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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媒体看海南

本报海口7月21日讯（记者罗
安明）7月20日至21日，中新社连续
播发4篇报道，关注海南各市县发展
特色产业推进脱贫攻坚工作，抢抓自
贸港建设机遇，推动重点园区建设、
大力引进人才的经验做法及取得的
成效。为海南干部群众奋力开新局、
建功自贸港的干劲当点赞。

7月21日中新社播发报道《“点
石成金”：海口施茶村的石斛致富之
路》介绍，海口市石山镇施茶村地处
火山熔岩地区，石多土少，地势起伏
不平，蓄水难。该村之前尝试种过荔
枝、蘑菇，还养过鸽子等，但效果并不
理想。从2015年起，施茶村开始因

地制宜发展石斛产业，采取“企业+专
业合作社+农户”的模式推广种植石
斛，走上了致富路。

报道中说，目前施茶村石斛种植
面积超过500亩，直接带动了逾200
名村民就业。2017年施茶村农民人
均可支配收入达14500元，是2013
年的4.5倍。

7月20日中新社播发报道《“一
琼二白”：海南黎乡的脱贫“样板”》
称，近年来，海南少数民族自治县搭
上了发展的快车，走上脱贫致富路。
其中，被海南民间俗称为“一琼二白”
的国家级贫困县琼中黎族苗族自治
县和白沙黎族自治县近两年已陆续
脱贫“摘帽”，成为省内少数民族贫困
县脱贫的典范。

报道介绍，近年来，琼中大力发展

山鸡养殖产业，琼中山鸡成为该县的
一张金名片。相关企业通过“公司+
基地+贫困户”的模式发展山鸡养殖
业，带动了不少当地贫困户脱贫和就
业。与琼中有着一山之隔的白沙县依
托自身优势，近年来吸引了中国铁人
三项运动协会训练基地、国家橄榄球
训练基地、国家拳击训练基地等多个
国家级运动训练基地落户。白沙探索

“体育+旅游““体育+扶贫”的发展模
式，为贫困群众增收提供新路径。

中新社7月20日播发报道《海南
“变身记”：从边陲小岛到自贸港》介
绍，自1988年建省办经济特区以来，
海南在先行先试的道路上，为改革开
放镌刻下了诸多可载入史册的探索
与尝试。今年，海南迎来了32岁生
日。乘着自贸港建设的东风，海南加

快推动重点园区建设、开通服务热线
优化投资环境、大力引进各类人才，
在新一轮改革开放浪潮中展露光芒。

7月 20日中新社播发报道《海
南自贸港为跨境电商注“新动力”
企业觅“新商机”》介绍，今年以来海
南跨境电商产业快速发展。今年上
半年，海口海关共监管放行跨境电
商网购保税进口申报清单33万单，
同比增长8.5倍，仅6月即完成9.1万
单，比上年同期增长30倍。当地有
关部门推出多项举措为跨境电商产
业发展插上腾飞的“翅膀”。例如海
口海关推出跨境电商商品“先入区、
后检测”、跨境包裹通关“一站式办
理”等通关便利化措施。洋浦保税
港区率先试行“一线放开、二线管
住”的货物进出境管理制度。

中新社连续播发报道关注海南自贸港建设和脱贫攻坚

奋力开新局 海南变模样

■ 本报记者 郭萃

夜幕降临、华灯初上，7月21日
19时许，位于海口市龙华区红棉路附
近的海口湾的游人渐渐多了起来。

“绿水青山鸟语催花香，惹得蝴蝶
流连忘了返；蓝天碧浪春暖催鱼壮，惹
得渔家小舟满了舱……嘿，相约香椰
乡向幸福起航……”不远处传来的悠
扬歌声吸引了许多市民驻足欣赏，音
乐爱好者杨达文拿着麦克风，开着直
播，正演唱着自己的原创歌曲《相约香
椰乡》。

从酒吧驻唱到街头表演，杨达文

走上街头的时间虽然不长，但却感受
到了街头演艺独有的魅力。前不久，
杨达文在海口湾街头艺人现场评选
赛中脱颖而出，收到了街头临时演艺
人员备案通知单。这也成为他在海口
湾临时演出的“上岗证”。

沿着海边行走，海南日报记者
发现，像杨达文这样每晚在海口湾
进行才艺表演的团队和个人有近10
组，他们当中既有已在海口湾演唱
多年的老牌乐队，也有许多新生代
歌手，他们都是街头艺人评选赛选
拔出的优秀歌手，取得了龙华区行
政审批服务局发放的龙华区街头临
时演艺人员备案通知单，完成备案
后，他们可以每晚在规定时间内在
海口湾进行表演。“这张备案通知单

让我们感受到了海口对街头艺术的
尊重。”杨达文说。

“目前海南正在推进自贸港建设，
旅游业成为三大主导产业之一，我们
应该紧抓机遇推出更多的旅游吸引
物，加快发展旅游业。”海口市龙华区
政府相关负责人说，随着海口湾畅通
工程的完工，越来越多的市民游客选
择来海口湾休闲娱乐，海口湾的街头
艺人也多起来。

“街头艺人的表演是一道独特的
城市景观，在巴黎、纽约、莫斯科等欧
美城市和国内许多城市都可以看到。
街头艺人是一种特殊的城市自由职
业。”龙华区旅文局副局长符玉婷告诉
海南日报记者，街头艺人丰富了群众
夜生活，但乞讨式演艺、卖惨唱歌的人

也混在其中，给城市管理出了难题。
对此，龙华区创新管理思路，进

行疏导和规范管理。“我们选择将海
口湾作为实施街头艺人备案准入制
的试点地段，对优秀街头艺人临时演
艺进行规范管理，在开放与有序之间
尽量做到平衡，将海口湾打造成给市
民游客带来愉悦体验的‘网红打卡
地’，提升城市品位和市民生活品
质。”符玉婷说。

街头艺人“持证上岗”近 10 天
来，市民明显发现海口湾街头艺人演
出质量更高了，扰民现象更少了。“现
在在海口湾吹着海风听歌成为一种
享受。”海口市民吴峰说，进行规范管
理后，街头表演有了准入门槛，既保
证了演出质量，也给真正有才艺的音

乐爱好者提供了一个展示平台。
对于街头艺人来说，他们也在制度

框架内获得了更多的便利。“更有底气
了！”杨达文说，自己从事街头演艺的时
间虽然不长，但也曾有过和城管队员四
目相对的尴尬，“现在不用担心被赶，
没有了后顾之忧，可以全身心投入表
演，为观众呈现更好的演出效果。”

“目前龙华区第二届街头艺人评
选赛即将启动，大家踊跃参与，已经
有20多支队伍报名参加，之后我们
还会不定期举办这样的评选赛，并邀
请专业导师给街头艺人们提供技术
指导，提高他们的才艺水平，邀请街
头艺人在海口外滩、骑楼等地展演。”
符玉婷说。

（本报海口7月21日讯）

海口龙华区完成首批街头临时演艺人员备案工作

街头艺人“持证上岗”唱响新夜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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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省面向社会
招录120名消防员

本报海口7月21日讯（记者孙
慧）海南日报记者7月21日从省应急管
理厅获悉，近日我省消防员招录工作办
公室发布招录消防员公告，面向社会招
录120名消防员，其中，公开招录社会
青年40名、定向招录退役士兵40名、专
项招录高校应届毕业生40名。

此次招录的消防员年龄一般在
18周岁以上、24周岁以下，其中大学
本科以上学历人员年龄放宽至26周
岁，对消防救援工作急需的特殊专业
人才，经应急管理部批准年龄可放宽
至28周岁。招录对象应满足具有高
中以上文化程度、身心健康等条件。

此次消防员招录采用网上报名的
方式，资格审查采取网上初审、现场复
核的方式进行。通过资格审查的招录
对象，持身份证、准考证参加后续招录
考核。新录用的消防员参加为期一年
的入职培训。

自贸港故事

今年海口2.7万余名
考生参加中考
7月28日开始填报志愿

本报海口7月21日讯 （记者计思佳 实习
生王俊乐）海南日报记者从海口市考试中心获
悉，今年海口全市参加初中学业水平考试的九
年级学生总人数 27790 人，较去年增加 2536
人，共设 24个考点，938个考场。7月 28日考
生开始填报志愿。

据悉，今年海南省初中学业水平考试将于7
月25日至27日举行。海口考区共设24个考点，
主考点设在海南华侨中学（初中部），各考点实行
主考负责制。各考点由1名防疫专业人员担任疫
情防控专职副主考，与考点两名医务组成员组成
医疗防控专班。此外，海口市派出8名医生、8名
护士及8台救护车负责全市考点防疫工作。

考场布置方面，每10个普通考场设置1个隔
离考场，每个考点不少于3个隔离考场。各考点
工作人员应在考试前对保密室、考务办公室、考
场、食宿场所、广播室等场所进行消毒，考试结束
后对考场进行预防性消毒，通风30分钟以上。

海口市考试中心中招科相关负责人表示，中
考期间，监考员及工作人员须全程佩戴口罩，考生
在进入考场前要佩戴口罩，进入普通考场就座后，
可自主决定是否佩戴口罩。

据悉，今年海口中考考生在网上填报志愿。
志愿填报工作7月28日开启。

我省公布
农村特岗教师笔试成绩
资格复审及面试拟于8月上旬进行

本报海口7月21日讯（记者陈蔚林 实习生
李梦楠）省教育厅7月21日公布了海南省2020
年农村义务教育阶段特设岗位教师、学前教育农
村特设岗位教师招聘笔试成绩。考生可登录省教
育厅门户网站查看成绩。

另据悉，省教育厅将于近期划定笔试合格分
数线并公布入围面试人员名单。资格复审及面试
拟定于8月上旬进行，请各位考生做好准备并自
觉遵从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相关要求，认真阅
读和严格遵守《新冠肺炎疫情防控面试应试人员
须知》和《特岗教师面试考场规则》，并及时关注报
名网站相关内容。

近日，在洋浦经济开发区海南炼化100万吨/年乙烯及炼油改扩建工程项目配套码头沉箱预制场，工人正在操控机械加紧施工。该预制场
今年5月动工建设，目前正在安装部分设备，建成后将为100万吨/年乙烯及炼油改扩建工程项目建设提供有力支撑。 本报记者 陈元才 摄

万宁规划打造2个夜市
本报万城7月21日电（记者袁宇 通讯员梁振

玮）7月21日，海南日报记者从万宁市商务局获悉，
该市将在万城镇规划打造2个夜市，引进专业的夜
市开发管理公司进行统一建设、招商、出租、管理，规
范商铺经营秩序，打造万宁的“网红打卡地”。

据介绍，这两个夜市将命名为东城夜市和仙
河步行街。仙河步行街毗邻万宁高铁站和华亚欢
乐城，人流量大，按照规划，将主要经营万宁本地
特色小吃美食，主要消费人群以年轻人为主；东城
夜市位于环市一东路，将设置美食、文创、商贸、表
演4个功能区，主要销售小商品和美食，致力于打
造“深夜食堂”。

万宁市商务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两个夜市开
市后，将合理安排运营时间，避免出现噪音扰民。
同时，通过对商户的规范管理，指导夜市开发管理
公司配备专业的保洁团队，保持夜市环境整洁。

该负责人表示，这两个夜市建成后将提供一
批就业岗位，促进周边居民就业。

完善配套设施
助力项目建设

省农信社上半年发放
涉农贷款129.96亿元

本报海口7月21日讯（记者王培琳 通讯员
李明镜）今年上半年，尽管受到疫情影响，省农信
社依然呈现出稳中有进、稳中向好的健康发展态
势，支农主力军地位继续巩固，截至6月底，省农
信社发放涉农贷款129.96亿元。这是海南日报
记者从7月20日召开的全省农信系统2020年上
半年经营分析会暨“三大战役9保10”推进视频
会上获悉的。

会议指出，今年以来，全省农信系统认真贯
彻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积极应对新冠肺炎疫
情和宏观经济持续下行叠加的不利局面，一手抓
疫情防控，一手抓经营发展，呈现出稳中有进、
稳中向好的健康发展态势。截至6月底，各项存
款余额2246.21亿元，各项贷款余额1382.16亿
元。其中，涉农贷款发放 129.96 亿元，余额达
439.27亿元，较年初增加22.59亿元。省农信社
加大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资金支持力度，发放复
工复产贷款13.63万笔，金额202.63亿元，占贷
款发放总额的66.53%；积极落实再贷款政策，完
成17.5亿元支农支小专项再贷款投放。此外，
省农信社提升信贷服务水平，进一步加强并拓展
适应于自贸港建设需求的各项金融服务，上半年
累计支持省市重点项目 21个，合计投放贷款
4.88亿元。

据悉，今年下半年，省农信社仍将牢牢坚守
“农小土”定位，守住农村“主阵地”，发挥机构网点
多、客户资源广、经营机制活、决策链条短等传统优
势，坚守县域以下农村存款阵地。强化担当，持续
向“三农”、小微等实体经济领域倾斜信贷资源，加
大涉农支农信贷投放力度，提高涉农小微贷款比
例，巩固省农信社“支农主力军”地位。加大自贸港
建设信贷支持力度，创新信贷产品，坚持线上线下
业务“两手抓”。同时，发挥支部战斗堡垒作用，促
进农信业务发展。

我省通过土地流转、轮耕轮作、种植水稻新品种等方式提高土地利用率

撂荒地变身“淘金田”
■ 本报记者 傅人意

7月 14日中午，烈日当头，万宁
市万城镇水边村大奶洋水稻种植基地
里，几位村民正忙着插秧。

“这里原来都是撂荒地，地里的野
草比人还高。1个多月前，我们合作
社以每亩地每年700元的价格承包了
这里的2000亩地种植水稻。”万宁水
边水稻种植专业合作社负责人麦孙和
告诉海南日报记者，盘活撂荒地，预计
该合作社每年可增加收入80万元。

今年，我省将新增复耕复垦撂荒
地3万亩，多市县通过探索合作社市
场化运作、推广轮耕轮作、种植海水
稻等方式，推动撂荒地复耕，落实“六
保”任务，保障粮食供应，促进农民稳
定增收。

新示范
土地流转让撂荒地“复活”

距大奶洋水稻种植基地不远处，
万宁水边水稻种植专业合作社的厂房
里摆放着许多台“大家伙”：育秧机、插
秧机、收割机、烘干机等。

“我们合作社租村民的撂荒地，通
过机械化的方式耕作，可以解决农村
劳动力紧缺的难题，接下来我们还将
购买无人机进行播种。”麦孙和介绍。

“近年来，万宁通过完善农田基础
设施、引导新型经营主体流转土地、因
地制宜发展冬季瓜菜产业等举措推动
撂荒地复耕。”万宁市农业农村局相关
负责人表示，为了发挥示范引领作用，
该市在北大镇北大村的一块撂荒地上
试验种植了300亩黄金百香果，创建了

撂荒地复耕示范基地。“百香果一年两
造，一造可以采摘2个月左右，亩均年产
量可达3000斤左右，效益非常好。”

儋州市农业农村局副局长林程表
示，今年以来，儋州大力推动撂荒地复
耕复种工作，截至6月底，已复耕复种
撂荒地4679亩，已完成今年省农业农
村厅下达任务的62.4%，盘活的撂荒
地主要用于种植瓜菜等经济作物。

据介绍，儋州市依托儋州市乡村
振兴投资开发有限公司平台，促进撂
荒土地流转。该公司采用“土地租
赁+土地整理+产业导入”的模式，直
接与农户或村集体经济合作社签订租
约，将农村耕地（包括闲置低效的耕
地、撂荒地）承包权和经营权进行流
转。截至目前，该市累计流转土地约
3.7万亩，有效促进了农民增收。

新模式
“轮作+新品种”提升用地效益

“在海南，由于种植冬季瓜菜效益
高于种植水稻，许多农民更倾向于种
植冬季瓜菜。但瓜菜种完一季后土地
就撂荒了，给瓜菜连作带来不利影
响。”海南省农业科学院粮食作物研究
所所长王效宁表示，鼓励农民在瓜菜
种植区选择水陆两用稻新品种实施

“瓜菜-水稻”轮作，既能调动农民种粮
的积极性，促进粮食增产，又能改良土
壤，提升瓜菜产量和品质，增加农业生
产效益。

目前，省农科院正在推广水陆两用
稻新品种“海籼香5号”和“中科西陆4
号”，这两个品种适合全程机械化种植，
有助于解决农村劳动力短缺的问题。

今年2月，万宁引进新品种美香
占系列“海水稻”，在万城镇建设130
亩试验田项目。万宁市农业农村局相
关负责人介绍，试种成功后将在沿海
一带盐碱地或撂荒地陆续推广种植
6000亩该品种的“海水稻”。目前，万
宁已完成2600亩撂荒地复耕任务。

省农业农村厅种植业管理处处长
李鹏表示，我省将继续加大农业基础
设施建设力度，改善农业生产条件，加
大农业科技推广力度，抓好良种良法
推广工作，重点推广抗、耐旱作物品
种，推广使用小型农业机械，尽量降低
农民的劳动强度。同时针对土质差、
无法供水或供水条件差的撂荒地，通
过选择种植耐旱、对土壤肥力要求不
高的玉米、豆类等作物进行复耕。

（本报万城7月21日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