贫攻坚

槟榔树下织黎锦 非遗“织女”喜脱贫

本报海口12月22日讯（海报
集团全媒体中心记者庄晓珊）12月
22日，海南爱心扶贫网第58期榜单
揭晓。海南农垦、陵水、白沙继续蝉
联销量排行榜前三名，琼海忠锐农业
开发有限公司的生态大米、陵水本号
镇电商扶贫中心的茶树菇、乐东春源
子民种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哈密
瓜订单数量保持领先。

本期榜单上，海南农垦以超过
620万元的总金额位列销量排行冠
军，琼海忠锐生态大米以13209件的
订单数量占据订单排行榜榜首。

连日来，海南爱心扶贫网得到众
多爱心单位的支持。12月13日至18
日期间，共有6家爱心单位“砸单”采

购，助力消费扶贫。12月13日，海南
省财政国库支付局采购了白沙旺巴
黄牛肉、白沙富涵土鸡等产品，采购
订单数量14件，总金额为1042元。
12月16日至18日，海南省府城强制
隔离戒毒所采购了澄迈慧牛新鲜牛
肉，采购订单数量275件，总金额为
13715元；海南省琼州海峡轮渡运输
管理办公室采购了屯昌噜吽浓香花
生油，采购订单数量18件，总金额为
3582元；海南省财政国库支付局采购
了海口龙泉文昌鸡，采购订单数量18
件，总金额为1908元；海南农垦八一
总场公司采购了石斛，采购订单数量
2件，总金额为2060元；海南省委组
织部采购了火山岩味黄皮干、蛇油等

产品，采购订单数量14件，总金额为
1096元。

12月20日，2019年澄迈“爱心
扶贫大集市”百场百家活动澄迈金江
专场启动，龙吉贡米、桥头地瓜、翔泰
鱼片、新鲜牛肉……众多独具特色的
扶贫产品亮相集市，吸引大批市民前
来选购。活动现场还设置了各乡镇
农副产品展销活动，展出澄迈县贫困
户和扶贫合作社生产的扶贫农副产
品等。活动为期一天，截至当天19
时，现场签约付款及销售总金额已超
75万元，进一步助力脱贫攻坚，为贫
困群众解决实际问题。

本周，海南爱心扶贫网还推出
2019年度十大脱贫榜样特辑——

《扶贫路上闪耀的星》，旨在更好地发
挥榜样力量和示范作用，传播扶贫先
进经验，彰显脱贫榜样力量，进一步
增强贫困群众脱贫致富的信心。目
前已推出万宁市北大镇北大村驻村
第一书记文彤明和保亭黎族苗族自
治县三道镇通下村包村小队长蔡文
婷的扶贫故事。文彤明作为驻村第
一书记，他团结群众、事必躬亲，鼓励
和发动贫困群众利用自家撂荒地和
庭院发展经济，以发展产业助力脱
贫；蔡文婷，大学毕业后毅然返乡投
身扶贫工作。美化亮化村庄、鼓励村
民就业，壮大村集体经济……在她的
带领下，通下村12户贫困家庭51人
全部实现脱贫。

海南爱心扶贫网第58期榜单揭晓
6家爱心单位大宗采购助力消费扶贫

脱贫致富电视夜校
今晚关注惠农超市

本报海口12月22日讯（记者
陈蔚林）第162期海南省脱贫致富电
视夜校将于12月23日20时在海南
经济频道、20时30分在三沙卫视，12
月29日16时20分在海南卫视播出。

在扶贫工作中，海南各地都总结
出了一些行之有效的创新想法和做
法。比如，在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就
有一个“超市”，它不仅有效地帮助贫
困群众扭转了“等靠要”思想，还解决
了当地贫困户和非贫困户互相攀比
等问题。本期节目请到了保亭黎族
苗族自治县副县长金海波做客演播
室，为大家讲解他们的扶贫创新举措
——“脱贫攻坚惠农超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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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省举办退役军人专场招聘会

为退役军人提供
925个优质就业岗位

本报海口12月22日讯（记者刘操 通讯员
王琅）12月22日，2019年海南省退役军人专场招
聘会在海口举行。80余家省内外名优企业现场
招聘，为退役军人提供优质就业岗位925个。

招聘会现场人头攒动，吸引了大批退役军人
求职。相关用人企业分别提供安保经理、物业经
理、项目合伙人、行政主管、党务工作人员等职位。

省退役军人事务厅相关负责人表示，下一步
要继续做细做实退役军人就业创业工作，把退役
军人就业创业优惠政策落到实处。

本次招聘会由省退役军人事务厅、省退役军
人服务中心、省人力资源开发局等部门主办。

海南省驻马店商会成立
本报海口12月22日讯（记者郭景水）12月

21日下午，海南省驻马店商会举行成立大会。
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以来，来自河南省驻马

店市的企业家来琼投资兴业，分布于全省各个市
县。据目前初步统计，驻马店籍企业人士在琼注册
企业300多家，涉及文化、旅游、餐饮娱乐、房地产
开发、农林牧业、种养殖、工商业制造、交通运输、汽
车服务等多个行业，形成了多领域并进的发展势
态。为增强在琼驻马店籍工商业者的凝聚力，促进
在琼驻马店企业的发展，诸多在琼投资兴业的驻马
店籍工商业人士共同发起成立海南省驻马店商会。

海南省驻马店商会首任会长李新立表示，商
会的成立将促进在琼驻马店企业共同发展，推动驻
马店籍在琼企业家和各界人士合作，进一步加强琼
豫两地的经济、人文交流，从而为海南自由贸易试
验区和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建设作出更大的贡献。

近日，定安县富文镇潭陆村村民
曾祥付正在自家养鸡场里忙活。
2017年，曾祥付开始创业。当年，他
靠养鸡和养猪纯收入达到4.3万元，
全家人均年纯收入达到 7100 元左
右，成功脱掉贫困户帽子。

截至目前，曾祥付养鸡数量达到
15000只，许多村民看到他的生活越
来越好，纷纷地上门请教“养鸡经”。
曾祥付共带动村里18户农户发展肉
鸡养殖，其中贫困户2户、低保户 1
户。 通讯员 王丽云 摄

贫困户
当上“鸡司令”

本报万城 12月 22日电 （记者
袁宇 通讯员王清云）海南日报记者
12月22日从万宁市政府相关部门获
悉，为有效解决建筑垃圾存放和处理
问题，日前万宁市建筑垃圾再回收利
用临时加工厂投入使用，为有需要的
企业及个人提供建筑垃圾免费处理，
变废为宝。

在位于北大镇东兴居的万宁市
建筑垃圾再回收利用临时加工厂，海
南日报记者看到，一台大大的粉碎机
正“轰隆”作响，不一会儿，送进机器
内的建筑垃圾就变成可供再次利用

的建筑材料。
“建筑垃圾经过处理后就能再

次利用，比如生产成为环保砖、混凝
土等建筑材料。”该建筑垃圾再回收
利用临时加工厂负责人黄庆聪表
示，该基地占地62亩，8个小时能够
处理1200吨建筑垃圾，年处理量超

过 36万吨，“目前建筑垃圾的资源
化利用可达99%，我们为企业、市民
提供免费处理，把这些废弃物回收
再利用。”

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也有效解
决了建筑垃圾堆放带来的土壤、空气、
水污染等问题。据了解，万宁市正在

创建国家卫生城市和省级文明城市，
该市通过以“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
为原则，设立市建筑垃圾再回收利用
临时加工厂对建筑垃圾进行无害化处
理，并借此对城乡建筑垃圾实现全方
位监督、管理。

黄庆聪介绍，可供回收处理的建

筑垃圾指各类建筑物、构筑物、管网
以及居民装饰装修房屋过程中所产
生的弃土、弃料及其他废弃物。有需
要的企业和个人可对建筑垃圾进行
衣物玻璃类、木质类、金属类、混凝土
块类等简单粗分类后，运送到处理厂
免费处理。

万宁建筑垃圾再回收利用临时加工厂投入使用，对外提供免费服务

这个工厂本事大 建筑垃圾废变宝

《追寻·新时代党员大会》
将于近日播出

本报海口12月22日讯（记者陈蔚林 通讯
员李素云）12月 21日晚，《追寻·新时代党员大
会》第二季特别节目在海口录制完成，来自各行各
业的800余名党员代表参与节目录制。

《追寻·新时代党员大会》是海南首档品牌党
建电视节目《追寻·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的年终特
别节目，由省委组织部、省委宣传部共同主办，海
南广播电视总台承办。该节目以一堂特殊电视党
课形式精彩呈现，围绕“自贸港制度创新”这一主
题，多维度展现了2018年4月13日以来，海南自
贸试验区、自贸港建设取得的喜人成就，特别是在
制度创新上取得的重要突破。

此外，该节目还邀请到全国权威专家进行现
场评析，全面阐释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
应该如何认清形势，提高站位，做到“凝神聚气再出
发、奋发有为再加速、建功立业再突破”；邀请到一
线党员干部以及乡村振兴工作队队员代表等，现场
围绕“我为加快推进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作贡献”
这一主题，介绍新时代党员干部如何提升素质能
力，展现在海南自贸试验区、自贸港建设过程中的
担当与作为。

值得一提的是，该节目利用全息投影技术，将
琼崖革命先辈杨善集“请”到现场，实现了新时代
党员与革命先烈的隔空对话。

根据安排，《追寻·新时代党员大会》第二季特
别节目将于12月26日19时35分在海南经济频
道播出，12月29日22时50分在海南卫视播出。

海口人才夜市“开市”
提供500多个岗位

本报讯（记者邓海宁）12月19日晚，“暖冬
行动”人才夜市公益性招聘会在海口市人力资源
市场举办，当晚进场求职150人次，32人与用人
单位初步达成就业意向。

据悉，此次招聘会共组织了浙江杭开控股集
团有限公司、广东壹号食品股份有限公司等43家
企业进场招聘，提供销售、餐饮服务、人事行政、财
会等553个工作岗位，涉及建筑地产、建材、杂志
社、教育、酒店餐饮、贸易等多个行业。

人才夜市除提供众多岗位外，现场还设置了
“求职者免费推荐工作”“求职者形象指导区”“人
才测评”等区域，为广大求职者提供多维度咨询平
台及后续工作岗位推荐工作。

海口市人力资源市场相关负责人表示，为吸
引更多的企业进场招聘，海口市人力资源市场对
此次报名参加的企业未收取任何费用，并免费制
作和发布了企业招聘信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