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日，在儋州市大成镇绿元素儋州鸡养殖基地，工人正在喂鸡。该基地目前存栏近两万只鸡，为周边村庄20多名
贫困劳动力提供就业岗位。下一步，该基地将扩大规模，打造“儋州鸡”品牌，引导周边村民参与养殖，带动村民走上致
富路。 本报记者 陈元才 摄

与鸡共舞致富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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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战决胜脱贫攻坚

■ 本报记者 李梦瑶 特约记者 刘钊

粗略几笔画出一座陡峭的山坡，
又将山顶、山腰、山脚分别标注上“1、
2、3”后，海南热带海洋学院教师方国
和转头朝讲台下抛出了一个问题；

“如果是你，会把鸡舍建在哪里？”这
一幕的上演并不是在校园课堂，而是
5月16日在五指山市南圣镇同甲村
举办的一场“蛋鸡育雏技术培训班”。

方国和的另一个身份是五指山
市生态科技特派员。自2019年肩负
起这一职责以来，他几乎每个周末都
会驱车近百公里，从三亚赶回五指山
市，或走村入户或深入田间地头，为
当地群众理思路、选产业、送技术。

“农民增收，产业是关键。”在方
国和看来，蛋鸡养殖产业前景广阔，
不需要太多的资金、技术投入，十分
适合在同甲村推广发展。依托五指
山市生态科技特派员技术服务经费
保障制度，不久前，方国和申请到20
万元的专项经费，正式启动了同甲村
蛋鸡养殖示范基地项目。

与常见的蛋鸡养殖项目不同，方
国和计划引进“大午金凤”这一国产蛋
鸡新品种，鸡舍配套建设自动饮水系
统，养殖过程中不使用抗生素，而是通
过往蛋鸡饮用水中添加中药清瘟冲剂
提升其免疫力，避免药物残留。

目前，该项目各项前期准备工作
都已完成，预计鸡舍6月中旬便能投

入使用。而进行前期准备工作之余，
方国和也没有闲着，他一趟趟往村里
跑，忙着开展多层次、多渠道、多形式
的培训活动，不断提升农户标准化生
产意识。

把课堂从大学校园搬到了村子
里，方国和的教学方式也跟着在变。

在当天的培训课堂上，他抛弃晦
涩难懂的专业词汇，采用普通话和海
南话“双语教学”，让农户们在现场问
答互动中初步掌握了栏舍选址、品种
选择、育雏管理等蛋鸡养殖各个环节
的技术要点。

“方老师讲的课很实在，我们一
听就懂。”当天，南圣镇红合村村民王
秀惠特地赶到同甲村来听课，她也期

待着这一蛋鸡养殖项目真正落地后，
能在实地学习中掌握更多实用高效
的养殖技术。

值得一提的是，尽管五指山市鼓
励科技特派员以技术、资金等方式入
股参与到农村创新产业活动中，方国
和还是选择了无偿为农户提供技术
公益服务。

“很多农户都是第一次接触这种
新型蛋鸡养殖模式，参与积极性不是
很高，我希望能把这一示范基地的创
业利益全部让给农户，让他们先尝到
甜头。”方国和期待着，自己能当好创
新创业的“领头羊”，带动更多人参与
到农业科技创业中。

（本报五指山5月17日电）

五指山市南圣镇生态科技特派员方国和带领村民发展蛋鸡养殖示范基地项目

技术送到村民手 产业落到村里头

海口秀英区开展
消费扶贫活动
现场销售额超14万元

本报海口5月17日讯（记者计
思佳 实习生陈骏翔 通讯员陈创
淼）甘甜的荔枝蜂蜜、正宗的火山黑
豆、新鲜的农家蔬菜……5月15日
上午，海口市秀英区消费扶贫“春风
大行动”活动在秀英时代广场举行，
现场多种扶贫农产品物美价优，引
得大家纷纷下单选购。在秀英区领
导干部现场“带货”下，当天现场销
售额达14.5万余元。

“现在正好是荔枝上市的季节，
我品尝后才下单的，味道很甜，水分
也很充足。”秀英区委组织部工作人
员陆以专现场购买了100元的荔
枝。他说，这样的活动既能帮助农
户拓展销售渠道，也能让大家买到
新鲜实惠的农产品，一举多得。

秀英区扶贫办相关负责人介
绍，当天的消费扶贫活动共吸引32
名脱贫户和5家企业参与，提供69
种优质扶贫农产品。接下来，该区
还将在永兴镇和东山镇各举办一场
消费扶贫“春风大行动”活动，用实
际行动推进脱贫攻坚。

省脱贫致富电视夜校
今晚播出

本报海口5月17日讯 （记者
陈蔚林）第180期海南省脱贫致富
电视夜校将于5月18日20时在海
南经济频道、20时30分在三沙卫
视，5月24日16时20分在海南卫
视播出。

本期电视夜校邀请到东方市大
田镇乐妹村驻村第一书记王联春担
任主讲嘉宾，和大家分享乐妹村脱
贫攻坚的成功经验和感恩故事。来
自乐妹村的海南大学学生何亚菊也
将来到夜校舞台，讲述王联春来到
乐妹村开展扶贫工作后，发生在她
自己身上的改变。

观众还可以登录海南网络广播
电视台，下载“视听海南”手机客户
端收看本期节目。

5月16日我省无新增
无症状感染者病例

本报海口5月17日讯（记者马珂）省卫健委
发布，5月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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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增出院病例0例。

截至5月16日24时，海南省累计报告新型
冠状病毒肺炎确诊病例169例，其中住院病例1
例，死亡病例6例，出院病例162例。确诊病例
中，海口市39例、三亚市55例、儋州市15例、文
昌市3例、琼海市6例、万宁市13例、东方市3
例、澄迈县9例、临高县6例、昌江县7例、陵水
县4例、定安县3例、保亭县3例、乐东县2例、
琼中县1例。

截至 5 月 16 日 24 时，追踪到密切接触者
6783人，已解除医学观察6681人，尚有102人正
在接受集中医学观察。

截至5月16日24时，海南省报告新型冠状
病毒无症状感染者34例，当日新增转为确诊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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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口市7例、三亚
市20例、东方市2例、陵水县1例、万宁市1例、
琼海市1例、乐东县1例（原三亚市报告病例，按
现住址归属乐东县）、定安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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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本报记者 傅人意

“今天，我作为一名‘90后’扶贫
基层干部参会，心里感到莫大的激
励。接下来，我会继续沉下身子、撸
起袖子加油干，为脱贫攻坚事业奋
斗。”5月17日，定安县新竹镇团镇委
书记、祖坡村脱贫攻坚中队中队长尹
鹏娇参加全省继续“背水一战”高质
量打赢脱贫攻坚收官战全面建成小
康社会誓师大会后备受鼓舞地说道。

今年是我国决胜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决战脱贫攻坚之年，是习近平
总书记发表“4·13”重要讲话两周
年，是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总体方案
实施之年，对海南全面深化改革开放
具有里程碑意义。

在关键之年的关键时间节点，我
省召开全省继续“背水一战”高质量
打赢脱贫攻坚收官战、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誓师大会，号召全省上下凝心聚
力，确保如期完成脱贫攻坚目标任
务，确保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确保海
南自贸港建设顺利开局。

“脱贫攻坚是必须完成的军令状、
是不能松劲、不能懈怠的硬战！”儋州
市大成镇新风村脱贫攻坚中队副中队
长陈川表示，将结合村庄自身情况，认
真贯彻会议的要求和工作部署，争取
在今年6月底前完成问题整改，同时积
极引导村民扩种增养，引导村民结合
黄皮采摘发展乡村游，引导村民积极
外出务工，确保农业增收农民增收。

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湾岭镇岭
门村驻村第一书记曹文超参会后更
加坚定了打赢脱贫攻坚战的信心。
他介绍，岭门村在产业发展上定了一

个“13579”目标，即和1家有实力的
企业签订产业合作发展协议，促进村
集体经济翻3番，所有贫困群众年平
均收入不低于5000元，发展7个特
色产业，在9个村民小组分别培养至
少一个致富带头人。“目前，全村建档
立卡贫困户 37户 136 人已全部脱
贫。下一步，我们将继续扩大种植养
殖面积，流转撂荒土地种植辣椒、益
智等农作物，发展庭院经济，让贫困
群众持续增收。”

消费扶贫是促进扶贫农产品产
销对接的重要手段，作为消费扶贫牵
头单位，省供销社此次获评“2019年
度海南省打赢脱贫攻坚战先进集体”
荣誉称号。

省供销社办公室负责人马立军
介绍，供销合作社将立足行业特点和
组织体系优势，结合低成本、可复制、
易复制、高效率的线下“爱心扶贫大

集市”，推动消费扶贫常态化发展。
深入探索扶贫产品直供社区、学校、
医院、部队等机制，运用“供销菜篮”小
程序开展线下团购。加快构建消费
扶贫新模式，健全和完善消费扶贫体
系，稳步建立全省“一张网”的贫困户
农产品信息采集、销售渠道、经营模
式等3个消费扶贫长效机制，拓宽农
产品销路，确保贫困群众实现增收。

海南口味王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董事长郭志光此次获评“2019年度海
南省打赢脱贫攻坚战先进个人”荣誉
称号。他表示，目前企业吸纳了400
多位建档立卡贫困劳动力，疫情发生
以来，企业大力支持消费扶贫，优先
购买扶贫农产品。今年企业在万宁
市东澳镇投资第二条生产线，将新增
2000个就业岗位。2020年是打赢脱
贫攻坚战收官之年，作为民营企业，
将继续发挥企业社会责任担当，带动

和吸纳更多的贫困户务工就业。
“今天，五指山市扶贫办被授予

‘2019年度海南省打赢脱贫攻坚战先
进集体’荣誉称号，这是省委、省政府
对我市过去一年脱贫攻坚工作取得
成绩的充分肯定，同时也是对我们的
鞭策。”五指山市扶贫办主任赵茂冰
说，五指山市已成功脱贫摘帽，接下
来将坚决贯彻落实会议精神，按照

“四个不摘”和“三不减、三提高、三加
强”的要求全力抓好产业扶贫、就业
扶贫等工作。同时，将联合五指山市
委组织部、市委党校开展帮扶干部大
培训，通过采取小班额多轮次的方式
对全市194名驻村干部，1598名帮扶
任人进行全员培训，全面提升帮扶干
部履职能力，进一步统一思想，压实责
任，为高质量打赢脱贫攻坚收官战，全
面建成小康社会夯实组织保障。

（本报海口5月17日讯）

全省脱贫攻坚誓师大会引起强烈反响，我省扶贫干部、带贫企业代表纷纷表示——

一鼓作气夺取脱贫攻坚战全面胜利

◀上接A01版
从保障改革开放、促进经济社会发展、推动全面依
法治国的需要提出议案或建议。

海南代表团还突出海南特色，着眼海南改革
开放需要，结合海南“三区一中心”战略定位，加
快推进海南自贸区自贸港建设，从加强法制保
障、基础设施建设、乡村振兴、产业扶持促进、大
数据、社会治理、海洋科技、海关监管等各个方
面，提出涉及海南全面深化改革开放和海南自贸
区自贸港建设的议案、建议达45件，占78%。如
为推进“多规合一”改革，提出关于提请全国人
大常委会授权海南省在《海南省总体规划（空间
类）》获批后不再另行单独编制和报批主体功能
区等六类空间规划的议案；为促进国家生态文明
试验区建设，提出支持开展热带雨林国家公园体
制试点的建议等。

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期间，海南团提出
的议案建议都得到了包括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
作委员会和财政经济委员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
人民检察院、外交部、国家发改委、财政部、国家卫
健委、教育部、交通运输部、生态环境部等29个承
办单位的积极回应，建议办理答复满意率、基本满
意率达100%。

从回应情况看，有的议案已经列入工作日程，
大部分建议得到肯定的答复意见，并已经被国家
相关部委在决策和制定法规、政策中吸收采纳。

大部分被国家有关部委
在公共决策中采纳

本报海口5月17日讯（记者计思
佳）5月17日19时至21时，海南省消
费扶贫“春风大行动”之“八方助农 抖
音嗨购 扶贫山货上头条”活动海口专
场举行。海口市副市长龙卫东、海口市
农业局局长陈芳以及中国男子跳高名
将张国伟等化身“金牌推销员”，在直
播间卖力吆喝，号召大家“买它”。直
播开始5分39秒左右，荔枝订单便突
破1万单，销售额达66.11万元。

“海口火山荔枝生长于富硒的万
年火山地质，口感香甜、肉厚核小，欢

迎大家来买买买！”在抖音直播间里，
龙卫东拿起一串红彤彤的火山荔枝，
为张国伟以及屏幕前的网友细心讲
解其优点及特点。

据了解，海口目前共有336户建
档立卡户种植荔枝，种植面积达
1848 亩。数量接近 6万株。这些
年，在荔枝产业的帮助下，不少荔农
的收入节节攀升，日子就如同荔枝一
样红火。“希望能够通过这次活动，让
更多的人关注到我们种植荔枝的农
户，大家多多支持我们的海口火山荔

枝。”面对镜头，龙卫东呼吁道。
陈芳则向网友们介绍了海口火

山荔枝的历史。她说，根据记载，海
口荔枝种植有近2000年历史，荔枝
树根系异常发达，可以通过火山岩之
间狭窄的空隙，利用有限的土壤在火
山岩孔洞中扎根生长，并很好地吸收
土壤中富含的硒等微量元素，从而结
出鲜美的果实。火山荔枝是海口重
点打造的区域公共农产品品牌，2019
年还获得“国家地理标志证明商标”。

“要想甜，蘸点盐！”直播现场，陈

芳还带领张国伟“解锁”了海南水果
本土吃法——椒盐荔枝。“第一次尝
试这样的吃法，很新奇，在咸味、辣味
的衬托下，荔枝的甜味更突出了。”张
国伟品尝后称赞道。

据了解，此次活动由海口市农业
农村局、南海网、南国都市报、海南爱
心扶贫网联合抖音官方平台共同组
织策划，目的在于拓展海南优质农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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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抖音直播活动海口专场开启

开播仅5分钟 荔枝售出万单

我省多市县推进贫困劳动力
跨区域转移就业工作

“点对点”输送
贫困劳动力务工

本报讯（记者林书喜 刘梦晓
余小艳）“走出家门天地宽，打工赚

钱奔小康。”近日，儋州、澄迈、定安
等市县不断拓宽就业渠道，搭建就
业平台，“点对点”输送当地有就业
意愿的群众，尤其是贫困劳动力赴
深圳比亚迪公司务工。

5月16日，2020年儋州市组织
扶贫劳动力外出务工欢送仪式在儋
州汽车站举行，包括59名贫困劳动
力在内的84名外出务工人员，坐上
了直达深圳比亚迪公司的免费接送
的大巴车。在此之前，澄迈、定安也
分别组织113人、31人前往深圳比
亚迪公司务工。

下一步，我省各市县还将结合
各企业的招工需求，积极与企业对
接，提供“点对点，一站式”服务，做
好贫困劳动力跨区域转移就业工
作，促进贫困人口务工增收。

◀上接A01版
精准实施超常规举措。打好脱贫攻坚战，贵

在精准，重在精准，成败之举在精准。把握精准要
义是确保高质量打赢脱贫收官战的关键，没有精
准，高质量就无从谈起。还要看到，如期实现脱贫
攻坚目标本来就有许多“硬骨头”要啃，突如其来
的疫情又增加了其难度。因此，必须立足“超常
规”，将加大力度、加快进度、提升精准度贯穿脱贫
攻坚战始终，加快推动农业扩种增养、农民务工，
调动各个方面精准发力抢回时间、夺回工期、补回
损失，促进农业丰收、农民增收。具体来说，就是
要重点做好六个方面的“精准”，即精准实施产业
扶贫，精准实施就业扶贫，精准巩固脱贫成果，精
准做好问题整改，精准监管扶贫资金，精准落实全
岛同城化布局。

弘扬严实的作风、勇于担当的精神。脱贫攻
坚能否高质量完成，关键在人，关键在干部队伍
作风。实践也充分证明，哪里有严和实的作风，
哪里就有决战决胜脱贫攻坚的生动实践和实际
成效。因此，要压实脱贫攻坚责任，持之以恒推
进五级书记抓脱贫攻坚，推动相关部门扛起担
当，推动基层干部特别是驻村第一书记、乡村振
兴工作队队员沉下身子、脚踏实地做好工作。要
狠抓扶贫作风建设，杜绝形式主义、官僚主义，
及时转变工作方式方法，充分发扬“一天当三天
用”的干劲和“干一件成一件”的韧劲。要加强
督查考核，全面加强常态化督促指导，确保各项
工作按时有力推进，高标准做好迎接国家脱贫攻
坚督查巡查工作。

努力奋斗才能梦想成真，辛勤劳动才能创造
美好生活。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
中央周围，继续以背水一战的攻坚状态，全力以
赴、担当实干，只争朝夕、决战决胜，我们就一定能
高质量打赢海南脱贫攻坚收官战、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赢得“三个大考”，交上合格答卷！

坚决如期
高质量打赢“收官战”

海南省重点城市空气质量日报
（5月16日12时-5月17日12时）

城市名称

海口市

三亚市

五指山市

空气质量级别

优

优

优

PM2.5浓度
（微克/立方米）

9

8

7

PM10浓度
（微克/立方米）

21

17

15

发布单位:海南省生态环境监测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