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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战决胜脱贫攻坚

■ 本报记者 曾毓慧

5月13日，晨起轻雾缭绕时分，
在五指山市阿陀岭雨林掩映之间的
妙自然茶业基地，不时可见一名名勤
快的茶农斜挎着竹篮或是背篓，步伐
轻快地穿梭于半山腰处一垄垄茶树
之间，指尖飞转间，就将一枚枚饱满
的茶青采摘入篓筐里。

“从5月16日起到月底，分别有
两期茶艺师专业技能基础班要讲
课，每期要开课5天，每节课的课件
可不能有半点疏漏；接下来，上门给
阿陀岭周边茶农讲解施肥注意事项
的日程也不能耽误了……”晨起忙
碌的不止有茶农，还有五指山市茶
叶科学研究所所长、生态科技特派
员徐雪燕。从2014年开始，带着推
广茶文化的心愿，云南籍的徐雪燕
几经辗转，选定了五指山市通什镇
什会村创办五指山妙自然茶业有限
公司，着力将原产云南的紫鹃茶引
种到海南五指山阿陀岭。她上山种
茶、采茶、制茶，用心让茶从源头到
成品都纯净、自然、无污染，也让茶
回归纯净本真的定位。自此，这片
静谧的雨林里增加了一道道梯田茶
园景观，并飘出了缕缕紫鹃茶香，也
在浸润着茶农的心田。

今年已年过五旬的符莲娟是什
会村建档立卡贫困户，也是第一批与

徐雪燕签合同种茶采茶的茶农。前
几年，符莲娟的丈夫在一次意外中受
伤，失去了劳动能力，自此，生活的重
担全压在她一个人身上。“在半山腰
林荫下种植茶树，能行吗？”起初，符
莲娟是犹豫的。但在徐雪燕的鼓励
与指导下，她铆着一股劲在位于半山
腰处开垄种茶、采茶，以期来改善一
家子的生活。“株距要30至50厘米，
行距要60厘米为宜，才能保证光照
适合，垄距控制在120厘米左右，才
能为后期管护与采茶提供平台支撑
……徐雪燕爬上位于半山腰的茶垄
间，一遍又一遍讲解，再手把手地示
范着茶园管护的多个技术细节，直至
符连娟操作上手。

一晃3年过去了，如今，符莲娟
种植的四五亩茶园迎来采摘茶青的
成熟期，去年仅是采摘茶青销售就
收入了2万元左右。“平时，我还能
到茶叶加工车间分级筛检茶叶、包
装，工钱有保证，终于不用那么紧巴
巴过日子了。”在忙碌的间隙，她擦
拭了额头上的汗珠，脸上露出了欣
慰的笑容。

“咱是科技特派员，更要从科技
领域帮扶，让茶农学会精细化管理，
实现增产又增收。”徐雪燕介绍，近年
来，她特聘10余名茶叶行家组成技
术团队，采取“公司+科研机构+合作
社+农户+基地”的合作模式推广种

植紫鹃茶，妙自然生态茶园的规模已
扩展至300亩。此外，还与什会村、
南定村、番赛村、毛阳毛路村等数十
户茶农签订产业扶贫协议，无偿给村
民提供茶苗、种植、管理、采摘等科学
技术服务，同时提供茶园管护、茶叶
加工包装等岗位，帮扶周边60余名

村民实现稳定收入。值得一提的是，
由徐雪燕致力打造的茶旅融合新业
态——雨林茶香共享农庄，现今已经
成为五指山生态茶园旅游观光的一
张烫金名片，科技特派员助农、惠农
成效日益凸显。

“根据海南的花果季节特性，妙

自然茶业研发菠萝蜜、百香果、山柚
口味的冷水冲泡茶饮已经陆续上市，
消费者反响不错。”徐雪燕将自己定
位为一名茶农，她盼着，在五指山阿
陀岭雨林里，茶色随心倾，紫鹃茶韵
更悠远。

（本报五指山市5月13日电）

五指山市科技特派员徐雪燕潜心发展茶旅融合扶贫产业

茶叶采起来 日子好起来

徐雪燕（右一）与茶农一道采摘茶叶。 本报记者 曾毓慧 摄

南方电网消费扶贫专场卖出15万元
扶贫农产品

扶贫土货买得放心
参展商卖得精心

本报海口5月13日讯 （记者傅人意 邵长
春 通讯员陈颖）“刚刚我已经购买了莲雾，尝了觉
得味道品质都很好，又过来买一些海干农产品，总
共消费了400多元。”5月13日上午，在海南电网
公司生产调度大楼前，海南电网公司员工吴仲华
在消费扶贫春风大行动爱心扶贫集市活动上给扶
贫农产品点赞。

集市上，不少参展商销售的农产品都包装精
美，注重品牌打造。“这款茶树菇是我们屯昌乌坡镇
青梯村、梅花村的集体产业，带动180多户贫困户发
展，欢迎多关注！”屯昌屯供乐农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负责人王冰在现场边吆喝边向消费者展示茶树菇包
装上的追溯码。

澄迈牧流山羊养殖专业合作相关负责人翟雪
慧说，集市从上午八点半开始至今，一个小时已经
卖出几千元的牧流牌酸羊奶。“我们的酸羊奶没有
任何添加，今天不少购买我们产品的消费者还现
场留了联系方式，方便日后下单送货上门。扶贫
农产品也要做精品牌，做好口碑，才能得到消费者
的认可！”

海南海供乐农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俞
海表示，现场扶贫产品达140款，基本涵盖海南
18个市县的优质扶贫农产品，品类涉及肉禽蛋
类、粮油副食、时令水果等。“此次活动是消费扶贫
集市进国企的行动之一，接下来我们还将走进医
院、高校、部队等。当天现场交易额加订单金额总
核计约15万元。”

本报海口5月13日讯（记者邓
钰）采摘一缕夏日果香，5月15日下
午3时至5时，海南省消费扶贫“春风
大行动”系列活动之“八方助农 抖音
嗨购 扶贫山货上头条”活动海南农
垦专场，将在位于海口市琼山区三门

坡镇的海南农垦红明农场公司荔海
共享农庄火热开启。

届时，海南省农垦投资控股集团有
限公司党委副书记、总经理王业侨将作
为海垦好物推荐官，与抖音“达人”宝岛
阿林一起走入荔枝种植基地进行直播，

并联手为海南农垦各企业生产的特色
水果打CALL，助力消费扶贫。

据了解，此次直播活动将重点推
介海南农垦旗下红明红牌荔枝、神泉
牌芒果、母山牌咖啡以及海垦茶叶等
多款特色农产品和扶贫农产品。同

时，直播期间推出多项专属优惠，吃
货们不仅可以在直播间免费认领价
值千元的荔枝树，还可以1元抢购高
品质水果，甚至收获免费大礼包。

当天，吃货们可打开抖音软件，
搜索并关注“海南爱心扶贫网”抖音

号，当用户头像出现“直播中”标志，
点击头像即可进入直播间观看。

据了解，本次活动为旨在拓展海
南优质农产品以及扶贫农产品的销
路，提高农产品供需信息对接效率，
助力打赢脱贫攻坚战。

春风大行动抖音直播海南农垦专场明天在海口开启

达人果园直播 吃货线上嗨购

东方组织贫困户参加月嫂培训班

拓宽就业扶贫新渠道
本报八所5月13日电（记者张文君 通讯员

麦凤完）“我很高兴能去参加培训，相信正式上岗
后，会有不错的收入，日子会越过越红火。”5月13
日，东方市板桥镇田头村建档立卡贫困户吴来英
对海南日报记者说。

从5月12日开始，在八所海关、板桥镇政府
相关负责人的支持下，吴来英等4名贫困户从田
头村出发，前往海口一家母婴公司参加“月嫂”培
训。说起未来，她信心满满，表示通过努力能让生
活越过越好。

八所海关是板桥镇田头村定点扶贫单位。日
前，八所海关和板桥镇共谋就业扶贫对策，主动对
接海口一家母婴公司，引导板桥镇田头村贫困户
参加“月嫂”培训，进一步拓宽贫困户就业渠道，实
现稳定增收。有8名贫困户报名参加“月嫂”培
训，目前已有4名赴海口参训。

本报营根 5月 13 日电 （记者
李梦瑶 通讯员毛景慧）“这次的授
课老师都是专家教授，我收获非常
大。”5月13日，自然资源部定点帮
扶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脱贫攻坚
培训班第三期“罗非鱼”养殖技术
培训班课程结束后，营根镇分会场

贫困户王光峰翻了翻满满几页笔
记，感叹自己已经很久没有这样

“充电”过了。
让王光峰收获满满的这场培训，

是由自然资源部科技发展司和琼中
县委、县政府联合主办，中国地质大
学（武汉）承办的一次大型线上培训

班。与以往不同的是，此次大规模培
训采用线上直播的方式进行，设立主
会场与分会场。主讲老师在主会场
直播，各乡镇设立分会场分散学员，
避免参培学员从各地集中面授而造
成的疫情防控风险。

琼中县委常委、副县长王安涛介

绍，本次培训邀请了中国热带农业科
学院、海南大学、海南省海洋与渔业
科学院、海南省农业学校等地方的专
家教授为琼中的农民授课，有助于进
一步提升他们的种养殖技术，助力琼
中脱贫攻坚。

海南日报记者了解到，本次培

训共分四期，从5月11日持续至14
日，内容包括槟榔、橡胶种植，罗非
鱼养殖以及养蜂技术培训。培训对
象分别是全县的槟榔、橡胶、罗非
鱼、蜜蜂四大产业的致富带头人、一
般户、脱贫户、贫困户等，预计将有
700余人分批次参加。

琼中联合部校开设线上脱贫攻坚培训班

技能“云上”学 农民“充电”忙

东方加强
芒果农药残留检测
发现使用违禁药品立即销毁

本报八所5月13日电（记者张文君 通讯员
陈秀兰）眼下，正是芒果大批量收摘上市的时节，
为确保农产品质量安全，东方市农业农村局加强
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深入一线取样、监测，保证

“舌尖上的安全”。这是海南日报记者5月13日
从东方市农业农村局获悉的。

5 月 13 日，在华侨经济区三队一处收购
点，工人正忙着筛选、打包芒果，场面繁忙而有
序。东方市农产品质量安全检验检测站的检
测人员则忙着对芒果进行取样，检测农药残留
情况。

东方市农产品质量安全检验检测站相关负
责人表示，为做好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工作，做
到出岛瓜果菜100%检测。并高频次抽样检查
各类农产品，一旦检测发现使用违禁药品，便会
立即销毁，若检测出常规农药超标，果农必须要
延期出果，直至检测合格为止，保证消费者“舌
尖上的安全”。

据了解，今年以来，东方芒果出岛量已达到
6.5万吨左右。经过对芒果定量检测分析，均未
发现使用违禁药品，常规农药残留也并未超标。
目前，市场上的东方芒果是符合标准的。

临高多措并举
保障农业生产用水

本报临城5月13日电 （记者张惠宁 通讯
员王逵）为做好旱情防御工作，连日来，临高迅
速摸查全县旱情，协调松涛水库补水，加快水
利渠道修复通水，科学合理调配渠道末端用
水，多措并举确保民众生活用水和农业灌溉有
保障。

东英镇处于松涛水库流经临高境内渠道的末
端，去年以来当地降水量偏少，加上连日来的高温
天气，影响了水利灌溉。眼下正是水稻结穗的关
键时节，5月11日，水渠终于来水了，文连村委会
和信村村民符光青心中悬着的石头也落了下来。

“有20天左右没下雨了，水渠有水了，我们心里很
高兴。”符光青说。

据了解，从去年11月份以来，临高各地降水
偏少，多个水库已经干枯见底。

据悉，临高当地积极协调松涛水库对临高进
行补水，缓解旱情；安排水管人员加强巡逻，确
保渠道畅通；协调乡镇和村“两委”干部在渠道
的末端进行科学分配农业用水，优先保障水稻灌
溉用水。

据气象部门预计，今年临高雨季开始期出现
在5月中旬，旱情仍有加剧态势。

■ 本报记者 袁宇

“感谢博鳌乐城国际医疗旅游先
行区（以下简称乐城先行区）的好政
策，让我们看到了生的希望。”5月13
日，随着CTLA-4（中文名：伊匹单
抗）这款救命药顺利注射使用，61岁
的患者吴先生及家人悬着的心终于落
地。患有早期恶性黑色素瘤的吴先生
经过乐城先行区向全球紧急寻药后，
终于盼到希望。

今年 4月 16日，吴先生到博鳌
国际医院就诊。今年 1月，他在国
内一家医院被诊断为早期恶性黑色

素瘤，在当地医院进行肝段切除术，
但术后转移。

黑色素瘤被称为“癌中之王”，此
前，吴先生先后去了国内多家权威医
院问诊与治疗，也曾去过美国MD安
德森癌症中心会诊。由于新冠肺炎疫
情影响，吴先生无法再去美国治疗，经
过美国医疗专家的推荐，他来到了乐
城先行区寻求治疗。

以博鳌国际医院常务副院长彭
大为为首的专家团队，为吴先生完
成病历分析、病情诊断，立下了治疗
方案。

治疗方案中的CTLA-4，目前未
在国内上市。虽然乐城先行区有“特
许医疗”的政策优势，博鳌国际医院可
以直接引进该药，在国内率先使用。

可疫情期间许多公司放假，寻药成了
一大难题。

彭大为表示：“病人救治的‘窗口
期’只有1个月左右。CTLA-4是唯
一最可能对病人有效的药物，如果能
用上特效药，有52%的病人生存期超
过5年，否则无药可救。”

乐城医疗药品监管局常务副局长
李丽静得知此事后，第一时间请示海
南省药监局，发动多方渠道，集体动
员，全球寻药。

功夫不负有心人，李丽静终于在
香港一家公司找到该药，可该公司却
因为疫情原因，没有正常上班。她继
续联系该药生产商—美国Bristol-
Myers Squibb总部。全球寻药举动
深深地感动了生产商，总部立即给予

答复：特殊情况，特殊对待，紧急供
药！并同步安排在华专家团队来博鳌
国际医院评估病人病情。

与此同时，彭大为一边让团队紧
急准备病例、各种检查资料、翻译药物
说明书，一边将药物使用手续报海南
省卫健委、海南省药监局审批。省卫
健委、省药监局第一时间对资料进行
审查，召开局务会讨论批准该药品进
口使用，5月13日，CTLA-4救命药
顺利落地乐城先行区，医院、患者及其
家属终于盼来希望。

面对医院、患者的感谢，省药监
局局长贾宁说：“这是我们应该做
的。乐城医疗药品监管局为适应先
行区的发展需要而设立，就是为了
进一步提高卫生和药监协同监管效

能，更好地为先行区医疗和药品器
械新技术服务，助力先行区医药健
康产业发展。”

“此举不仅仅是特许需求可进可
用政策的体现，更是真实世界里上演
了一场生死时速、治病救人的典范事
例。”博鳌乐城国际医疗旅游先行区管
理局局长顾刚由衷地感慨。

顾刚表示，在省药监局的支持下，
乐城先行区通过了紧急快速的压力考
验，让特许药品顺利入园并成功使用，
为患者带去了生命的希望。这也充分
说明了特许药械进口政策在乐城是可
以高效运行的，今后乐城还将引入更
多更先进的特许药械，打造中国医疗
对外开放的世界级窗口。

（本报博鳌5月13日电）

乐城全球寻药上演“生死时速”

本报海口5月13日讯（记者郭
萃）海南日报记者从海口市交通运输
和港航管理局获悉，马村港三期通用
码头工程建成投产后将实现秀英港区
集装箱内、外贸业务全部搬迁至马村
港区。

近日，有海口市民通过“问政海
南”平台反映秀英港集装箱码头拉运
集装箱的货车严重影响周边路段的环

境，噪音大影响周边居民的生活，希望
秀英港能早日搬迁。

据了解，秀英港搬迁的问题一直备
受市民关注。2017年时，秀英港还一
度举行搬迁演练，轮渡业务全部由新海
港承接，为何至今仍未完成搬迁呢？

海口市交通港航部门答复称，为
了缓解海口日益紧张的港城矛盾，为
城市和港口发展提供更大空间，促进

港城一体化融合发展，根据城市发展
规划、《海口港总体规划》和省市政府
要求，秀英港区未来只保留应急客运、
邮轮、水上飞机、快船、海上游（含夜
游）、支持系统等功能，其散杂货和集
装箱业务将搬迁至马村港区，车客滚
装轮渡业务将搬迁至新海港区。

客滚业务方面，目前新海港一期、
二期码头已建成投产，已实现秀英港

区轮渡业务80%搬迁至新海港区；计
划待新海港综合客运枢纽建成投入使
用后秀英港区轮渡业务全部搬迁至新
海港区，秀英港区届时仅保留高峰期
应急客运功能。散杂货业务方向，目
前秀英港区散杂货业务90%已搬迁
至马村港区。

对于市民关注的集装箱业务，目
前仍完全由秀英港区承担，待马村港

三期通用码头工程建成投产后将实现
秀英港区集装箱内、外贸业务全部搬
迁至马村港区，才能实现秀英港区的
整体搬迁。

目前，中远海运集团正对马村港
区三期、四期项目按照自由贸易区
（港）要求进一步优化规划方案。待马
村港区建成投入使用后，届时将实现
秀英港整体搬迁。

秀英港何时搬迁？
海口交通部门：马村港三期建成投产后，集装箱内、外贸业务将搬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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