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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宁龙滚镇试水田间套种

菠萝地种波罗蜜
农业生产增效益

本报万城7月19日电（记者袁
宇）菠萝地里套种波罗蜜，每亩经济效
益预计增加1万多元。7月18日，海南
日报记者在位于万宁市龙滚镇端熙村
的甜田岭上看到，该村探索的套种模
式初步成功，套种在菠萝地里的波罗
蜜长势良好，让村民们吃下了定心丸。

万宁龙滚地区以菠萝为主要经济
作物。龙滚镇农业服务中心主任卓富
介绍，截至今年上半年，龙滚菠萝种植
面积约3.6万亩。

在菠萝地里套种波罗蜜是龙滚地
区发展高效农业的一次有益探索。据
介绍，龙滚镇现有3家种植专业合作社
尝试在菠萝地里套种波罗蜜，已在多
格村、端熙村等村庄套种约600亩。

万宁绿龙种植专业合作社负责
人陈春生介绍，该合作社从去年10
月开始尝试套种，在每亩菠萝地里种
20株波罗蜜。经过8个月的精心管
护，150亩菠萝苗和套种的波罗蜜苗
均长势良好。

卓富说，当地套种的泰国红肉8号
波罗蜜预计3年后进入丰产期，“每株波
罗蜜年产量可达400斤，目前波罗蜜的
收购价每斤约3元，增加的效益可观。”

■ 本报记者 刘梦晓

白墙黛瓦、蜿蜒小路、椰林水韵、
滨海长廊，这是琼海市博鳌镇沙美村
留给参观者的第一印象。7月18日，
在沙美村村头开餐馆的村民王小艾
像往常一样开门迎客。“现在我们村
越来越美，新冠肺炎疫情得到控制
后，生意也在逐渐恢复，周末能来七
八百人，小康生活就在眼前了！”王小
艾笑着说。

阳光洒满枝头，海风迎面吹
来。距离博鳌亚洲论坛永久会址不
到 5 公里的沙美村，是一个集山、
海、林、田、湖等自然风光为一体的
美丽村庄。

但在3年前，沙美村还是一个几
乎与外界隔绝的村庄。村民进出村
子仅靠一座窄窄的小桥，村里的道路

高低不平，房屋破旧，环境卫生差。
“以前我和老公在外面打工，村

里很多年轻人也都出去打工，虽然我
们村的自然环境还不错，但基础设施
建设滞后。”王小艾告诉海南日报记
者，由于交通不便，发展没有门路，以
前不少村民选择外出务工。

这样的状况从2017年 10月开
始改变。为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大精
神，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琼海市启动
了沙美村美丽乡村建设工作。该村
启动村庄环境综合整治，精心策划，
打造出“椰林水韵”“饮水思源”“滨海
长廊”“眺望乡愁”“水静莲香”“金牛
偃月”等6个生态景观，村庄的整体
面貌焕然一新。

沿着1.8公里的滨海长廊行走，
沙美村的湿地生态美景尽收眼底。
在建设美丽乡村的过程中，沙美村村

民牢固树立“山水林田湖草是一个生
命共同体”的生态保护理念，推动内
海退塘还林还湿工作，复植红树林
568亩，形成湿地生态观光区。

据了解，沙美村推进美丽乡村建
设以来，不断加快农业供给侧结构性
改革，推动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发
展乡村经济。成立农民专业合作社，
探索以“合作社+农户+公司”的模式
统一经营管理，发展热带高效农业及
民宿、电商等特色产业。

以前在外务工多年的村民陈学
雄看到村里的变化后选择回村工
作，“我现在在村里开电动游览车接
送游客，并参与村里的治安联防、卫
生管理工作。”陈学雄说，靠吃“旅游
饭”，他一年的收入比以前多了约4
万元。

在沙美村，像陈学雄这样回村就

业创业、吃上“旅游饭”的村民还有不
少。以沙美村“南侨机工”龚祥勋的
名字命名的祥勋客栈是龚祥勋后代
龚建民紧抓美丽乡村建设机遇，结合
当地特色，将自家房屋进行全面装修
打造而成的经营场所。目前负责客
栈经营的李荀说：“现在乡村旅游火
热，我们就联合一些农户经营，带领
游客到村中的种植园采摘果蔬，或带
他们去打捞鱼虾蟹等，这些项目很受
欢迎。”

村民莫泽豹经营着咖啡屋，村民
何忠琼办起了农家乐，村民何忠林开
了一家“琼海公道”餐饮店……近几
年，越来越多外出务工的村民回村创
业就业。“村民口袋里钱多了，就离小
康生活更近了！”沙美村党支部书记、
村委会主任冯锦锋介绍，2019年，全
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1.6万元。

目前，每逢周末和节假日，村里的游
客都很多。

不仅如此，沙美村还不断完善升
级基础设施。在沙美村走访时，海南
日报记者发现村里看不见电线杆。
原来，为了打造更宜居宜游的环境，
沙美村基本实现电缆“入地”，不仅村
子美观了，还可尽量避免台风天气可
能引发的停电。同样“入地”的还有
污水处理池，该村建设的地下污水处
理池采用生化法对村里的生活污水
进行集中处理。

据悉，目前，作为琼海市重点项
目之一的沙美印象项目正在加快建
设。预计今年国庆节前，沙美村商
业街将对外开放。这两个项目建成
后，沙美村美丽乡村的名片将愈发
闪亮。

（本报嘉积7月19日电）

本报海口7月19日讯（记者罗
安明）7月19日，《人民日报》《光明日
报》《经济日报》分别刊发报道，介绍
海南各市县及重点园区抢抓发展机
遇，因地制宜发展壮大特色产业，拓
宽农民增收渠道的经验做法，为海南
干部群众大胆探索，奋力创造美好新
生活的干劲点赞。

当天，《人民日报》在头版刊发题

为《让乡亲收获更多幸福感——海南
省三位村支书的行与思》的报道。报
道讲述了澄迈县永发镇后坡村党支
部书记曾令群通过建立“巷长制”等
工作机制，把党支部建得坚强有力；
白沙黎族自治县牙叉镇白沙村党支
部书记符永生甘当就业“中介”为村
民介绍工作，让村民有活干、有钱赚；
儋州市大成镇新风村党支部书记李
可祥引进企业在村中建编织袋加工
厂，促进村民就业，带动村民流转土地

发展乡村旅游等特色产业的故事，为
3位村支书扎根基层、带领群众脱贫致
富奔小康的努力点赞。报道称，农村
基层党组织书记是离贫困群众最近的
人，他们的所思所想、一举一动，关乎
群众切身利益，关乎乡村发展前景。

《光明日报》在头版刊发报道《请
到天涯海角来》。报道讲述了三亚市
吉阳区博后村村民通过发展民宿等
产业走上致富路，文昌市龙楼镇好圣
村的致富带头人符欢牵头成立合作

社，帮助贫困户发展黑山羊养殖产业
脱贫致富，洋浦经济开发区共鸣社区
居民搬迁后，住进联排别墅，生活条
件明显改善，日子越过越红火的故
事。报道称，《请到天涯海角来》这首
歌传唱了几代人。如今，在脱贫攻坚
决战决胜之年再次哼唱起这首歌，扑
面而来的是乡间田埂吹来的小康之
风，映入眼帘的是那一双双不屈于贫
困、与命运奋力抗争的勤劳双手。

《经济日报》头版刊发报道《特色

医疗呵护百姓健康——海南博鳌乐
城国际医疗旅游先行区采访记》，点赞
海南自贸港博鳌乐城国际医疗旅游
先行区用好国家赋予的特许政策，为
患者带来福音。报道以来自青海省的
患者严启在博鳌乐城国际医疗旅游先
行区接受波士顿人工角膜手术后重获
光明为例，介绍了博鳌乐城国际医疗
旅游先行区近年来加快引进国际先
进药品器械、医疗技术，以特色医疗
呵护百姓健康取得的进展。

琼海沙美村美丽田园风光吸引游客纷至沓来，村民发展乡村旅游劲头足

生态美了 游客来了 日子好了

康康生生小小 活活走向我们的

中央媒体看海南

《人民日报》等中央媒体点赞海南干部群众奋力创造美好新生活

请到天涯海角来 这里小康花正开

■ 本报记者 习霁鸿 通讯员 王聘钊

7月15日清早，海口市美兰区演
丰镇演东村乡村振兴工作队队员王燕
军骑上自己的电动车出门，打算去瑶
城美丽乡村建设项目现场上转一转。

乍一看，王燕军和一般的乡村振
兴工作队队员无异，他那辆电动车也不
过是市面上最普通的款式。可是，打开
电动车的后备箱，他的“秘密”就一览无
遗了——箱子被塞得满满当当，全都
是纱布、棉签、绷带等急救物品。

原来，王燕军是一名医生。2016
年，他来到演丰镇卫生院当医生，2019
年2月成了演东村乡村振兴工作队的
一员。到演东村工作后，学医的他敏
锐地发现了村里的一个弱项——溺水
事件易发、村民掌握的急救知识少。

“村里的儿童经常去鱼塘边上玩
耍，容易发生溺水事故。”到了项目现
场，王燕军停好电动车后介绍说，每次
碰到有人溺水，村民们急归急，却并不
懂得怎么急救，去镇卫生院找医生，最
少要花上半小时，早就错过了4分钟
的黄金抢救时间。

要实现乡村振兴，首先得保证村
民健康无恙。驻村工作的第二个月，
王燕军就当起了“老师”。每周一晚，
借着乡村振兴工作队队员和村干部
集中收看脱贫致富电视夜校的机会，
他在夜校开播前开设“急救微课堂”，
为大家讲解急救知识。培训完干部，
从去年7月开始，他又组织乡村振兴
工作队队员挨家挨户给村民们讲解
急救知识。此外，在王燕军的建议
下，演东村还组建了一支由村“两委”
干部、党员、村医组成的医疗志愿服
务队，专门为村民提供急救、外伤包
扎等服务。

“引导村民学是一方面，遇上紧急
情况我也亲自上。”王燕军告诉海南日
报记者，为了应对突发事件，他把电动
车后备箱里的杂物清了出来，全换成
了急救物品，用完了及时补货。因工
作需要，王燕军经常骑着电动车在演
东村几个村民小组间来回跑。这个
行走的“急救箱”发挥的作用真不小。

海南日报记者跟着王燕军来到
村中一个路口，他指着一处路面说：

“之前在这里，我靠着电动车后备箱
实施过一次急救。”据介绍，去年12
月的一天，王燕军和演东村乡村振兴
工作队队长符建新一道外出，在这个

路口遇到一个被车辆追尾的伤者，当
时伤者倒在地上，头部流了很多血。
在高温环境下，伤者大量出血可能会
有生命危险。在120救护车赶到前，
王燕军赶紧从电动车后备箱翻出纱
布，帮伤者止住了血，符建新则回村
委会办公楼取血压计，返回现场后为
伤者量血压，随后两人合力将伤者移
到荫凉处。及时得当的急救处理让

这名伤者最终脱险。
“今天我还得去给一位村民听心

肺。”刚从项目现场回到村委会办公
楼，王燕军又拎上药箱，大步朝村头走
去。原来，家住村头的符大爷患有哮
喘，王燕军经常上门服务。“现在，村民
们知道村里有了医疗志愿服务队，会
主动让我们帮忙测血压、听心肺。”王
燕军说。 （本报海口7月19日讯）

驻村干部的秘密“急救箱”

省脱贫致富电视夜校
今晚播出第190期

本报海口7月19日讯（记者陈蔚林 实习生
李梦楠）第190期海南省脱贫致富电视夜校将于
7月20日20时在海南经济频道、20时30分在三
沙卫视，7月26日16时20分在海南卫视播出。

万宁市北大镇北大村位置偏远、设施落后、交
通不便，是“十三五”深度贫困村。如何激发该村贫
困群众内生动力，切实提升贫困群众的获得感与
幸福感？本期夜校邀请到了该村驻村第一书记文
彤明作为主讲老师，和大家分享他心中北大村的
发展蓝图及该村推进脱贫攻坚工作的经验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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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闻故事

东方举办
爱心扶贫大集市活动
销售农产品22万余元

本报八所7月19日电（记者张文君 通讯员麦
凤完）7月18日，2020年东方市消费扶贫“春风大
行动”暨东方市“扶贫产品进机关、进学校、进医院、
进部队”爱心扶贫大集市活动在八所镇城东农贸
市场举办。当天，该活动共销售农产品22.21万元。

当天上午，海南日报记者在活动现场看到，现
场共展出凤梨、火龙果、扁豆酱、火龙果酒、白鹭鸭
等40多种农副产品，许多扶贫干部和普通市民前
来选购。

脱贫户冯通娥是感城镇感南村人，她带来的
自家种植的蔬菜被抢购一空。“我种的菜，平时挑
去感城镇上卖，要卖一上午，今天才一会儿就卖光
了。以后市里举办爱心扶贫大集市活动，我还要
来参加。”冯通娥说。

八所镇上红兴村脱贫户符勇强带来了白鹭
鸭。他说，自己的白鹭鸭养殖期在160天以上，味
道鲜美。参加这次爱心扶贫大集市活动，许多消
费者留了他的电话，“他们说以后还要找我买鸭
子。”符勇强笑着说。

据介绍，本次爱心扶贫大集市活动共有来自
东方各乡镇的632户建档立卡贫困户及2家涉贫
农民专业合作社参加。

近日，航拍琼中黎族苗族自
治县什运乡方板村新址。蓝天白
云下，成排的民族特色楼房整洁
靓丽。

据了解，方板村原址曾多次
受到滑坡地质灾害威胁，部分房
屋已开裂，暴风骤雨天气安全隐
患大，是琼中定点监控的地质灾
害隐患点之一。

为保障村民安全，2018年琼
中投入2275.1万元，易地选址新
建村庄，新建了23栋安置房，并
完善配套设施，将方板村23户
84人从原址搬到现址，为村民提
供良好的生产生活条件。

本报记者 陈元才
通讯员 朱德权 图/文

安置房·安居房

作为一名乡村振
兴工作队队员，王燕

军将自己驻村工作的交通工具——
电动车的后备箱改造成了一个“急救
箱”，为村民提供急救、外伤包扎等服
务。事情虽小，但这种心系群众、服
务群众的态度，却十分感人。

去年2月，我省从机关、企事业单
位选派8000多名乡村振兴工作队队
员，进驻全省所有乡镇、行政村。这
8000 多名来自各行各业的队员驻镇
驻村工作一年多来，在积极落实省委
提出的脱贫攻坚、农村人居环境整治
等“十抓十好”任务的同时，积极发挥
专业优势，为群众解决“急难愁盼”问

题，助力当地特色产业发展。他们
中，有人利用自己有教师资格证的优
势，驻村后主动请缨在村小教授英
语；有人发挥自己的兽医技术特长，
多次为村民养殖的母牛接生；有人为
法学博士，驻村后积极为村民提供宅
基地纠纷、合同纠纷等方面的法律咨
询服务……这样的事例不胜枚举。

依靠群众、服务群众是我们做好
一切工作尤其是基层工作的基础，只
要进一步完善服务保障体系和激励
机制，把每一名乡村振兴工作队队员
的作用发挥出来，就一定能汇聚推动
乡村全面振兴的磅礴力量，为海南自
贸港建设打下坚实的基础。

涓滴之行汇聚磅礴力量

海南企联成立30周年

40家企业获评
海南省优秀企业

本报海口7月19日讯（记者周晓梦 通讯员
张晨曦）7月19日，海南省企业联合会（以下简称
海南企联）、海南省企业家协会成立30周年庆暨
第十届海南省优秀企业、优秀企业家表彰大会在
海口举行。

会上，海南省农垦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中
国烟草总公司海南省公司、中国石化销售股份有
限公司海南石油分公司等40家企业获第十届海
南省优秀企业荣誉称号，椰树集团有限公司董事
长王光兴、海南核电有限公司董事长魏国良、中国
石化海南炼油化工有限公司董事长卞凤鸣等10
位企业家获第十届海南省优秀企业家荣誉称号。

海南省优秀企业、优秀企业家评选每两年举
办一次。第十届海南省优秀企业、优秀企业家评
选活动接受自愿申报，参报企业、企业家范围广、
数量多。

海南企联有关负责人指出，海南企联成立30
年以来，始终秉承“为经济建设服务，为广大企业和
企业家服务”的宗旨，充分发挥联络、沟通、服务职
能，在建设企业家队伍、维护企业和企业家合法权
益、反映企业呼声、加强信用建设等方面积极开展
工作。

此次会议由海南省总工会、海南省企业联合
会、海南省企业家协会主办。省内外专家学者、省
直有关部门有关负责人、企业代表等共450多人
参会。

产业升级提速
经济发展提质
◀上接A01版

据省统计局统计数据显示，今年前4月，渔业
小镇、渔业和旅游小镇、商贸物流小镇、旅游小镇、
热带特色农业旅游小镇完成投资，分别较去年同
期增长235.7%、149.4%、147.3%、18.9%、6.3%。

小镇投资运行加快，也将进一步撬动海南经
济健康发展。

位于文昌抱罗镇的传味文昌鸡产业特色小
镇，已建有种鸡舍共22栋，孵化厂1座。项目占
地185亩，总投资额5000多万元；传味文昌鸡肉
质改良场项目已建有标准化鸡舍20栋，饲料间
10间，宿舍1栋等配套设施，总投资3200万元。

“项目全部建成后，可实现文昌鸡产业年总产
值13亿元，带动农户养殖近1000户，带动农户户
均产值可达8万元以上，同时可直接向社会提供
就业岗位800个。”传味文昌鸡有限公司董事长林
鹏介绍，项目建设以“龙头企业+基地+农户”产业
一体化模式运作，进一步完善传味文昌鸡养殖、销
售、加工、物流配送等产业链，将有效推进区域经
济发展。

省农业农村厅相关负责人表示，澄迈大丰归
侨文化旅游小镇、三亚亚太金融小镇、云龙工贸服
务小镇、琼海博鳌旅游小镇、乐东九所养生度假小
镇、万宁兴隆东南亚旅游和农业风情小镇、琼海中
原南洋风情旅游小镇均加快进度投资建设，我省
还将策划推进加乐沉香产业小镇、南丰沉香产业
小镇，推动沉香产业。

（本报海口7月19日讯）

短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