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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贫攻坚“创优保优”大冲刺

广告

第164期省脱贫致富
电视夜校今晚播出

本报海口1月5日讯（记者陈蔚林）第 164 期
海南省脱贫致富电视夜校将于 1 月 6 日 20
时在海南经济频道、20 点 30 分在三沙卫视，
1月 12 日 16 时 20 分在海南卫视播出。

近年来，我省在通过产业发展带动贫困户就
业方面取得了良好成绩。在此过程中，我省涌现
了许多爱心企业，它们在帮助贫困户发展的同时，
自身也取得了较好的发展。本期节目邀请到海
南乐东蜜瓜“春姑娘”品牌创始人林学春做客夜
校现场，给大家讲述该品牌是如何一步步发展壮
大，帮助贫困群众增收致富的故事。

海南爱心扶贫网
第六十期榜单揭晓

本报海口1月5日讯（海报集团全媒体中心
记者陈望 实习生李仁虎）1月5日，海南爱心扶贫
网第六十期排行榜公布。海南农垦以620.87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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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36件的累积销
售量在订单排行榜排名第一。

2019年12月26日至31日，有五家爱心单位
和一位爱心人士在海南爱心扶贫网大宗采购，采
购总额37950.4元，分别是海南省干部疗养院（海
南省老年病医院）、海南英大房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中国农业发展银行海南省分行万宁市支行、海
南省军区办公室、海南省托老院和爱心人士陆先
生，采购产品包括澄迈新鲜牛肉、龙泉盐焗鸡、海
燕梦海南花生油、五指山水满润红扶贫红茶、白沙
海供白沙绿茶、乐东尖峰岭天池云雾茶、咯咯香农
家土鸡蛋、儋州腊肠、儋州腊肉。

本报海口1月5日讯（记者郭萃）
海南日报记者1月5日从海口市龙昆
南延长线市政化改造工程项目部获
悉，目前该工程项目主线已基本完
工通车，不仅缓解了龙昆南延长线
与椰海大道十字交叉路口的拥堵情
况，使行人和车辆通行更加快捷安
全，同时还将解决大暴雨导致的城
市内涝问题。

海口市龙昆南延长线市政化改
造工程项目北起椰海大道，南至绕
城高速立交，全长约4.14公里。该
项目在保留现状机动车道和中央隔
离带的基础上，根据规划向两侧对
称拓宽7米辅道、2米机非隔离带和
6米人行道，由原来的35米宽扩建
至60米宽，实行双向六车道，并在
重要路口设置交通红绿灯，在辅道
下铺设雨污水市政管线并重新布设
照明工程。

5日上午，记者沿龙昆南延长线
实地走访发现，该项目机动车道和非
机动车道分离，在靠近绕城高速立交
和椰海大道路段，设置为双向十车

道，同时在龙昆南延长线与椰海大道
交叉口处提前设置右转车道，通过科
学设计和施工，确保车辆安全快速通
行。在龙昆南延长线两侧有多个村
道和小区的出入口，记者看到一些电
动自行车在新建好的非机动车道上
通行，畅通无阻且安全有了保证。

“以前骑电动自行车出来，很担
心疾驰而过的汽车，特别是高峰期，
因为路窄车多，电动自行车和机动车
常常抢道，经过改造后，电动自行车
直接行驶到非机动车道，通行肯定安
全放心。”家住龙昆南延长线旁边薛
村的一位村民说。

此外，该道路经过改造后亮点颇
多，其中雨污实现分流和电缆入沟，
使该道路基础设施建设更加完善。
据了解，该项目解决了原来雨水污水
同流的问题，且雨水方沟施工，按照
应对3年一遇大暴雨的标准设计。
建成后，将有效解决大暴雨导致的城
市内涝、道路被淹等难题。

该项目系海南自由贸易试验区
集中开工项目，预计近期全部完工。

海口龙昆南延长线改造主线完工通车

通行快捷安全 纾解城市内涝

本报海口1月5日讯（记者郭
萃）海南日报记者1月5日从海口
市交通运输和港航管理局获悉，海
口东站站前广场改造提升工程已完
工并初步验收，拟于1月8日试运
行，改造提升后，站前广场道路将实
行人车分流，出租车上落客点移至
海口高铁东站地下停车场，海口汽
车客运总站和东站公交枢纽站的地
下车库停放社会车辆。

海口东站站前广场改造工程完工
1月8日试运行，出租车须停靠地下车场

■ 本报记者 刘梦晓 通讯员 黄祥

“左边那辆农用四轮车是开过来
清理车身的水泥的，右边那辆工程车
轮毂的螺丝松动了，刚换新的上
去。”1月3日，在定安县龙河镇南勋
村，海南日报记者见到了脱贫户陈
崇福。只有一只手臂的他，刚用单
手修理好两辆车。尽管手上还残留
着油污渍，但他眼神中充满了对生
活的热爱，黝黑的脸庞中透露出一
股不服输劲头。

今年36岁的陈崇福，在11岁那
年因事故断了一只手臂，从此落下了

三级残疾。这曾给他的生活蒙上了一
层重重的阴影，小学还没上完就辍学
在家。长大以后，因为身体有残疾，想
外出务工的他，找不到合适的工作。

“我也没什么手艺，只能干苦力
活。”回忆起以前的打工经历，陈崇福
唏嘘不已，最初，他靠着独臂在砖厂里
搬砖，但效率太低，挣的钱还不够孩子
的开销。

“我这个情况不适合长期干苦力
活，只能另辟蹊径学点技术。”陈崇福
开始寻找属于自己的发展道路。在砖
厂打工，经常会遇到工程车、铲车等机
械损坏，没有活干时，陈崇福正好可以

在旁边看维修师傅修理机械，学习修
理技术。

2014年，陈崇福被龙河镇列为建
档立卡贫困户。2016年，学了两年技
术的陈崇福乘着精准扶贫政策的东
风，准备回乡创业开一家农机车维修
店。“刚回来的时候，我还专门找了一
个开维修店的亲戚，跟着他又学了几
个月才开的店。”陈崇福说。

2017年，陈崇福向亲戚借了三四
万元，购买了维修机械需要的设备，同
时，他还借助针对贫困户的贷款政策，
在农信社免担保贷了5万元，用来购
买配件。就这样，陈崇福的维修店正
式开张了。

刚开始维修店的生意很惨淡，许
多人看到陈崇福只有一只手，都不

信任他，生意十分惨淡。就在陈崇
福绝望之际，政府教育扶贫帮他解
决了孩子上学的大难题，减轻了他
的后顾之忧。

面对客源少这个问题，陈崇福
也很无奈，但他相信，只要踏实把活
干好，就一定有出路。有的人半夜
敲门修车，陈崇福从不拒绝；有的人
打电话提出上门服务，陈崇福的第
一反应就是提上工具箱，上门帮车
主解决问题。功夫不负有心人，到
2017年底，陈崇福靠着踏实的干劲
和优良的技术，获得了一批老客的
认可，同时收入增加了，达到了脱贫
标准。

“我现在每个月收入基本都稳定
在5000块钱以上，孩子上学也有教育

帮扶资金，老家的房子也早就改造好
了，生活越过越好，我们一家现在幸福
着咧！”陈崇福说，现在修理店忙的时
候他一个人顾不过来，以后他还想招
个人，扩大修理店的规模，让妻儿过上
更好的日子。

“陈崇福虽然身体上是残疾人，但
是他的自强不息精神给了很多贫困户
精神鼓舞。”南勋村脱贫攻坚中队队长
杜传德说，陈崇福自强不息、艰苦奋斗
的精神已经成了当地人人赞叹的典
范，给其他贫困户脱贫起到了良好的
示范带头作用，而龙河镇也通过加大
对脱贫典型的宣传，激发贫困户脱贫
的内生动力，让贫困户从“要我脱贫”
变为“我要脱贫”。

（本报定城1月5日电）

定安村民陈崇福只有一只手臂，却开办农机车维修店脱贫

“独手”修车“有一手”

本报海口1月5日讯（记者计思
佳 邓海宁）针对近期接连发生的水
泥罐车伤人亡人事故，1月5日上午，
海口市召开全市混凝土搅拌站和运
输企业约谈会，24家混凝土搅拌站
及相关运输企业主要负责人参加会
议。会议要求加强货运装载源头管
控，严防重特大事故发生。

道路交通安全整治要突出抓好
“人、车、路”三方面工作。会议强调，
各混凝土搅拌站及其运输企业要自
觉履行源头治理职责和企业主体责
任，加强驾驶员安全教育，做好车辆
安全检查，严格规范管理现场作业，
立即开展自查自纠，深入开展事故隐
患排查治理。属地政府和行业主管

部门要落实属地监管职责和行业监
管职责，开展安全生产专项检查，对
逾期和违规生产作业的企业和车辆
进行整顿，对违法违规企业和行为加
大惩处力度。各区、各部门和企业要
充分利用现代多媒体手段深入开展
道路交通安全知识和法律法规宣传
工作。住建、交通、交警等行业部门

要加大对违法违规行为的曝光力度，
定期开展道路交通安全知识学习培
训，确保安全教育入脑入心；优化改
进绩效考核体系，将事故指标列入绩
效考核中，倒逼企业和驾驶员提高安
全生产重视程度，从源头遏制泥罐车

“多拉快跑”的乱象。
此外，海口公安交警组织警力正

在全市范围内开展重点车辆整治工
作，以客货运、危化品车辆交通违法
行为突出的路段为重点，通过设卡拦
查和流动巡查、定时整治和错时整治
相结合的方式，严查“两客一危”、大
货车超载超限等交通违法行为，强化
道路交通秩序管控，形成交通违法严
查高压态势。

中国邮政发行《庚子年》
特种邮票贺新春

本报海口1月5日讯（记者陈雪怡 通讯员陈
佳佳）1月 5日，中国邮政发行《庚子年》特种邮
票。当天，海口市邮政分公司在海口明珠广场举
办专场发行活动，特邀我国第二轮生肖邮票中的
鼠、虎邮票设计师李庆发，第五套人民币设计师曲
振荣到场进行签售，现场还提供抽奖和加盖纪念
戳等特色服务，吸引不少市民到场选购。

《庚子年》特种邮票1套 2枚，图案内容分
别为子鼠开天、鼠兆丰年，全套邮票面值为2.4
元。邮票由我国著名艺术家韩美林担纲设计，
邮票第一图为“子鼠开天”，一只形象可爱的老
鼠腾空跳起，抬头望天，奋力咬破混沌，寓意民
间传说中的“鼠咬天开”，同时老鼠跳跃的姿态
也寓意鼠年生活节节高之意；第二图为“鼠兆丰
年”，两只大老鼠带着萌动可爱的小老鼠侧身远
望，身边是寓意丰收的花生，表情欢喜、得意，
寓意2020年五谷丰登，生活幸福美满，也包含
鼠到福来含义。

发行当日起，广大市民可在全省的26个集邮
网点购买和通过中国邮政集邮网厅线上下单。

海口约谈混凝土搅拌站及相关运输企业主要负责人

从源头遏制泥罐车“多拉快跑”乱象

“1864熊猫巡展”
在海口万绿园开幕

本报海口1月5日讯（记者邓海宁）1月5日，
由海口市政府、世界自然基金会（瑞士）北京代表
处（WWF）、深圳市一个地球自然基金会（OPF）
联合主办的“1864熊猫巡展”在海口万绿园举行
了巡展开幕仪式，将通过在海口开展的系列活动，
展示海口的自然历史风情与生态文明建设成果，
向广大市民游客宣传文明旅游理念，倡导共同呵
护海口市优良的生态环境。

当天海南日报记者在万绿园会场看到，展览
除了用文字与图片介绍大熊猫保护的历程和成果
之外，还展出来自国内外数十位摄影师的摄影作
品，号召公众关注海洋塑料问题，吸引了众多市民
和游客驻足了解。

据悉，“1864熊猫巡展”将展至1月15日，巡
展分为万绿园主会场展示、海口市民游客中心分
会场展示，以及在海口市第二行政办公区、海口美
兰国际机场、钟楼、骑楼老街、五公祠、美舍河国家
湿地公园、五源河国家湿地公园、海口市国家帆船
基地公共码头、友谊阳光城等地举办熊猫快闪打
卡活动。

近日，高空俯瞰海口市海秀快速路二期项目。
目前，该项目累计完成桩基1105根，占比97.5%；下部结构完成

121座，占比90.2%。据了解，海秀快速路二期工程位于海口市秀英区
长流组团内，为海秀快速路一期工程的西延伸线，西起粤海大道，东至
长滨路，全长约4.4公里，高架主桥全长约3.7公里，总投资达14亿元。

本报记者 张茂 摄

社会车辆可利用站前“即停即走”车道接送旅客

有长时间停车需求的市民，必须停靠在海汽客运总站或东站公交枢纽站的
地下停车场

通行
停车
方案

出租车必须到海口东站和海汽客运总站的地下车场上下客，站前路不允许
出租车停靠，车道仍使用现有出租车专用车道

旅客可通过地下通道，快速进出高铁东站、海汽客运总站和东站公交枢纽
站，也可在地面通过人行斑马线在3个站点间换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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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口：

海秀快速二期，快速推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