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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李磊

“过去一年，我参加全国人大常委
会组织的学习、调研等活动22次，每到
一地，我都对当地脱贫攻坚工作和乡
村振兴战略实施情况格外关注。”5月
11日，站在三亚亚龙湾国际玫瑰谷一
望无际的花田里，全国人大代表、海南
玫瑰谷产业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杨莹
谈起过去一年的履职经历，如数家珍。

对于杨莹来说，鲜花是生活工作中

必不可少的元素。往年赶赴北京参加
全国两会，这位常年和玫瑰花打交道、
一手创办玫瑰谷的代表都会在抵京第
一天，为房间添置一束美丽的鲜花。

杨莹告诉海南日报记者，自2018
年当选全国人大代表以来，她在积极履
行人大代表职责的同时，始终践行“发
展玫瑰产业，带动乡村振兴”的初心。

这些年来，玫瑰谷所在的三亚博
后村不仅在村貌景观方面有了天翻地
覆的变化，不少当地农民也成了企业

的工人，走向了脱贫致富的道路。玫
瑰花销售又带动当地物流业、快递业、
零售业发展，间接带动数千人增收。

作为一名来自海南农业领域的全
国人大代表，杨莹在各种履职调研、学
习中切身感受到农业产业的发展对乡
村振兴的重要性，往年她在全国两会
上提交的代表建议中，内容大多与农
业产业发展和乡村振兴有关。

在去年的全国两会上，杨莹提出
加快农业科技改革创新、加大基层农
业领域技术人才引进培养力度等建
议，迅速得到了国家有关部委的回复，
也得到相关部门的政策支持与肯定。

2020年全国两会即将召开，杨莹
准备提交给大会的建议里依旧离不开

“美丽乡村”“乡村振兴”这些关键词。
杨莹说，过去一年的22次学习

调研中，她通过在全国各地的走访，
认真地撰写了调研报告，并留意这些
调研中发现的问题，为在2020年全
国两会上提出更好的建议做好准备。

杨莹在今年即将提交给大会的建
议中提出，各级政府和有关部门要加
强农村建筑的规划设计，试点建设一
批“花园小镇”“花园村庄”，以此改善
农村人居环境、提升乡村旅游质量，带
动更多村民通过发展旅游业致富。

同时，杨莹在建议中还提出，各级
政府和有关部门要加强城市道路建设
的规划管理，在规划时加大对环境保
护的考量比重，避免因道路反复改扩
建对周围土壤和路边植物群落产生影
响，打造净化、绿化、彩化、亮化、美化
皆备的生态宜居城市。

“玫瑰花开了，乡亲们富了。产业
发展对乡村振兴的重要性显而易见。”
杨莹告诉记者，2020年，她希望借助
海南自贸港建设东风，推动玫瑰产业
升级，计划以更大规模更加现代化的
玫瑰产业，带动更多的乡亲致富，让乡
村更美。 （本报三亚5月13日电）

全国两会前奏·代表委员履职记

■ 本报记者 陈蔚林 通讯员 曾丽芹

“同学，请拿好行李，间隔1米排
队消毒测温。”保安上前帮忙提行李；

“同学，这是你的冰镇绿豆汤，快喝了
消消暑！”食堂工人递上一杯爱心绿
豆汤……

5月13日，海南师范大学迎来首
批返校学生。为迎接学生安全返校，
海南师范大学一手抓疫情防控，一手
抓复学准备，坚持“外防输入、内防传

播”，从组织实施、信息掌握、防控体
系、应急保障、教育服务、舆论引导等
六个方面做好了各项开学准备工作。

根据省教育厅有关要求，海南师
范大学制定了“两案十制”（开学方
案、应急预案和人员动态摸排及信息
报告等10项制度），实行全校师生的
疫情防控工作“日报告”和“零报告”
制度，并通过开展“一学生一电话”专
项活动，精准摸排学生信息，通知返
校流程和注意事项。

此外，该校还开展了突发新冠肺
炎疑似病例应急处置演练，制定了手
机点餐、打包、限量堂食相结合的用
餐方式，加强了校园管控和清洁消毒
力度。值得一提的是，该校后勤部门
还通过“线上接单”的方式，提前为返
校学生晾晒了5000余张被褥，暖心
的服务获得学生点赞。

海南师范大学相关负责人介绍，
学校第一批返校学生为即将毕业的
本科生和研究生，约3500余人。学

生返校当天，由学校职能部门和各学
院教师组成的校外接待小组，分别在
美兰机场、海口火车站、秀英港、新海
港、南港，24小时轮班接待返校学
生，确保学生再晚抵达都有人接待。

根据该校学生返校流程，返校学
生到站后，首先要查验健康码、核对
身份信息、发放温度计、测量体温，一
切核对无误后方可乘坐接送专车返
校。到达学校大门后，同学们要依次
下车并保持1米以上排队进入专用

消毒测温通道，进行个人及行李消
毒、测量体温。体温检测合格者，可
领取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宣传材料和
爱心绿豆汤，然后进入校园乘坐学校
安排的电瓶车返回学生宿舍。

海南日报记者注意到，海南师范
大学部分学院还在宿舍门口为学生
发放了包含口罩、消毒湿巾、温馨提
示材料的爱心防疫健康包，现场各环
节分工明确，工作井然有序。

（本报海口5月13日讯）

■ 本报记者 王玉洁

5月，今年海南“天地人”的金钻凤
梨采摘销售接近尾声，海南天地人生
态农业股份有限公司创始人、董事长
徐咏梅开始为明年的订单忙活，在海
口密集接待国内一些大型生鲜平台。

“我们在全省有1.1万亩金钻凤
梨种植基地，基地根据产能来分配订
单量、发展订单农业。”5月13日，徐
咏梅告诉海南日报记者。

从1999年至今，徐咏梅带领公司
在海南8个市县打造了2.5万亩热带
水果基地，包括香蕉、火龙果、凤梨
等。2015年，她又带领公司成功登陆

“新三板”，成为海南首家在全国资本
市场上市的农业种植企业、中国资本
市场热带水果第一股。

徐咏梅起初是做外贸的，还是个
留学新西兰的陕西姑娘。投身海南这
片热土，转行到水果领域，完全是偶
然。21年前，一位朋友离世，其妻儿

还要生活，于是她动了恻隐之心，接手
朋友在临高的50亩龙眼树，由此开启
辛苦却甜蜜的水果事业。

完全不懂农业的徐咏梅起初一边
亏钱，一边坚持，“没办法，只能边学边
做，听说种香蕉能很快见效益，我们就
种上了香蕉。”徐咏梅说，想要做成规
模，就得发展设施农业，打井、拉电、建
喷管设施和工人房，一步都不能落下。

在“红土地”上的“赤膊上阵”，让徐
咏梅体会到了农民的不易。“取之于当
地、用之于当地一直是我们坚持的理
念。”徐咏梅说，在临高，公司建基地会
找当地工人施工，每建一个基地会先把

附近的路修好，发现村民缺少饮用水
井，他们就为村民打井取水。

“再到后来，我们探索‘合作社+’
的扶贫模式，以土地经营权租赁、合作
经营等模式让贫困户收入保底，再引
导他们成为创业者和参与者，借产业
发展脱贫致富，打造‘天地人模式’。”
徐咏梅说，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他
们还开展一系列劳动技能培训，把先
进的生产管理技术理念教给农民，真
正激发贫困户的内生动力。

获益于这一发展模式，临高有
858户 3801 名贫困人口脱贫出列。

“这些年来，除了创新发展模式、扩大

种植面积参与扶贫事业，我们也不断
推动管理模式进步。”徐咏梅说，他们
还研发了一套农业信息数据化管理系
统，让每个基地的各个生产节点都能
通过数据化呈现。

从门外汉到专家型企业家、2019年
省劳动模范，离不开徐咏梅的踏实苦干
和大胆探索。“天天和农业打交道，我觉
得只要努力把海南特色水果种好、卖好
就行。”徐咏梅说，目前他们正配合临高
县委、县政府的农业发展规划，结合美丽
乡村建设开拓10万亩凤梨产业，助力
乡村振兴，让更多人过上甜蜜生活。

（本报海口5月13日讯）

5月12日我省无新增
无症状感染者病例

本报海口5月13日讯（记者马珂）省卫健委
发布：5月12日0时至24时，海南省报告新型冠
状病毒肺炎新增确诊病例0例，新增重症病例0
例，新增死亡病例0例，新增出院0例。

截至5月12日24时，海南省累计报告新型冠
状病毒肺炎确诊病例168例，重症病例0例，死亡
病例6例，出院病例162例。确诊病例中，海口39
例、三亚54例、儋州15例、文昌3例、琼海6例、万
宁13例、东方3例、澄迈9例、临高6例、昌江7例、
陵水4例、定安3例、保亭3例、乐东2例、琼中1例。

截至 5 月 12 日 24 时，追踪到密切接触者
6726人，已解除医学观察6681人，尚有45人正
在接受集中医学观察。

截至5月12日24时，海南省报告新型冠状病
毒无症状感染者34例，当日新增无症状感染者0
例，累计解除隔离29例，尚在医学观察5例（4例
湖北输入、1例本地）。34例无症状感染者中，海
口7例、三亚20例、东方2例、陵水1例、万宁1
例、琼海1例、乐东1例（原三亚报告病例，按现住
址归属乐东）、定安1例；27例为境内，7例为境外
输入（输入国为英国5例、荷兰1例、西班牙1例）。

省侨联赠送1000个
“侨爱心健康包”
助力琼籍海外乡亲抗击疫情

本报海口5月13日讯（记者昂颖 通讯员吴
晓婧）当前，海外新冠肺炎疫情形势严峻。按照省
委、省政府部署，5月12日，省侨联向海外侨胞和留
学生赠送“侨爱心健康包”活动在海口启动，为
1000名海外侨胞及留学生送去祖国和家乡的温暖
和关怀，助力琼籍海外乡亲抗击疫情、共渡难关。

据悉，此次送出的1000个“侨爱心健康包”
中，包含有5万只口罩和2000盒连花清瘟胶囊，
将赠予美国、加拿大、日本、泰国、马来西亚等11
个国家17个琼籍海外侨团及海外侨胞、留学生。

省侨联负责人表示，此次赠送“侨爱心健康
包”活动由中国华侨公益基金会资助，并得到中国
侨联的大力支持。下一步，省侨联将及时跟踪“侨
爱心健康包”的运送情况，联系了解海外侨胞和留
学生的防疫物资需求，并根据需求继续给予支持，
努力做好稳侨、助侨、暖侨工作。

海南师范大学迎接首批返校学生

爱心绿豆消暑 暖心专车护航

全国人大代表杨莹：

扎根美丽琼岛 心系乡村振兴

我省发布13日流行病学风险提示

加强无症状感染者防控
本报海口5月13日讯（记者马珂）省新冠肺

炎疫情防控工作指挥部发布5月13日流行病学
风险提示：我省已连续83日确诊病例零报告，疫
情持续处于低位。但全球疫情快速发展，有200
多个国家（地区）发现确诊患者，全球除中国以外
国家累计确诊人数已经超过425万人，累计死亡
人数超过28万人。目前全国多个省市报告输入
性确诊病例1600余例，说明境外输入形势严峻，

“外防输入、内防扩散”是当前工作重中之重。为
此，防控建议如下：

一、严防境外输入。必须建立较长期有效机
制，采取有力措施，严防偷渡入岛等潜在漏洞，及时
发现与控制输入性疫情，防止由输入引起本地扩散。

二、做好学校防疫工作。我省中小学均已开
学，高校学生也将于5月9日至20日分批错峰返
校，学校疫情防控工作压力进一步增大。建议各
学校做好物资储备和人员培训，各级教育部门做
好督导，驻点医疗卫生专业人员加强指导，并强化
联防联控工作机制。

三、加强无症状感染者的防控。目前我省无
症状感染者的防控任务较重，其一方面难以发现，
另一方面又有传染性，应防止出现防控漏洞，加大
重点地区和重点人群无症状感染者的筛查力度，
做好其监测、报告、追踪、隔离和治疗等工作。

四、加强重点地区来琼人员防控。近期湖北
省武汉市报告6例本地确诊病例，吉林省吉林市
舒兰市报告21例本地确诊病例，存在本地聚集性
疫情，表明近期国内局部本土传播风险有所上升，
对这些重点地区来琼人员需重点关注。

工会在行动 助力自贸港建设

海南天地人生态农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2019年省劳动模范徐咏梅：

种好热带水果 收获甜蜜生活

海南将恢复开展
上半年自考转考工作

本报海口5月13日讯（记者陈
蔚林 特约记者高春燕）5月13日，
海南省考试局印发通知，根据教育
部考试中心有关文件和我省实际，
我省将恢复开展2020年上半年自
考转考工作。

其中，办理考籍转出时间定
于5月15日至5月 24日，办理考
籍转入时间定于6月10日至6月
15日（法定节假日除外）。省考试
局提醒，为了稳妥做好2020年上
半年自考转考期间新冠肺炎疫情
防控工作，需要到现场办理转考
确认手续的考生，请电话预约办
理时间并配合省考试局做好人员
登记、体温检测和疏导分流等工
作。联系人：林老师，联系电话：
0898-65858182。

抓实防疫演练
孩子放心返园

5月12日，海口市卫
生幼儿园举行2020年春
季开学前新冠肺炎疫情防
控模拟演练。

在演练中，通过开展
入园健康检查、全园预防
性消毒等环节，该园进一
步提高疫情防控应急处置
能力，完善开学预案。

本报记者 张茂 摄

一场“特殊”的海上主题党日活动：

破解党建业务
“两张皮”难题

本报海口5月13日讯（记者陈雪怡 特约记
者黎大辉 通讯员刘兵 肖可东）“针对海砂钻孔岩
芯的颜色、粒级、成分、含泥量等特征，分层描述
……”5月12日，在省琼州海峡东口海砂勘查项
目现场的“南鸿勘1”号钻探作业船上，省地质局
机关第七党支部党员龙根元和省水文地质工程地
质勘察院第三党支部党员罗晗正在进行钻探岩芯
现场编录比赛，这是两个党支部联合开展的一场

“特殊”的海上主题党日活动中的一幕。
琼州海峡东口海域海砂勘查评价工作是省地

质局落实省委、省政府工作部署，保障自贸港资源
需求的重要项目之一。在该项目中，省地质局机关
第七党支部负责项目质量管理工作，省水文地质工
程地质勘察院第三党支部主要承担野外施工作业。

根据“我为加快推进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作
贡献”活动和推进党支部标准化建设相关工作要
求，为破解党建业务“两张皮”难题，省地质局机关
第七党支部、省水文地质工程地质勘察院第三党支
部联合开展“党建业务两不误、钻探船上大比武”主
题党日活动，两个党支部把主题党日活动安排在重
点项目野外一线钻探施工船上，切实做到重点工作
和党建业务同谋划、共推进，力争高标准高质量完
成好省重点项目的同时，把党建知识学深学透。

海口多个乡镇幼儿园织密返园疫情防控网

筑牢多道防线 力保萌娃安全
■ 本报记者 计思佳

经过漫长假期，幼儿园的孩子们
终于可以返园了。根据海口市教育
局要求，该市已通过验收达到返园条
件的乡镇幼儿园各年级可于5月13
日正式开学。当天，各个相关幼儿园
多措并举织密疫情防控网，专员机制
也延伸到了幼儿园内。

入园要“摸、看、问、查”

“孩子们，好久不见了，园长妈妈
很想念你们！”13日7时20分，在海
口市秀英区东山镇中心幼儿园门口，
园长林娟和值班教师，以及入驻的教
育专员、防疫专员们笑脸盈盈，欢迎

孩子们的重新归来。
为防止校门口交通拥挤和家长

大量聚集，幼儿园都实行分年级、分
班级错时上学。当天，首先进入东山
镇中心幼儿园的是大班的孩子。在
幼儿园门口，教师们首先用额温枪给
家长和孩子们测温，并进行登记。随
后，孩子们在教师的引导下，走过喷
有消毒液的地毯，把手放在自动免洗
洗手液机器下清洗消毒。

除了测温，晨检也是每个幼儿园
必不可少的环节。海口大致坡镇中
心卫生院金堆卫生室副主任医师、大
致坡镇中心幼儿园防疫专员潘妃将
晨检总结为“一摸、二看、三问、四查”。

“我们首先要摸一摸孩子的额
头，通过孩子的皮温情况判断是否有

发热症状。接着要看孩子的整体精
神状况，问最近有没有不舒服，最后
还要仔细检查孩子的手心、口腔、身
体，以确保孩子在假期期间没有患手
足口病等传染性疾病。”潘妃说。

“进驻的教育专员、防疫专员不
仅对幼儿园开园工作进行了细致指
导和人员培训，还帮助我们积极筹备
防疫物资，让大家感到安心、放心。”海
口红旗镇中心幼儿园园长林妹表示。

保持一米安全距离

为确保孩子们保持一米的安全
距离，各园在上课、吃饭、午睡环节，
都通过各种措施给孩子们拉开距离。

在红旗镇中心幼儿园，每个班的

地面上都张贴了间隔一米的“小脚
丫”贴纸。孩子们在排队上厕所、喝
水的时候，都要按照地面上的“小脚
丫”来排队。在大致坡镇中心幼儿
园，为防止唾沫飞溅，孩子午餐时，每
张桌子上都放了隔板。在东山镇中
心幼儿园，上课、吃饭都由原来的6
个人一桌减少为2个人一桌。午睡
时，孩子们的床铺也拉开了1米以上
的距离，且不能“头对头”午睡。

“疫情期间，我们也调整了教学
内容，每天都会给孩子们讲解一些防
疫小知识，例如“七步洗手法”、如何
与同伴进行玩耍等。”红旗镇中心幼
儿园大（二）班教师黄小欢告诉记者。

根据海口市教育局要求，因幼儿
特殊生理特征，不建议戴口罩。到园

接送幼儿时，家长应佩戴口罩。

将根据实际课时收取学费

记者走访发现，在返园的幼儿园
中，还有部分学生没有返校，主要是
家长出于安全考虑，希望疫情期间尽
量让孩子待在家中。对此，各幼儿园
表示，尊重家长意愿，实行自愿返校。

现在距离暑假仅剩两个月，幼
儿园的学费、保育费如何收取也是
很多家长关心的问题。对此，园长
们都表示，会按照孩子上学的实际
时间来收取。若家长这学期没有把
孩子送到幼儿园的打算，则不会再
收取费用。

（本报海口5月13日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