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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10月26日，海口秀英区永
兴成果展暨永兴镇第一届火山泥塑创意
创作大赛在永兴电商扶贫中心举行。当
天，以当地的民宿、餐饮、乡村旅游点等
从业人员为主组建的互助组织——永兴
产业联盟正式成立。依托这一联盟，大
家将共享商机、资源整合，同促永兴旅游
产业蓬勃发展。而这一切都离不开一家
琼台合资企业的努力，那就是海南阿凡
达人力资源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据悉，为助力旅游产业发展，2019
年4月以来，永兴镇政府引进台湾地区
专家团队入驻，开展各类产业辅导技能
培训课程，引导并启发当地企业、村民利
用现有资源投入乡村旅游建设。“我们通
过开展农文旅技能培训和辅导，让大家

学习先进的旅游管理理念，同时教授他
们发展第二产业，学会就地取材，开发特
色旅游商品，打造全新旅游品牌，带动创
收。”海南阿凡达人力资源服务股份有限
公司总经理蔡玲霞说。

蔡玲霞说，在台湾，这一理念被叫做
地方创生。换句话说，地方创生是在地
文化加上时代新价值共同孕育的综合
体。“追求的是新的生活、新的生产。”蔡
玲霞表示，这是以年轻人为主力，并结合

在地公益组织共同运营，一齐探索未来
乡村给予现代人生活的价值，尤其必须
设法协助民众的生活朝向更健康、更乐
活。“海南和台湾地缘相近、人文相通，其
独特的区位优势及极富特色的人文风
采、地景地貌、工艺传承等符合‘地方创
生’基础。目前，除了永兴镇，我们还与
海口市的三江镇、大致坡镇、演丰镇开展
了合作。”

合作过程中，海南阿凡达公司在深

入调研当地特色物产及乡村旅游资源基
础上，安排台湾地区的8名农旅文专家定
期到4个镇开展各类产业辅导技能培训
课程，引导并启发当地业者、村民、贫困户
等如何利用现有资源投入乡村旅游建
设。“以永兴镇为例，我们培训当地群众利
用本地应季水果制作黄皮饼干、百香果酱
等全新特色旅游商品，吸引不少游客观赏
和品尝。还有，辅导村民利用彩色塑泥和
火山石搭配创作小熊维尼、小姑娘、修道

者、大公鸡等火山泥塑作品，通过就地取
材的树枝、瓦片等创意制作火山泥塑工艺
品，形成特色旅游商品。”

2019年度海南阿凡达公司在永兴
镇交出一份这样的成绩单：带动稳定就
业人数10人、新增就业人数10人；雇用
贫困户就业人数10人；辅导与带动地方
产业成立产业联盟（永兴休闲农业观光
发展协会），目前已吸纳会员50家（企
业+个人）；受辅导产业厂商的营业额平

均每家增加7万元；促进民间投资金额
2000万元；带动观光旅游、踩线体验、交
流观摩6.2万人次；建立与带动农文旅乡
村旅游服务示范点4个……

“由此可见，培训和辅导已初见成
效。”蔡玲霞说，市民游客到了永兴镇，可
以吃永兴农家乐，住火山民宿，游永兴美
景，体验DIY泥塑，购文创产品，实现“食
宿创游娱乐购”一站化旅游体验，“对贫
困户来说，通过我们的培训，可以学会一
技之长，通过制作文创产品得到‘真金白
银’的收入，增强了脱贫的内生动力。未
来，我们希望在海南更多的乡村开展合
作，通过嫁接台湾的好经验、好理念，助
推海南的乡村振兴。”

（策划/江城 文字/江城 何光兴）

民企人才创新创业在行动

海南阿凡达人力资源服务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蔡玲霞：

以“地方创生”助力乡村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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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海口1月6日讯（记者邓海
宁 特约记者陈世清 通讯员林馨）1
月6日，海南日报记者从海口市公安
局交警支队获悉，为进一步加强海口
货车交通秩序管理，严格落实道路交
通安全事故预防措施，连日来，海口
市交警支队组织警力加强路面巡逻
布控，持续全天候布警、全区域管控
勤务机制，采取路口设卡盘查、路段
巡逻查控警务模式，重拳整治货运车
辆严重交通违法行为。

据了解，针对夜间货车交通违法
的特点，海口市交警支队在海口市区
进出城主干道、城郊结合部位、国省

道等路段设立卡点，采取货车等重点
车辆逐车盘查措施，并在中心城区主
要道路安排铁骑警摩编组分片闭环
巡逻，全区域覆盖、多时段巡控，严格
查处货车交通违法行为。

1月5日晚，海口交警在货车交
通违法整治行动中共计现场检查货
车800多辆，查处各类交通违法行
为499起，其中酒后驾驶2起、涉嫌
醉酒驾驶1起、货车超载7起、货车
违反禁令通行12起、货车其他违法
行为201起、电动自行车不戴安全
头盔等违法行为110起、其他交通
违法行为166起。

海口交警提醒大型货运、危化品
运输企业及其车辆所有人，要坚决落
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认真落实车辆
安全防护制度，安装车身360度视频
摄像传输、雷达预警安全系统，主动
消除驾驶视觉盲区、内轮差等交通安
全隐患，有效避免交通安全事故。同
时，广大货运车辆驾驶人驾车出行要
自觉遵守交通法规，切勿实施超限超
载、疲劳驾驶、非法改装等交通违法
行为，否则将被依法严查惩处，引发
严重交通事故构成交通肇事罪的将
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并承担相应民
事责任。

全天候布警 全区域管控

海口重拳整治货车交通违法行为

本周后期琼岛降温有雨
本报海口1月6日讯（记者郭萃）海南日报记

者1月6日上午从海南省气象台了解到，预计本周
前期琼岛中东部地区有分散小雨，北部和中部的局
地早晚有雾；中期东北半部地区有小阵雨；后期全
岛有小雨、局地中到大雨，各地最高气温下降。

陆地方面，预计1月6日-7日，受东南气流影
响，全岛多云，中东部地区有分散小雨，北部和中
部局地早晚有雾。最高气温27-30℃，最低气温
20-23℃。

8日-11日，受弱冷空气扩散影响，全岛以多
云天气为主，北部、中部和东部的局部地区有小阵
雨。最高气温北部、中部和东部地区24-27℃，西
部和南部地区27-30℃；最低气温中部地区16-
18℃，其余地区18-21℃。

12日，受南支槽和弱冷空气共同影响，全岛
多云间阴天有小阵雨、局地中到大雨。最高气温
五指山以北地区22-25℃，五指山以南地区25-
28℃；最低气温变化不大。

海洋方面：预计1月6日-12日，北部湾海面，
海南岛四周海面，西沙、中沙和南沙群岛附近海
面，风力5-7级，其中11日夜间-12日，北部湾海
面、海南岛西部和东部海面、琼州海峡，多云有阵
雨，有雨时阵风7-9级。

本报海口1月6日讯 （记者尤
梦瑜）农历新年即将到来，大街小巷
的过年气氛越来越浓。海南日报记
者近日从省委宣传部获悉，从本月起
至4月底，我省将举办一系列精彩的
文化文艺活动，丰富群众节庆生活的
同时，为海南自由贸易试验区、中国
特色自由贸易港建设凝心聚力，营造
火热氛围。

2020年 1月，中央有关宣传文
化部门和文艺院团将来到海南为广
大群众送来高水准的文艺演出和文
化活动。中央芭蕾舞团将前往临高
县献上芭蕾精品演出；中国文联、中

国剧协将前往白沙黎族自治县、海
口市秀英区为大家奉上精彩文艺演
出，中国文联、中国书协还将在白沙
举办送春联、送福字活动并举办公
益讲座。

在海口，一系列精品文艺演出、
艺术展览等将举行。中央芭蕾舞团
芭蕾舞剧《鹤魂》以芭蕾艺术谱出一
曲天人合一的青春赞歌；2020年《琼
剧春晚》为戏迷们打造梨园盛会。海
南戏院“周末剧场”惠民演出、2020
年海南省军民迎新春联欢晚会、海南
省歌舞团迎新春文化惠民演出、海南
省民族歌舞团迎新春文化惠民演出、

琼剧《木棉花开》等惠民文化活动将
接连登场，让广大群众在浓浓的文化
氛围中度过新春佳节。

不仅如此，维也纳皇家交响乐团
2020新年音乐会、乌克兰儿童芭蕾
《白雪公主和七个小矮人》、俄罗斯芭
蕾舞剧院《天鹅湖》《胡桃夹子》、西班
牙佛拉门戈舞剧《卡门》等一系列商
业演出也将为海南观众带来别具一
格的文化体验。

在新年之际感受温暖与温情，
1月，“感动海南”2019十大年度人物
颁奖典礼、海南“最美退役军人”“最
美拥军人物”发布会、“新时代农民工

最美”2020年海南省农民工年夜饭
活动暨2019年最美农民工表彰晚会
等也将相继举办。

进入2月，“中华情中国梦”新春
游园活动、元宵节文艺演出、“请到海
口‘做年’——琼北年俗大集活动”将
在海口热闹亮相。

在博物馆里过大年近年来成为
时尚。据悉，海南省博物馆、中国（海
南）南海博物馆将为广大游客和市民
带来第二届南溟动漫节、海南渔家文
化展、古罗马海港的传说等独具匠心
的展览活动。

2020元旦春节期间下基层电影

放映活动将于1月24日至2月8日
举行，海南省电影有限公司将走进
乡村、社区、广场等地放映150场次
电影。

值得一提的是，我省将在此期
间，积极组织“我们的中国梦”——
文化进万家活动，由省直宣传文化
部门和省直文艺院团组成的文化文
艺小分队将赴基层，特别是贫困县、
乡镇、贫困村，及新时代文明实践中
心建设试点单位，开展歌舞表演、戏
曲表演、文化讲座、音乐会、曲艺表
演以及送书画下乡、电影展映等232
项活动。

我省春节前后将举办丰富文化活动

精彩文艺大餐等你享用

本报海口1月6日讯（记者张
期望 通讯员王鹏飞）1月5日，海口
市美兰区灵山镇群山村乡村振兴
工作队联合海南省潮汕商会党支
部开展“不忘初心 与爱同行”春节
前走访慰问暖心活动。当天，该商
会向群山村10名老党员和15户特
困群体赠送总价超2万元的物资。

走访过程中，该村乡村振兴

工作队队员、商会成员仔细地询
问老党员、五保户、低保户们的身
体情况、生活状况等，并将大米、
油、面、水果等慰问品送到他们手
中。在走访慰问活动后，潮汕商
会党支部还与群山村党支部、乡
村振兴工作队就如何进一步开展
好党建工作、乡村振兴建设展开
了探讨。

据介绍，自2012年6月成立至
今，潮汕商会通过开展系列公益慈
善活动，大力践行企业社会责任和
担当。群山村乡村振兴工作队负
责人称，举办此次走访慰问活动，
就是为了让群众感受到政府和企
业的温暖，鼓励他们克服困难、树
立信心，找到发展路径，让生活越
过越好。

海南潮汕商会下乡开展慰问活动

向老党员和特困群体送暖心物资

春节前 暖人心

本报海口1月6日讯（记者张期
望 通讯员莫招君 王聘钊）欢乐舞蹈
迎父老乡亲，袅袅歌声唱乡村振兴。
1月6日下午，由海南省歌舞团、海口
市美兰区三江镇政府主办的“我们的
中国梦·文化进万家”文艺慰问活动
在该镇新时代文明实践所上演。

当天，演出现场座无虚席，欢乐
的歌舞《美好新海南》拉开了演出序
幕。《不忘初心》《我和我的祖国》等歌

曲联唱，唱出了海南人民敢闯敢试、
敢为人先、埋头苦干的特区精神，《万
紫千红》《建设者之歌》等舞蹈尽显文
化魅力，演员们精彩的演出赢得了现
场阵阵掌声和喝彩。

据了解，此次演出由美兰区新时
代文明实践中心联合三江镇政府、三
江镇乡村振兴工作队共同推出，把慰
问农村群众和文化振兴工作相结合，
提升农民的文化修养。

海口美兰区举办慰问演出

文化活动滋润百姓生活

琼岛冬日，温暖如春。
近日，三亚水稻国家公园
2020迎新花会启幕，吸引
游客前来游览。

三亚水稻国家公园在
今年元旦至元宵期间，举办
格桑花节、百日菊节、荷花
节、紫荆花节等，通过丰富
多彩的花海景观、炫彩灯
会、农耕体验、旅拍抽奖等
形式，形成独特的水稻国家
公园花卉文化 IP，吸引更
多市民游客共赴这场美丽
吉祥的迎新花会，欢度新春
佳节。

本报记者 武威 摄

不负花期

临高实现
幼儿园“明厨亮灶”全覆盖

本报临城1月6日电（记者张惠宁）海南日报
记者近日从临高县有关部门了解到，至2019年末，
临高已经实现全县123家学校幼儿园食堂“明厨亮
灶”安装，“明厨亮灶”安装使用率达到100%。

“明厨亮灶”是“阳光餐饮+智慧监管”的第
三代校园食堂监管模式，打开手机APP“阳光餐
饮”即可随时查看各个学校食堂后厨的卫生情况
以及整个做菜备餐的流程，发现问题还可以即时
方便保留证据投诉。市场监管部门和家长等社
会公众可以足不出户随时随地了解查看食堂的
后厨情况。

2018年7月25日，临高对全县学校食堂安全
风险隐患进行拉网式专项大排查，对其中发现存
在问题的84家学校（幼儿园）食堂，如面积不达
标、功能布局不合理、设备设施老旧、三防措施不
到位的情况，临高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开展食堂整
改提升专项整治工作。截止2019年12月30日，
全县需要整改的食堂已经全部完成整改，同时在
此期间有新增持证学校食堂，全县食堂持证总数
达到123家。食堂达标率为100%。

本报讯（记者张期望 特约记者
梁崇平）近日，在海口市江东新区瑶城
村，经过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专家博
士团队半年多的努力，150亩原本撂
荒的低产田里，长出了嫩绿的玉米苗、
大豆苗。今后，这片基本改良好的低
产田将发展绿色无公害观光农业，成
为江东新区内“海南控股瑶城”美丽乡
村项目建设的主要部分。

瑶城村内的这片土地有机质含
量低、土地板结、养分贫乏，部分土地
存在酸度和盐分较高的情况，作物产
量低下，造成长期撂荒。2019 年 4
月，中国热科院40多名专家、博士组
成的服务团队开始改良这片低产田，
目前土壤改良工作已基本完成，开始

种植第一茬玉米和大豆。工作人员
将通过玉米和大豆秸秆还田、大豆固
氮等方式继续保育土地。第一茬农
作物收获后，将有针对性地对土壤再
次进行改良。

据了解，“海南控股瑶城”美丽乡
村项目由海南省发展控股有限公司建
设，是海南控股实施的首个美丽乡村
项目。该项目总用地686亩，总投资
约1.7亿元，2019年7月项目开工建
设，预计在今年3月建成运营。项目
建成后将集民宿旅居、商务办公、农业
体验等于一体。在建设过程中，海南
控股与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合作，利
用优质的种质资源和科学的田间管理
方式，为江东新区打造高品质农田。

助力发展观光农业

专家成功改良江东新区低产田

海口农贸市场
推广新型标价牌
便于商家及时更新价格

本报海口1月6日讯（记者郭萃）近期，由海
口市美兰区商务部门监制的数字磁铁式商品价格
公示牌在该区龙舌坡等农贸市场内推广使用，由
于其美观且便于数据更新得到了市民点赞。

1月3日上午，记者在美兰区龙舌坡农贸市场
内看到，该市场更新后的明码标价牌通体蓝色，上
面显示当天日期、具体销售的品种、瓜菜产地以及
具体零售价。而与以往老款标价牌不同的是，更
新后的标价牌采用了磁铁设计，商家只需要将具
体的印有品种、产地及代表价格的具体数字的磁
铁片贴至标价牌上，即可清晰地显示出当天该摊
位各品种蔬菜的销售价格。不少摊主表示，相比
以往用水性笔在牌子上写价格，新的标价牌十分
方便又美观。

“以往在菜市场很多价格公示牌都相对简陋，
有些是写得不清楚，难以分辨，有些则是价格很久
未改，不具备参考价值。”前来买菜的市民陈芬告
诉记者，“这种磁铁式标价牌使商家更新价格愈发
及时，对市民挑选菜品更有引导和对比的帮助。”

我省试点在农贸市场使用新型LED标价牌

“一摊一屏”显示实时售价
本报讯（记者郭萃）海南日报记者近日了解

到，由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推行的新型LED标价屏
将把海口市金贸文华菜市场作为首个试点，在近
期投入使用。

以往各市场仅会在显眼处或市场顶部悬挂个
别LED屏，滚动显示当天市场部分蔬菜价格，而
该市场将配置的新型LED标价屏将实现“一摊一
屏”，更加直观清晰地显示出各个摊位各品类肉菜
的实时销售价格，为市民选购提供及时参考。据
介绍，目前该项目正在按流程报批，执行后如果效
果良好，或将进一步向全省范围农贸市场推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