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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郭萃 通讯员 郭翰林

“这些槟榔树最近长得不错，黄
化症状相比去年明显改善。”6月4日
上午，在澄迈县昆仑农场120亩的槟
榔树种植基地，海南博士威农用化学
有限公司技术推广经理吴朝波正在
仔细查看槟榔树的生长情况。

海南日报记者看到，成片的槟榔
树长着绿油油的叶子，不少槟榔树已
结出拇指大小的槟榔果。

研发产品修复槟榔树根系

“这是海南省重大科技计划项目
‘槟榔黄化灾害防治及生态高效栽培
关键技术引入与示范’项目的示范点，
这些槟榔树半年前受黄化灾害影响叶
子枯黄，新的根系也长不出来，差点

‘全军覆没’。”吴朝波介绍，从去年12
月开始，他带领团队在这片槟榔林里
推广使用团队研发集成的根系修复技
术、病虫害综合防控技术，经过半年的
实验，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马不停蹄奔波一天，回到位于
澄迈老城镇的公司办公点已是下
午，顾不上休息，吴朝波穿上实验服

一头扎进了实验室。他的实验室里
摆满了各式各样的器皿。他拿出一
瓶棕色的试剂告诉海南日报记者，
这就是让槟榔树根系得以修复的关
键技术产品。

“这是高含量枯草芽孢杆菌，能
补充土壤微生物，只有当土壤微生物
活跃起来，才能给槟榔树提供良好的
生长环境，将其放入土壤中，可以提
高槟榔树的肥料利用率，同时杀灭根
际病菌。”吴朝波介绍，团队从2017
年开始研发，用了两年时间才研发筛
选成功，生产出这种产品。

在这个过程中，他做了上百次实
验。“因为这种试剂是微生物，所以在
实验过程中要筛选繁殖力强、活性
高、稳定性好的有效菌株。每一个环
节都要求非常精准，稍有差错，就得
重新开始。”吴朝波介绍，目前这种枯
草芽孢杆菌已在我国大部分省市推
广使用。

为了农业科研学海南话

吴朝波的实验室里还有一种橙
黄色的透明液体试剂，“这是我们新
研发的椰心叶甲、红脉穗螟绿色防控

替代产品，目前正在示范项目中试验
应用，预计明年可以推广使用。”

吴朝波并不是土生土长的海南
人，但他对海南却十分热爱。2013
年，吴朝波来海南大学读书并提前一
年读完硕士研究生，2015年和2016
年先后在南京和杭州工作。“我对热带
作物非常感兴趣，但是芒果、龙眼、火龙
果、哈密瓜等很多作物内地种植较少，
海南是主产区。”2017年4月，吴朝波
决定回到海南潜心做农业科研。

每天往返于田间和实验室是吴
朝波工作的常态。为了在田间地头
向农户了解农作物的种植管护情况，
吴朝波专门去学了海南话。“现在已
经基本能听懂了。”他笑着说。

矢志助力海南农业发展

今年3月，吴朝波在澄迈县大丰
镇进行无核荔枝保花保果增产实验，
实验组的无核荔枝比非实验组的无
核荔枝增产20%，单颗果重量增加了
近7克，糖度增加了3.5个点。“前不
久，荔枝种植户还拎了两箱荔枝过
来，说是种在实验区的荔枝一上市就
卖光了，专门给我们留了一点尝尝。”

吴朝波透露，荔枝保花保果技术有
望在明年推广应用。

此外，吴朝波还经常下
乡面向农户开展种植技
术培训。“农户种什么我
们就培训什么，每一
场培训都有近百
人参加，有时候
培训的会议室
坐不下，他们就
站在门口听，从
今年2月复工
到现在，我已经
培训了1000余
人次。”他介绍
道。

“这次获得
‘南海乡土人才’
称号对我是一种鼓
励，希望能够通过掌握
更多海南热带农作物种
植技术，研发出更多绿色环保
的新产品，将减肥减药、热带高效
种植管理技术传授给更多农户，为海
南热带农业发展贡献一份力量。”吴朝
波说。

（本报金江6月4日电）

澄才荟

全国“百城千村”健身气功交流展示（海南省）系列活动启动仪式在澄迈县金江镇举行。

6月2日，几名射箭爱好者在澄迈万泰体育射箭
馆拉弓射箭。

本组照片由本报记者 苏晓杰 通讯员 王家专 图/文

澄迈“南海乡土人才”吴朝波研发推广种植技术助力热带农业发展

上百次实验 筛出槟榔黄化病“药方”

迎接世界环境日

澄迈举办环保知识科普展
本报金江6月4日电（记者余小艳）为迎接第

49个世界环境日的到来，6月4日，澄迈县“从我做
起，拒绝食用陆生野生动物”倡议签名活动和环保
知识科普展活动在澄迈县福山咖啡风情小镇举办。

当天上午，活动参与人员集体宣誓保护陆生
野生动物，拒绝食用陆生野生动物，并参与“从我
做起，拒绝食用陆生野生动物”线上签名活动。

活动主办方在现场设置了“禁塑”科普专栏、
垃圾分类科普专栏、“六个严禁两个推进”科普专
栏、保护红树林专栏、生物多样性专栏展区，倡导
环境保护理念，增强群众的环境保护意识，推广绿
色低碳的生活方式，引导公众积极参与环境保护
公益活动，争做美丽中国的建设者。

据了解，此次活动是澄迈世界环境日宣传活
动之一。澄迈世界环境日宣传活动从6月1日持
续到6月7日。在此期间，澄迈开发环保知识问答
小程序，引导群众在线上学习环保知识，并将邀请
专家走进澄迈永发镇小学举办垃圾分类知识讲座，
走进企业讲解宣传环境保护相关法律法规，营造

“保护环境、人人参与、人人贡献”的良好氛围。

澄迈开展脱贫攻坚业务知识培训

让扶贫干部“充电”练功
本报金江6月4日电（记者余小艳 通讯员

刘茜琳）自6月1日起，澄迈开展新一轮脱贫攻坚
政策业务知识培训，培训对象为该县扶贫干部。
此次培训采取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做到培训
全覆盖，方便学员长期学、反复学。

线上方面，澄迈有关部门自6月1日起利用
“澄迈党建”微信公众号推出“脱贫攻坚政策知识
学习”专题，专题包含社保扶贫政策、农村饮水安
全、住房安全保障排查、健康扶贫医疗保障政策、
就业扶贫政策、社会救助业务和综合性保障扶贫、
健康扶贫政策、教育扶贫政策、脱贫攻坚基础业
务、产业扶贫政策等10方面内容。

线下方面，澄迈有关部门将组织开展脱贫攻
坚政策知识测试验收。澄迈县委组织部、县扶贫
办根据线上专题培训内容统一提供测试题，由澄
迈各镇脱贫攻坚大队指导各脱贫攻坚中队组织扶
贫干部参加线下测试。

澄迈启动安全生产月活动
本报金江6月4日电（记者余小艳）5月29

日，澄迈县“我为加快推进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作
贡献”交通安全主题宣传活动在金江镇汽车站站
前广场举行。

当天的活动现场摆放着事故案例展板，澄迈
交警部门工作人员向参观群众分析事故原因，以
案普法，还邀请行业代表、群众为文明交通代言签
名。此外，澄迈交警部门在现场向市民赠送了50
顶符合安全标准的头盔。

据了解，澄迈日前已启动“安全生产月”活
动。澄迈县公安局相关负责人表示，该县将以开展

“安全生产月”活动为契机，围绕“消除事故隐患，筑
牢安全防线”的活动主题，全面开展安全隐患排查
整治工作，特别是加大道路交通安全整治和防溺水
工作力度。此外，还将结合“我为加快推进海南自
由贸易港建设作贡献”活动，针对新形势、新问题，
提前谋划部署，做好安全生产相关工作。

■ 本报记者 余小艳 通讯员 王家专

“还是乡村振兴工作队有办法，上万斤芋头不
到一个月就卖完了。”6月1日下午，澄迈县中兴镇
大云村村民冯德陆从大云村乡村振兴工作队队员
李国协手中接过芋头款时，感慨万分。

冯德陆是大云村建档立卡贫困村民，2017
年通过种植芋头顺利脱贫。今年冯德陆与其弟
冯德端共种植5.5亩芋头，产量超过2.2万斤。5
月初，冯德陆和冯德端种的芋头上市，但大云村
地理位置偏远、交通不便，芋头一度销路不畅，
愁坏了兄弟俩。

大云村有45户174名建档立卡贫困人口。
前几年，由于交通不便、土地贫瘠、常住人口老龄
化严重，大云村的产业扶贫工作进展缓慢。

经过走访，大云村乡村振兴工作队了解到，芋
头是大云村的主要农作物之一，村里的其他芋头
种植户也面临着和冯家兄弟一样的销售难题。为
了不让村民发展生产的积极性受到影响，大云村
乡村振兴工作队立即行动，为芋头种植户找销售
渠道。3名乡村振兴工作队队员发动各自派出单
位职工团购芋头，动员亲朋好友购买芋头，并在微
信朋友圈发布销售芋头的消息。

“反响非常好，不断有人打电话来订购，一些
客户购买后，还帮忙推荐给其他人。”李国协介绍，
为了及时将芋头销售出去，他在澄迈金江镇设立
芋头分发点。近一个月来，每天下班后，他从大
云村各农户手中收集芋头，再开车运往金江分发
点，方便金江镇附近的客户取货。大云村乡村振
兴工作队队长黄建宇则每周抽出时间，为其派出
单位省发改委及海口多个小区在微信上下单的
客户送货。

“我们已经帮村民卖了1万多斤芋头，这项
工作还将持续到7月份。”黄建宇说，下一步大云
村乡村振兴工作队将推动建设高标准农田，提升
大云村农业生产的效益。（本报金江6月4日电）

澄迈大云村乡村振兴工作队
帮农户卖出1万多斤芋头

干部帮带货
农户解心忧

“社会资本注入体育产业，为澄
迈全民健身作出了不少贡献。”澄迈
县旅文局相关负责人表示，澄迈城市
社区15分钟健身圈已成形。澄迈在
每年8月8日全民健身日举办的万人
环城跑活动，已连续举办11届，受到
当地群众的欢迎。

去年10月，由私人投资建设的天
福全民健身中心在澄迈福山镇建成投
入使用，是一个包含篮球馆、羽毛球
馆、游泳馆、健身馆等的综合型体育场
地。除每年10月至次年2月间，承接
全国各省市专业运动员的冬季训练任
务，其余时间免费面向本地群众开放。

与羽毛球奥运冠军张宁团队开
展合作的万泰体育城由澄迈返乡创
业大学生潘少丹于2014年创办，目
前已建成上万平方米的体育场馆，
是集健身馆、羽毛球馆、乒乓球馆、
跆拳道馆、搏击馆、五人制足球场及
咖啡馆于一体的综合性多功能健康

产业项目。
上述澄迈县旅文局相关负责人表

示，在体育产业实力和旅游吸引力不
断增强的同时，澄迈将继续巩固全民
健身成果，计划再建一个全民健身中
心，方便更多群众健身锻炼，享受运动
带来的快乐。 （本报金江6月4日电）

社会资本注入 | 社区15分钟健身圈成形

基础设施日趋完善 重要赛事相继落户 全民健身氛围渐浓

澄迈：“体育+”加出发展新活力

■ 本报记者 余小艳
通讯员 王家专

日前，海南日报记者
从澄迈县旅文局获悉，海
南省足协负责修建的海
南省青少年足球基地将
落户澄迈桥头镇。该基
地建成后，将承办全国性
乃至国际性高水平青少
年足球赛事，并为我省承
接国家级或职业俱乐部
青少年足球队伍集训任
务奠定基础，促进“体
育+”产业发展。

近年来，澄迈县委、
县政府高度重视体育事
业产业发展，探索“体育+
旅游”“体育+文化”“体
育+智力”“体育+教育”
等多种发展路径，多个专
业训练基地落户，社会资
本不断注入，先后举办多
项文体赛事，体育事业发
展成效显著。此外，澄迈
逐渐形成全民健身热潮，
已多次获得“全国群众体
育先进单位”称号。

6月4日18时许，在位于澄迈县
金江镇的张宁青少年羽毛球基地，穿
着一身运动装的徐莎莎在教练的指
导下，与同伴训练对打羽毛球。

2018年4月，两届奥运会羽毛球
冠军张宁与澄迈县达成合作意向，决
定共同筹建澄迈县青少年羽毛球后
备人才培训基地，在当地选拔优秀羽
毛球苗子。对羽毛球有兴趣的徐莎
莎通过考核，成为基地一名羽毛球运

动员。目前,该基地在国家高级教
练韦平的带领下,通过层层选拔,已
建立全省规模最大的青少年羽毛球
训练队伍和全省唯一的残障人士羽
毛球队。

包括张宁青少年羽毛球培训基
地在内，近年来澄迈已吸引中信国安
体育文化产业基地、中国智力运动产
业基地等多个“国”字头的体育产业
项目落户扎根。

位于澄迈老城镇的中信国安体
育文化产业基地是以国安足球训练
基地为核心，体育文化为主题，旅游、
培训为主要业务内容的多产业多功
能综合型项目。该基地将发展成“足
球训练基地+酒店+体育公园”的产
业组合。

位于海南生态软件园的中国智
力运动产业基地采取“互联网+”的
方式实现基地与相关产业链的融

合，通过承接国内外智力运动赛事
等，成为国内重要的智力运动人才
培训基地，将打造面向国际的中国
智力运动产业生态圈。目前，该基
地已入驻智力运动企业80余家。仅
2019年，以该基地名义在国内举办
的大小赛事和相关活动就超过200
场，比如围棋职业赛贺岁杯、LG杯，
中韩联赛冠军对抗杯、农心杯，第四
届全国智力运动会等。

训练基地落户 | 体育事业发展迎春天

专业训练基地聚集，使澄迈成为
体育赛事主办和承办优选地。近年
来，澄迈已成功举办环海南岛国际公
路自行车赛、中国龙舟公开赛(海南·
澄迈站)、赛法斗世界锦标赛、亚洲青
年柔道锦标赛、世界女子九球锦标赛
等一系列高规格、有影响力的大型体

育赛事。
其中，中国智力运动产业基地先

后举办亚洲首次德州扑克人机大战、
“国家杯”棋牌职业大师赛象棋比赛
等多项国家级智力运动赛事。

伴随体育赛事的相继举办，海内
外游客纷至沓来，带动澄迈酒店住

宿、餐饮、健康医疗、乡村旅游等相关
产业加快发展。

目前，澄迈建有澄迈县体育馆
以及灯光球场、绿地广场、亲民广场
等公共体育休闲设施，178 个行政
村(社区)均建有文体活动室，建成
篮球排球场560个，安装全民健身

器材130套，实现社区体育健身设
施全覆盖。

体育基础设施的不断完善，也让
澄迈居民健身锻炼的积极性被充分
调动起来。统计数据显示，澄迈经常
参加体育锻炼的居民约22万人，约
占该县总人口数的44.13%。

重要赛事带动 | 城乡体育设施渐完善

动全民健身 起来

澄迈县第二小学足球队在进行对抗训练。

吴朝波在陵水黎族自治县本号镇
芭蕉村向农户传授槟榔栽培技术。

受访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