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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李梦瑶 特约记者 秦海灵

“成安叔在家吗？”“他在山上干农
活，还没回来呢。”7月8日一大早，海
南日报记者来到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
湾岭镇岭门村脱贫户王成安家中，却
不巧扑了个空。见有客人到访，王成
安的妻子朱英美赶紧放下手中的活
计，热情地招呼记者先进屋坐坐。

进屋环顾一圈，家具电器不算多，
但各种用具摆放得井井有条。“以前又
要干农活又要操持家务，根本忙不过
来。”朱英美笑了笑，她说，现在他们两
口子分工明确，“成安负责干农活，我负
责洗衣做饭，日子过得轻松多了。”

眼前的场景与普通农户家并无二

致，但对于朱英美来说，却是期盼已久。
几年前，几次发展种植养殖产业

失败后，五十岁出头的王成安两手一
撂，啥也不肯再干，整天抱着酒瓶子喝
得醉醺醺，成了远近闻名的贫困户。

“那时候他整天待在家不肯出门，
颓废得很。”岭门村乡村振兴工作队队
长曹文超介绍，当时帮扶干部了解情
况后，隔三岔五上门做思想工作，并提
出“贷款5000元+补助5000元+自筹
5000元”三方共筹的办法，终于说服
王成安开始尝试养羊。

从20只发展至30多只，王成安把
羊群当成自己的孩子般看护，养殖规模
不断扩大，于2016年年底顺利脱贫，还
清外债，日子渐渐有了起色。“还别说，

自从他开始养羊后，每天只顾着上山放
羊，根本没有闲工夫喝酒。”朱英美算了
算，去年光是养羊这一项产业，便为他
们家带来逾2.5万元的收入。

今年春节前，王成安将家里最后
的两头羊卖掉，挣了3800元。朱英美
原本担心闲下来的丈夫再次犯酒瘾，
让她意外的是，丈夫竟主动提出将弃
割弃管的橡胶林重新打理起来。“今天
天没亮他就上山了，说是要给橡胶林
施点肥，趁着价钱好抓紧时间开割。”
朱英美说。

从“懒醉汉”到忙着发展产业，脱
贫后的王成安像是换了一个人。似乎
是被丈夫的精气神感染了，朱英美也
开始琢磨着空闲时找点力所能及的活
儿干。

“村里办了养猪、养鹅、辣椒种植
等好几个合作社，我平时干完家务了
就过去打零工，一天也能挣个百来块

钱。”在朱英美看来，尽管他们一家早
早脱了贫，干劲却并没有松，“可不能
凡事都靠帮扶干部，咱要靠自己的努
力致富奔小康。”

闲不住的，不只是王成安两口
子。脱贫户侯叶早上到槟榔林除完草
后，紧接着赶到地里采摘辣椒；脱贫户
黄启芳忙着养鱼、养牛，还兼着村级农
田水利管理员一职；脱贫户何国雄养
羊、割胶、养猪，偶尔还去村里的食用
菌产业合作社打打零工……

如今到访岭门村，会发现村民们
个个忙着发展产业，林间田头处处是
繁忙景象。

自2018年底实现整村脱贫出列以
来，岭门村通过引进专业种植养殖公
司，动员村民抱团参与养鹅、养鸡、养
龟、养牛和辣椒种植、红米种植，以及益
智加工、毛桃加工、辣椒酱加工，正形成
长短结合的产业发展模式。

“村民们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
况选择发展其中一种到几种产业，确
保家家有产业，人人有事做。”曹文超
介绍，为了提高村民们的生产积极性，
该村还探索建立了“保底分红+务工
（奖励）分红”的差异化利益分配机制，
充分调动了村民们的生产积极性、自
主性，让大伙的干劲越来越足。

2020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
收官之年，岭门村的帮扶干部、脱贫户
们也有着自己的新期盼。“我们希望能
引进资本对村庄进行整体规划，实现
连续3年村集体经济翻一番，让脱贫
户人均年收入超过1.5万元，确保7个
自然村‘一村一品’，并培养出9名致
富带头人。”曹文超将岭门村的发展规
划浓缩成“13579”这一串数字，他也
期待着能带领村民们一步一个脚印，
继续走稳小康路。

（本报营根7月8日电）

走向我们的 康康生生小小 活活

琼中岭门村产业兴旺激活村民生产积极性、自主性

发展产业闲不住 田间地头忙不停

中欧“龙计划”五期项目评审结果揭晓

海南热带海洋学院
两联合申报项目获立项

本报三亚7月8日电（记者李艳玫 通讯员卓
越）近日，中国科技部与欧洲空间局合作的“龙计划”
五期项目评审结果揭晓，海南热带海洋学院科研专
家作为共同负责人联合申报的两个研究项目“变化
中的海岸带海洋环境遥感”和“海洋动力环境多传感
协同监测”获批准立项，将于本月中旬正式启动。

此次是该校首次参加“龙计划”项目，也是继
去年底中国工程院蒋兴伟院士海南省院士工作站
正式落户该校后，该校在海洋遥感领域取得的又
一突破性进展。项目的实施可进一步提升该校在
海洋遥感方面的研究和应用能力，为该校海洋类
学科及专业建设注入新的动力。

据悉，中欧“龙计划”是中国科技部与欧洲空
间局在对地观测领域的重大国际科技合作计划，
目的是联合中欧知名遥感专家在资源环境、海洋、
灾害、大气、定标与真实性检验等领域开展合作研
究，促进遥感技术应用水平的提高。2020-2024
年为“龙计划”五期阶段。

第三届“创梦杯”创新创业大赛落幕

海师国家大学科技园
将扶持优秀项目发展

本报海口7月8日讯（记者王玉洁 尤梦瑜）7
月8日，2020年第三届“创梦杯”创新创业大赛总
决赛在海南师范大学国家大学科技园落幕。经过
激烈角逐，共有两个项目夺得一等奖，13个项目获
二等奖，16个项目获三等奖。

今年6月以来，该比赛吸引了16家省内外高
校的206个项目参加，31个项目进入总决赛，涵
盖人工智能、生物医药、农业、信息技术、电商、文
创等领域。其中海南热带海洋学院“基于三维智
能多孔材料的油品回收技术”项目、海南师范大学

“景区沉浸式互动娱乐”项目分别获得一等奖。
对获奖的优秀项目，海南师范大学国家大学

科技园将扶持其发展，帮助项目团队对接投资人；
对具有实操性但尚不具备落地运作条件的项目，
海南师范大学国家大学科技园把其作为储备项
目，从产品、市场、资金、知识产权、成果转化、高企
培育等方面做好服务，帮助项目成长壮大。

据悉，我省举办本次创新创业大赛，旨在通过
大赛挖掘孵化优质项目，以创业带动就业，为海南
自贸港建设注入新鲜活力和创新源泉。

大韩贸易投资振兴公社积极评价
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

韩国企业迎来投资
海南自贸港机遇

本报海口7月8日讯（记者罗霞）海南日报记
者日前从海南国际经济发展局获悉，韩国大韩贸易
投资振兴公社近日发布《中国推进海南自由贸易港
建设》报告书，积极评价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认为
韩国企业将通过进军海南获得新的机遇，韩国多个
产业有望在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中受益。

报告书称，中国正在通过多种方式寻找新的
经济增长动力，其中最引人瞩目的就是中国发布
了《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总体方案》，海南自由贸
易港有望成为中国经济增长新引擎。

报告书介绍了《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总体方
案》政策等方面内容，称“海南自由贸易港开放度
高”“政府为优化海南营商环境提供了政策保障”

“这些优惠政策有望进一步带动海南旅游和消费
产业的发展”。

报告书表示，鉴于海南省的地理优势及中国
政府强有力的政策支持，海南经济有望实现跨越
发展，海南重点扶持的医疗旅游业、体育旅游业等
产业有望创造出很多高附加值产品，海南邮轮旅
游领域也有无限商机。与海南重点培育产业相关
的韩国企业将通过进军海南获得新的机遇，韩国
邮轮旅游、航空、免税以及通信等服务产业有望在
海南自由贸易港中受益。

据了解，大韩贸易投资振兴公社是韩国政府
属下非营利贸易促进机构，始建于1962年，旨在
促进韩国与海外地区的经贸交流，是各国经济与
韩国经济联系的桥梁，通过开展贸易信息传递、市
场调研服务、跨国投资、技术合作和商务联系等多
种贸易促进活动，帮助韩国的对外经济发展。

■ 本报记者 尤梦瑜 通讯员 赵雅婧

规范和正确行使国家监察权，既
要强化自我监督，也要自觉接受外部
监督。2019年8月，省监委选聘了15
名特约监察员。履职已近一年，作为
省监委由外部引进的“裁判员”和“监
督员”，特约监察员除了对纪检监察
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规依纪依法履
职用权进行监督外，还肩负起了参谋
咨询、桥梁纽带和舆论引导等职责。

在公共工程和土地出让项目跟
踪监督工作中，纪检监察机关履行

“监督的再监督”职责，特约监察员又
将如何发挥作用呢？近日，海南日报
记者采访了多位特约监察员，大家纷
纷表示在积极做好对监察机关履职
用权监督的同时，还要充分发挥好舆
论引导作用，让更多公众关注和参与
跟踪监督工作。

“从全国的普遍情况看，工程项
目和土地出让是引发贪腐的‘重灾

区’，正如人们常说‘项目上马，干部
落马’。海南自贸港建设过程中公共
工程与土地出让项目会越来越多，必
须做好风险防控工作，否则欲速而不
达。”特约监察员、海南日报社政文
部副主任周元表示，开展公共工程和
土地出让项目跟踪监督，从某种意义
上说就是以底线思维防控风险，扣紧
各部门各领域“驾驶员”的廉政风险

“安全带”，营造良好的纪法环境和公
平竞争环境，确保海南在自贸港建设
快车道上行稳致远。

特约监察员来自不同行业、不同
领域，他们拥有的是一份监督的权

力，承担的是一份来自监察机关与人
民群众的信任。因此，也要发挥理论
优势、专业优势和联系群众优势，对
监察机关从严从实监督多予以智力
支持和帮助改进工作。

“营商环境的好坏对海南自贸港
建设极其重要，当前，省委、省政府部
署开展公共工程和土地出让项目跟
踪监督工作可以说正逢其时，找到一
条优化海南营商环境的有效途径。”
特约监察员，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
殊普通合伙）海南分所所长、合伙人，
全国会计领军人才李进华表示，作为
注册会计师，他将发挥自己的专业特

长，及时深入一线了解情况，向纪检
监察机关提出意见建议，更好地服务
于跟踪监督工作。

特约监察员、海南大学法学院教
授、教育部黄大年式教学团队核心专
家刘国良表示，特约监察员应该把履
行好职责和义务作为一项光荣的事业
来追求，当好监督员，彰显外部监督重
要力量；当好参谋员，为纪检监察工
作建言献策；当好联络员，切实发挥
桥梁纽带作用；当好引导员，有效放
大反腐倡廉声音，为海南建设自贸港
营造风清气正的良好政治生态贡献一
己之力。 （本报海口7月8日讯）

关注公共工程和土地出让项目跟踪监督

特约监察员积极参与跟踪监督

更好履职助推廉洁项目阳光工程

全力抓落实全力抓落实 奋进自贸港奋进自贸港

■ 本报记者 尤梦瑜

《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总体方
案》（以下简称《总体方案》）发布以来，
外国驻华使领馆高度关注海南自贸
港建设，来访人数和批次不断攀升。
近日，新西兰驻广州总领事沈立（Re-
bekah Mawson）一行到访海南，了
解海南自贸港相关政策和最新建设
情况，并就推动双方在经贸等领域务
实合作事宜与我省进行交流探讨。

7月8日，沈立接受海南日报、海南
国际传播中心等省内媒体采访，她表
示，《总体方案》的发布激发了新西兰
与海南两地间更多合作潜力，他们将
积极支持本国企业参与自贸港建设。

借助“拳头”产业
推动两地合作

此次来琼不仅是沈立总领事首次
正式访问海南，也是她本人第一次来
到海南。“非常高兴可以来到海南这个

远近闻名的旅游胜地。看到这里优质
的自然环境、美丽的海岸线，的确很符
合我对这里的想象和期待。”沈立介
绍：“此次来访，是为了了解《总体方
案》赋予海南的诸多利好政策，以及海
南下一步在经贸发展上的举措，为新
西兰和海南未来合作寻求机遇。”

农牧业是新西兰的“拳头”产业，
来自新西兰的乳制品、奇异果多年来
受到了中国消费者们的青睐。在采
访中，沈立分享了新西兰食品世界闻
名的成功经验。

“我们常说新西兰有‘三好’：好体
系、好环境、好食品。新西兰优良的自
然气候环境为我们打造世界一流的食
品制造体系提供了坚实基础，同时，新
西兰成熟的食品安全体系也有力地推
动了新西兰食品走向世界。”沈立说，
自己在海南这几天也看到了本地商店
中在出售来自新西兰的食品等产品，
她非常高兴海南消费者能够喜欢来自
新西兰的产品。

除了农牧业，教育业也是新西兰

的“金字招牌”，每年都有许多中国学
生前往新西兰留学。在沈立看来，新
西兰拥有国际领先水平的教育培训
体系，这为新西兰、海南进一步在教
育培训等方面的合作打下基础。她
非常期待看到，在海南自贸港建设的
大背景下，海南教育机构能与新西兰
的学校、大学等建立联系，开展合作。

“在海南这几天参加了许多场会
议，让我充分了解了《总体方案》接下
来将如何贯彻落实。我想新西兰企
业也会了解、利用好这些利好新政
策，寻求更多与海南的合作契机。”海
南积极建设国际旅游消费中心给沈
立留下深刻印象，她认为这给新西兰
企业带来机遇，他们可以将更加优质
的新西兰产品带来海南，并向全中国
的消费者进行推广。

利好政策落地
创造更多机遇

新西兰与海南的旅游业拥有诸

多相似之处，最明显的就是，两地旅
游业都是基于良好的自然生态环境
而发展起来。因此，沈立不仅对两
地在旅游合作推广上充满信心，她
对两地围绕兼顾生态保护和经济发
展开展交流也充满期待。“旅游业的
可持续发展，寻求生态环境保护与
经济发展间的平衡是新西兰和海南
共同面对的挑战，我们不仅可以互
相学习、分享交流经验，还能够携手
去做许多事情。”

除了传统的“拳头”产业，新西
兰有着高度专业化的工业制品，在
机场开发建设等方面均有所体
现。“这次来访，我看到了海南在这
些方面所拥有的潜力，也让我看到
了未来两地开展合作的可能性。”
沈立表示。

据了解，新西兰在引进外资促进
本国发展方面限制较少，被认为是全
球“最好做生意的地方”。2016年10
月，世界银行发布的《2017年全球营
商环境报告》排名榜上，新西兰首次

位列榜首，而后多年保持第一。这次
来琼，沈立充分了解了海南在过去两
年来不断简化企业开办流程、投资项
目审批等，推出一系列引进外资的举
措，积极优化营商环境。“在这方面，
我相信两地可以做更多交流，新西兰
非常愿意与海南展开合作，分享经
验。”她说。

《总体方案》中提到的免税政策，
以及贸易、投资、人员进出自由便利
等都引来沈立的关注。“《总体方案》
的发布为两地合作带来更多机遇和
潜力。”她说。

近年来，海南与新西兰在旅游、
经贸、文化、教育等领域的合作不断
取得新的突破，海口与新西兰旺阿雷
市缔结为友好城市。在沈立看来，这
些都为两地合作打下基础。她相信，
随着海南自贸港的加快建设，以及更
多利好政策的落地，将会有越来越多
的新西兰企业关注海南，来这里投
资、寻求商业机遇。

（本报海口7月8日讯）

新西兰驻广州总领事沈立：

积极支持新西兰企业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海南国际仲裁院
首届理事会成立
11位境内外专家学者受聘理事会理事

本报海口7月8日讯（记者邓海宁 通讯员
张斌斌）7月8日，海南日报记者从海南国际仲裁
院获悉，日前该院成立理事会，成为该院的决策
机构。省政府聘任张月姣、黄进等11人为海南国
际仲裁院第一届理事会理事，聘期5年。

据了解，海南国际仲裁院是社会公益性法定
机构，实行以理事会为主导的法人治理结构。理
事长由省政府从现职公务员中任命，理事由省政
府从法律界、工商界和其他相关领域的知名人士
中聘任，其中境外人士不少于三分之一。此次聘
任的11位理事，国际化程度高，专业能力突出，在
国内外具有很高代表性、权威性和影响力。其中
境外4人，分别为欧美、新加坡和我国香港的国际
商事仲裁领域资深专业人士。

海南国际仲裁院理事长王雪林表示，海南国
际仲裁院将发挥仲裁在多元化解纠纷机制中独特
而重要的作用，更好地服务海南自贸港法治化、国
际化、便利化营商环境建设。

7月 7日，三亚国
际体育产业园体育场，
犹如“钢铁之花”绽放。

钢结构胎架卸载
完之后，三亚国际体育
产业园体育场项目顺
利进入索、膜结构施工
阶段。

本报记者 封烁 摄

“钢铁之花”
绽放天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