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科技人才引领
农民致富有信心

“等到叶子爬上了棚顶，果子挂出
来的时候院子里肯定很漂亮，跟着咱们
的‘帮扶’一起干不会错！”家住东方市
板桥镇高园村的村民李金山一边悉心
照料家中的百香果种苗，一边憧憬家中
的美景。而他口中的“帮扶”正是板桥
镇的副镇长张建斌，同时也是一名科技
特派员。

“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张建
斌是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热带生物技术
研究所副研究员，自2018年底到东方市
板桥镇挂职科技副镇长以来，成为东方
市选派的一名科技特派员，先后带领村
民解决了不少农业种植方面的“疑难杂
症”。特别是茄子“死苗病”综合防控种
植技术示范基地的建立，让困扰村民多
年的问题得以有效解决，张建斌也因此
成为当地村民信赖的“土专家”。

“茄子原本是一种经济效益高的农
作物，却因为土壤本身的原因，使得当
地的茄子在种植过程中容易出现枯萎
病、青枯病、黄萎病等多种‘死苗病’，不
但种苗死亡率高，茄子的品质也容易受
到影响，许多农户因此束手无策。”张建
斌说。

为此，在当地政府的支持下，张建斌
组建技术团队，在新园村建立茄子“死苗
病”综合防控种植技术示范基地，并直接
带领当地贫困户种植茄子嫁接苗，通过
引入茄子嫁接苗新品种和土壤改良与化
学防治的方法，成功防治茄子的“死苗
病”并取得良好成效，不仅将“死苗病”发
病率控制在0.1%以下，而且产量高，品质
好，经济效益明显提高。

在东方，像张建斌这样通过手把手
教学，心对心帮扶的科技特派员并不是
个例。据统计，2019年以来，东方市共在
36个贫困村庄成立了11支共215人的
农村技术帮扶团队，其中包括科技特派
员40余名，把科技服务送到贫困村，让越
来越多的贫困户甩掉“穷帽子”，走上脱
贫致富路。

“通过科技人才的引领作用，能有效
帮助贫困农民转变思想观念，提高农业
致富技能。”东方市工业科技信息化局副
局长袁洪表示，近年来东方市积极落实
海南省“三区”科技人才选派工作，并结

合当地实际情况通过科技副乡镇长派遣
计划项目的实施，以及科技特派员贫困
村全覆盖的做法，把农户需要的种植知
识传递到田间地头，让越来越多的农民
感受到科学技术实实在在的力量。

科技企业带动
农村焕发新活力

“跟着科学走，生活有盼头。”日前，
在海南中正水产科技有限公司与东方亿
鑫水产品有限公司共同合作的养殖基地
里，新龙镇贫困户李玉芳正在挑拣青
虫。在李玉芳看来，掌握了科学技术，
无论是养殖还是销售，都更有“钱”景。

贫困村群众脱贫致富，发展产业是
关键，而科技型龙头企业的带动更是至
关重要。

一直以来，东方市始终牢固树立“科
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和“质量兴市”的
科学理念，按照“抓经济、靠科技，抓科
技、促质量”的原则，以科技为先导，积极
引进海南中正水产科技有限公司、东方
上彩现代农业有限公司、海南北纬十八
度果业有限公司等科技型龙头企业，通
过企业的带动，促进农业增效农民增收，
为农村经济发展注入更多的新活力。

“作为一家水产种业科技型企业，同
时也是海南省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我
们依托自身的专业优势，通过‘现代水产
园区+合作社+贫困户’的帮扶模式，以吸
纳务工及入股分红的方式，为当地贫困
户增加收入。”海南中正水产科技有限公
司副总经理宋永强介绍。

不仅如此，东方市还鼓励企业与高
等院校、科研院所开展多种形式合作；支
持和鼓励骨干企业建立新技术、新产品
研发中心；引导企业和科研院所开展技
术对接与合作；支持和引导骨干企业开
展新技术的应用和创新研究，鼓励企业
开发新技术、新产品。

2019年 3月至4月份期间，在东方
市委、市政府的积极推动下，“海南正源
水产院士工作站”和“海南晨海水产有限
公司院士工作站”两家院士工作站相继
在东方市揭牌成立，成为东方市产学研
合作的技术聚集地和成果转化地，这不
仅为东方市当地产业的发展提供强有力
的科技后盾，同时也标志着东方市在高
质量“招才引智”，助推当地产业发展上
迈出了坚实的步伐。

提高“造血”功能
增强发展内生动力

扶贫重在“扶志”和“扶智”，只有
让农民自己掌握科技知识和本领，科
技才能在农村落地生根，脱贫才能更
持久有效。

为此，除了派驻科技特派员贴心帮
扶、联合驻市企业积极开展科技帮扶以
外，东方市还通过大力推进“农业科技
110”服务站建设，组织开展各类科技培
训活动、科普活动月活动，以及科技扶贫
示范“百村千户”创建工作等多举措，不
断提升贫困地区、贫困群众的“造血”功
能，增强贫困地区发展的内生动力。

东方市工业科技信息化局相关负责
人介绍，接下来将结合东方市扶贫工作
重点继续开展各项实用技术培训，包括
实施农村脱贫致富带头培养计划。根据
东方市各乡镇产业发展需求，采用面授
与田间指导相结合、理论与实践相结合
等灵活多样的教学方式，以专业大户、家
庭农场主、农民合作社带头人、农业企业
骨干等为主要培育对象，培养一批农村
脱贫致富带头人，使贫困乡村有一批能
够示范指导和带动特色产业发展的“技
术型”人才。

另一方面，依托东方市广大的科
技服务队伍以及“农业科技 110”服务
体系，组织全市科技带头人、农业科技
110服务站技术人员，采取技术培训、
技术咨询、现场指导等方式，根据贫困
户的培训意愿和市场需求，有针对性
地组织开展以特色产业为主、传统种
植业为辅的农业实用技术培训班。此
外，与东方市就业局、东方市农业农村
局等单位，以及重点企业联合开展技
能培训班。

此外，加快落实“百村千户”的项目，
以科技示范村建设为重点，推动瓜菜、
水产、花卉、热带水果标准化生产，加快
推进实用技术成果转化，从而激发广大
贫困群众学习和运用科技知识的积极
性，真正走出一条科技脱贫的新路子。

（本报八所1月7日电）

东方市以科技特派员、科技型龙头企业为主要抓手，多举措助力脱贫攻坚出实效

科技扶贫到田头 农民致富有奔头
■ 容朝虹

本报记者 林书喜

“有专家亲自指
导，品质有保证，销量
不用愁，而且收入翻
番，我们种植农产品
更有信心了！”1月3
日下午，位于东方市
板桥镇新园村的茄子
“死苗病”综合防控种
植技术示范基地内，
村民麦贤涯正在仔细
观察茄子的生长情
况，曾经因为不懂农
业种植技术导致成本
都收不回的他，如今
在政府和科技特派员
的帮扶下干劲十足，
逐渐成为一名掌握科
学技术的新型农民。

科学技术是第一
生产力。近年来，东
方市充分发挥科技在
精准扶贫、精准脱贫
中的支撑引领作用，
创新扶贫方式，以科
技特派员、科技型企
业为主要抓手，运用
科学技术提高农民的
科技素养，激发贫困
地区群众创业致富的
主动性和积极性，促
进科技扶贫与贫困地
区、贫困群众有效对
接，不断提高“造血”
功能，引导贫困地区
群众依靠科技富起
来，为打赢脱贫攻坚
战夯实科技基础。

⬆ 科技特派员张建斌在基地
内指导村民种植。

⬅ 基地内茄子长势喜人。
本组图片均由 容朝虹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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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从源头遏制水泥罐车“多拉
快跑”乱象，海口市1月5日召开了全
市混凝土搅拌站和运输企业约谈会，
对24家混凝土搅拌站及相关运输企
业进行约谈。海南智海混凝土有限公
司相关负责人表示，将在工地全区范
围内加装全覆盖监控摄像设备，对运
输车辆定期进行全面安全检查，并加
大对司机的安全培训。

针对夜间货车交通违法特点，海口
公安交警在市区进出城主干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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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外，今年，海口交通执法部门治
超工作将进一步加强货运源头的监管
力度。将会同交警、公路等部门，加强
矿山、水泥厂、港口、物流园区等货物集
散地排查，确定重点货运源头单位。海
口交通执法部门将会同有关部门加快
推进运输企业、从业人员、营运车辆的
数据库建设，加强数据交换与共享；大

力推进道路运输企业信用体系建设，对
超限超载行为建立信用记录，将运输企
业相关信息，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
示系统进行公示，纳入国家统一的信用
信息。

不少市民也建议，应该加大对水泥
罐车肇事司机的处罚力度，如造成重大
事故应追究其刑事责任。在水泥罐车
车身设计方面可以效仿洒水车，在其行
驶期间播放音乐来提醒路人，以减少事
故的发生。

（本报海口1月7日讯）

盲区大、重心高、易侧翻，“多拉快跑”、超载超速监管难

水泥罐车为何频频变“祸”车
百姓话题

■ 本报记者 郭萃

2019 年 12 月 31
日，海口市南海大道一
水泥罐车侧翻致5人当
场死亡；1月1日海口市
侨中隧道口一水泥罐车
与电动车碰撞致1死 1
伤；1月2日，海口市琼
山大道一辆公交车被水
泥罐车剐蹭，玻璃几乎
全部破碎……连续3天
发生的3起由水泥罐车
引发的交通事故，再次
引发人们对水泥罐车、
货车等车辆行驶安全的
关注。

水泥罐车肇事为何
屡禁不止？业内人士表
示，除了水泥罐车体重
大速度快，部分驾驶员
驾驶不规范等原因外，
水泥罐车的盲区大、重
心高、容易侧翻也是引
发事故的重要原因。

目前，海口已对全
市混凝土搅拌站和运输
企业进行约谈，海口公
安交警组织警力加强路
面巡逻布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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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口交通执法部门
治超工作也将进一步加
强货运源头的监管力
度，对超限超载行为建
立信用记录。

据了解，自2019年7月1日起，海
口调整原来施行的货车通行通告的内
容，调整后货车限行区域为东至滨江路
（含），西至丽晶路、丘海大道（不含），南
至椰海大道（不含），北至海岸线形成的
闭合区域内所有道路，含海甸岛。

因生产、生活等需要在限行时间、
区域和路段通行的工程建筑运输类货
车，需办理临时通行证，允许通行时间
为每天9时30分至16时和20时至次
日6时。此外，滨江路、海秀快速路、长
天路、国兴大道4条路段，24小时禁行。

然而，无论禁行或非禁行时间，海
口中心城区的道路仍会有水泥罐车呼
啸而过的身影，多数司机均对水泥罐车
表示反感甚至畏惧，多选择避开或者超
车。

“水泥罐车体积大，从来不让车，
在水泥罐车周围行驶觉得很危险，如
果等红灯时恰巧要停在它旁边，我都
会空出一个车位。”海口私家车主尹鹏
飞说。

海口出租车司机王师傅也有同感，
“白天还好些，晚上在非禁行时间段，水

泥罐车的车速非常快，行车时见到水泥
罐车，能躲则躲。”

一位曾经驾驶过水泥罐车的司机
透露，面对市民对水泥罐车的反感，他
很无奈，但也能理解。“个别司机在驾驶
时确实肆无忌惮，但大多数还是会遵循
安全至上的原则，在行车路上转弯时会
格外注意并减速通过，一般城市道路的
行车速度多控制在50公里/小时至60
公里/小时，但如果行驶在滨海大道等
车辆较少的路段车速有时会达到80公
里/小时。”

水泥罐车为何频频成马路杀手？
行人应该如何避免？海口交通专家表
示，视觉盲点、刹车难、易侧翻、车体无
防护、流动性大、管理乱、司机开车习惯
差是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

“无论是大型车辆还是小型车辆，
都存在内轮差和视野盲区。”海口交警
指出，大型车辆右转弯时，内轮差和视
野盲区尤为明显。

水泥罐车体积庞大、车身高，而且
转弯半径大，在行驶过程中如果不谨慎

行驶或有些司机麻痹大意，就很可能会
造成交通事故。“水泥罐车左右边梁都
是盲区，右拐时右边的盲区比较大，至
少有1.5米高。假设当一个行人与水泥
罐车车头并行时，水泥罐车驾驶室内的
司机会完全看不到行人。在车两侧没
安装防护栏的情况下，货车右转时很容
易将行人卷入车轮，因此在右转的时候
行人至少要与车辆保持1.5米的距离，
而且不能太靠近驾驶室，这样货车司机
才能通过后视镜看到行人。”

同时，水泥罐车本身就重，车体重
心较高，而且罐体在车行驶时不停晃
动，加上司机“多拉快跑”，很难刹车，高
速转弯也容易侧翻。而且有些水泥罐
车是由私人购买，然后挂靠相关企业，
这使得车辆的流动性很大，管理起来也
有难度。

另一方面，业内人士透露，水泥罐
车司机的工资通常是底薪加提成，提成
是按出车次数算的，因此很多司机都是
超速超载，造成安全隐患。

水泥罐车让人避之不及

“多拉快跑”危险系数大

多措并举开展整治工作

本报海口1月 7日讯 （记者邓海
宁 特约记者陈世清 通讯员林馨）1月7
日，海南日报记者从海口市公安局交警
支队获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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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始试运行，该支队就进出站、停车引导
交通组织发布出行提示。

据了解，改造提升后，高铁东站地下
车库为出租车专用车库，海汽客运总站
和东站公交枢纽站的地下车库为社会车
辆专用车库。所有到高铁东站或海汽客

运总站接送客的出租车一律到该站的地
下车库上下客。

为缓解地面交通拥堵情况，海口
交警建议有换乘需求的旅客通过自
动扶梯等交通设施到达地下一层后，
根据各自的目的地选择相应换乘通
道，实现 3个站点间的便捷换乘。除
了地下通道，旅客可在地面通过人行
斑马线在 3个站点间换乘，人行斑马
线也将增设交通信号灯，有序管理人
流、车流。

海口高铁东站站前广场今日试运行

这份人车通行指南请拿好

进站流线

出租车沿丁村一横街右转进入丁
村二路，进入高铁东站地下出租车场
负二层落客；旅客下车后，进入旅客集
散厅，集散厅内有垂直电梯与扶梯，可
到达东站地面广场

离站流线

载客出租车进入高铁东站地下车
场负二层落客后，可以选择离场或进
入蓄车排队等候区；空载出租车入场
后可直接进入蓄车排队等候区；从高
铁东站出站需搭乘出租车的旅客，通
过出站口前方的通道至地下车场负一
层，进入排队候车区搭乘出租车离开；
出租车离场时，沿离场通道行驶，通过
海汽客运总站地下车场出口离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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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租车进站流线

前往海汽客运总站的出租车从海汽客运总站地下车场入口驶入，
在地下车场落客后待客或直接离场，旅客下车后通过地下通道出口到
达海汽客运总站地面广场

出站流线

离开海汽客运总站需乘坐出租车的旅客，从车站出口出站后，通过
出口左侧方的地下通道进入地下车场候车区乘坐出租车离开

社会车辆流线

社会车辆需停车上下客的，可在丁村一横路即停即走（限时3分
钟）；有长时间停车需求的车主，需停靠在海汽客运总站或东站公交枢
纽站的地下停车场，车库出入口有明显标识。停车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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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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