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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实施“基层科普行动计划”，发挥
科普先进个人和先进集体的带动作用，提
升基层科普服务能力。近年来，儋州市科
协表彰市级科普带头人和示范单位42个，
奖补资金72万元；推荐申报获得国家级、
省级表彰34个，获奖补资金333万元。一
批土专家在乡村推广种养新技术，带动贫
困户脱贫增收。

自学成才的土专家接地气，教贫困户、脱
贫户技术效果明显。养鸽土专家赖干文是儋
州鑫海养殖专业合作社负责人，他帮扶村里
贫困户养鸽，将油麻村108户贫困户全部吸
纳进合作社。但养鸽需要技术，“让贫困户掌
握养殖技术，都成为养鸽土专家，有‘造血’
功能，脱贫后才不返贫。”赖干文在自己的养
鸽场专门开设1间科普活动室，细心教贫困
村民如何管理鸽舍、饲养雏鸽等技术，他编
写《肉鸽的饲养与管理》简易手册，易学易
懂。鑫海养殖专业合作社先后评为2017年
省科协“产业扶贫科普示范基地”、2018年
省“基层科普行动计划科普示范基地”。

学到新技术的村民对未来生活充满信
心。“在合作社能学到养鸽技术，打工每月
工资2500元，年底分红5000元。脱贫致
富有信心。”在科普活动室学技术的南丰镇
油麻村贫困村民马日富说，在合作社打工3
年后，可以带走90对种鸽回家养，合作社
帮助卖鸽子。2017年以来，鑫海养殖专业
合作社累计向贫困户分红80多万元；2019
年底，帮扶油麻村入股合作社的全部贫困
户脱贫。

土专家、致富能手对贫困户和脱贫
户有直接示范效应，带动贫困户效果更
明显。那大镇军屯村党支部副书记、养
蜂能手邱恒学，1年养蜂总收入达100万
元。他无偿传授 15 户贫困户的家庭成
员养蜂技术，带领他们发展“ 甜蜜事
业”。15 户贫困户养蜂增加收入，全部
摘掉“贫帽”。

（本报那大7月22日电）

儋州科协发挥科技人才作用，让各类人才服务脱贫攻坚，助力乡村振兴

走出“围墙”开良方 奔走乡间促增收

假高粱是世界农业地区最
危险的十大恶性杂草之一。今
年7月，总部设在儋州互联网产
业园的海南中农航服科技公司，
连续多日派出无人机，对那大镇
红旗村、南丰镇头佑村等4处假
高粱高密度发生区域进行监测
灭除。这是儋州市科协近年来
持续推广无人机技术服务农业
的成果之一。

近年来，儋州市科协搭建服
务科技工作者平台，以科普特色
活动为载体，组织实施“基层科普
行动计划”，提升全民科学素质。

儋州市委书记袁光平表示，
全面提升儋州市科协的引领力、
凝聚力、服务力和创新力，发挥
科技人才作用，为加快推动儋州
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加快建设
海南自贸港提供强有力的科技
和智力支撑。服从和服务全市
工作大局，在服务脱贫攻坚、推
动乡村振兴、提升全民科学素质
方面有新作为。

■ 本报记者 刘袭
特约记者 李珂 通讯员 黄琼勇

“围绕儋州市委、市政府中心工作、重点工作，组
织科技工作者建言献策，服务儋州市委、市政府科学
决策发展高效农业产业。”儋州市科协党组书记许心
立说，近年来，市科协完成《儋州市高效农业发展情况
的调研报告》《推动儋州蜜柚产业化发展的建议》等12
篇调研报告；科协界政协委员提交提案18件，调查报
告8篇，所提意见建议，均得到该市市委市政府及有
关部门的重视和采纳。

在近年的儋州市两会上，儋州市科协与科学技术
界活动小组提出让蜜蜂授粉替代人工授粉，提高黑皮
冬瓜产量和品质，降低人工成本，增加蜂农授粉收
入。随后，科协界政协委员提交提案《关于扶持我市
蜜蜂授粉产业发展的建议》，针对儋州市蜜蜂授粉技
术应用存在的问题，建议扶持蜜蜂授粉产业健康发
展；建议组建专业蜂蜜授粉服务队伍，打造儋州农业
特色服务品牌；建议规范使用农药，规避蜜蜂农药中
毒，增强食品安全性。

该市科协整合科技资源，组织科技人员推广新
技术，培育服务现代高效农业的特色科技品牌。儋
州市科协与省科协、省蜂业学会等共建省蜂业学会
（儋州）科技服务站，成立市蜂业技术协会，先后培训
养蜂专业户和贫困户2000多人次。开展蜜蜂养殖
技术咨询和示范推广蜜蜂授粉服务，近年来，累计为
黑皮冬瓜蜜蜂授粉10多万亩，为大棚甜瓜蜜蜂授粉
2万多亩，为荔枝龙眼等果树蜜蜂授粉100多万亩，
为瓜农节约成本就达4000多万元。该市蜂业技术
协会蜜蜂授粉示范推广项目荣获2019年海南省科
协“基层科普行动计划”先进农技协奖、“海南先进典
型农技协”奖。

意见建议不能停留在纸上，儋州市科协组织基层
科普能手深入田头，解决存在的难题。那大镇头潭村
委会番真村村民温冠强是儋州市蜂业技术协会理事
长，多年来一直负责示范推广蜜蜂授粉，曾获儋州市

“农村科普带头人”称号。在省蜂业学会、市科协的指
导下，他把养蜂和种植瓜果有机结合，“儋州大面积种
植黑皮冬瓜，人工授粉请工难、成本高、劳动强度大，推
广蜜蜂授粉能解决这一难题，提高产量。”近年来，他带
领同伴冒着蜜蜂农药中毒和被盗风险，每年都把蜜蜂
分别调运到儋州16个镇的黑皮冬瓜产地、荔枝龙眼果
园等，出色完成示范推广蜜蜂授粉任务。

儋州市科协以“全国科普日”“科技活动
月”、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等活动为契机，倡
导专家冲破科研大院的“围墙”，推动科技下乡，
到田头服务村民，传播科研成果，助力脱贫攻
坚。近年来，举办农村实用技术培训班84期，
科普讲座150期，赠送农业技术图书资料18.3
万册，培训农民8.5万人次。

今年儋州大成镇的黄皮卖出高价，离不开
科技人员的技术指导。“今年我们组建一个专
家团队，在大成镇开夜校、免费送课上门，手把
手教村民如何防治黄皮树病虫害，提供16万
株本地黄皮树种苗，扩种黄皮树8000亩。”儋
州市农林科学院书记孙建华告诉海南日报记
者，2019年指导完成黄皮育苗40.66万株，协
调落实黄皮树苗种植面积1.4万亩，惠及全市
16个镇。

科研专家推广科技成果，发展特色产业，助
力脱贫攻坚。孙建华先后主持完成“林下益智
种植产业片区示范推广”“儋州市基层农业技术
推广体系改革与建设”等项目，主持研发的沉
香、黄花梨、坡垒等乡土树种快繁技术成果，在
全省农林业生产中广泛应用。他带领专家团队
推进特色产业发展，推广农林作物优良品种，打
造优势产业种植示范区，先后完成林下种益智
2500亩，种柚子3500亩，种沉香、黄花梨等名
贵乡土树种1100亩，带动儋州大量农民致富和
贫困户脱贫奔小康。

专家学者在广阔乡间传播新技术，转化新
成果，直接带动贫困户和脱贫户增加收入。在
南丰镇松门村委会高台村，儋州运鑫种植农民
专业合作社开发240亩种桑养蚕基地，从2017
年开始种桑养蚕，但缺乏技术，效益不好。中国
热带农业科学院桑蚕研究中心副主任耿涛免费
送技术上门，教该合作社负责人宋先录在桑树
地里安装水肥一体化管道喷灌系统，推荐高品
位生丝蚕品种，推广扦插育桑树苗技术，防治病
虫害，帮助合作社建设高效桑蚕产业示范基
地。为此，合作社1亩桑树年纯收入5000元，
蚕茧能达一级（A级）标准，带动贫困户266户
1022人增加收入。

儋州部署迎接国务院
脱贫攻坚督查工作

本报那大7月22日电（特约记者李珂 通讯
员韦雪梅）7月21日，儋州市扶贫开发领导小组
2020年第5次会议暨市打赢脱贫攻坚战指挥部
第5次会议召开，传达学习全国脱贫攻坚督战工
作电视电话会精神，动员部署迎接2020年国务院
脱贫攻坚督查工作。

国务院脱贫攻坚督查是贯彻落实党中央、国
务院脱贫攻坚决策部署的政治任务，是打赢脱贫
攻坚战的重要组成部分。儋州市要求各镇各部门
各扶贫工作队振奋精神、再鼓干劲，进一步落实各
项政策措施，共同决战决胜脱贫攻坚战。儋州市
委书记袁光平表示，精准掌握督查内容，真正深入
扶贫一线，做好查漏补缺，补齐短板弱项，高质量
做好迎接督查工作。紧紧围绕“一达标、两不愁、
三保障”“饮水安全”和“两熟悉”等硬指标，一户一
户过筛子，逐项对照，列出清单，抓好整改，对账销
号，确保问题整改到位。继续做细做实扶贫基础
工作，不断提升贫困户和边缘户的政策知晓率和
满意度。高度重视扶贫领域信访工作，认真化解
矛盾纠纷，解决群众关心的难点痛点问题，巩固提
升脱贫成效，真正让人民群众满意。扶贫工作队
员确保知晓脱贫攻坚相关政策信息，为扎实打赢
脱贫攻坚战奠定坚实基础。

儋州制定公共工程和土地出让
项目跟踪监督任务清单

本报那大7月22日电（特约记者李珂 通讯
员黎有科）儋州市跟踪监督办充分发挥跟踪监督、
防范廉洁风险职能作用，切实加强公共工程和土
地出让项目跟踪监督。这是7月22日从儋州市
有关部门获悉的。

儋州制定公共工程和土地出让项目跟踪监督
任务清单，收集汇总各责任单位廉洁风险防控主
体责任清单、监管责任清单、跟踪监督责任清单等
100余份，涉及307个项目、62家业主单位、11个
行业监管部门、39个监督部门，以及200多名主
要负责人、分管负责人、具体负责人。制定7项
制度，针对项目多分布广等情况，把项目及涉及
的各类责任单位分成若干片，每片明确牵头责任
人，构建保障跟踪监督有序运作、精准实施的工
作机制。派驻纪检监察组到公共工程项目建设
现场监督检查，详细了解项目建设情况、施工单
位管理情况及项目施工质量，要求业主监督施工
单位按照规划设计规范施工，确保工程质量和进
度。今年6月期间，共有27个项目责任单位深入
施工现场督查，发现和督促整改100多个问题。
紧盯“关键少数”，将监督关口前移，在辖区设立举
报电话和举报信箱，自觉接受群众监督，努力形成
监督整体合力。今年至今，审计发现问题20个，
督促立行立改。

洋浦清理整治
“三无”船舶7类重点对象

本报洋浦7月22日电（特约记者郝少波 通
讯员邓晓龙 李铮）7月 21日，洋浦经济开发区
召开“三无”船舶清理整治工作推进会暨专项执
法行动部署会，大力清理整治区内的“三无”船
舶。这是7月 22日从洋浦管委会有关部门获
悉的。

洋浦扎实做好清理整治“三无”船舶工作，责
成海事局、渔政渔监等部门，严格按照时间节点
完成集中停靠区域划定；边防、渔政渔监和各办
事处引导“三无”船舶有序集中停放，优先在集
中停靠区域附近开展社管平台建设，强化技术监
管。依法依规开展集中打击执法专项行动，突出
对7类整治重点对象进行清理整治。海警、边
防、渔政渔监等部门共同对重点海域开展高频
次、高密度的联合巡查，织密海上防线，加大对
涉嫌走私、偷渡、贩毒等违法犯罪活动的“三无”
船舶打击力度。清理整治“三无”船舶修造船
厂，巩固前期清理整治修造船厂的成果，做好调
查核实。抓好督查，每月将通报各单位执法办案
情况，及时对各项清理整治情况进行督促检查。
广泛宣传清理整治“三无”船舶的意义，政法委、
公安局、信访办及各办事处及时收集群众意见，
加强宣传教育，做好维护稳定工作，为清理整治

“三无”船舶创造良好环境。

东方探索
生态水产养殖新模式
投入1700多万元安装设备处理尾水

本报八所7月22日电 东方市探索生态水产
养殖新模式，在水产养殖龙头企业试点安装尾水
处理循环系统，对养殖尾水集中处理、循环使用，
推动水产养殖业可持续发展。这是7月22日从
东方市有关部门获悉的。

在海南晨海水产有限公司板桥基地，新安装
的尾水处理循环系统近日投入使用。这套尾水处
理循环系统，可有效除去水中杂质，经循环过滤，将
养殖尾水变成净水，减小环境污染，节约水资源，循
环养殖使用。场长蔡金泉说：“不让养殖尾水排出
海，不污染海水，循环利用保护水资源。”

东方市在海南中正水产科技有限公司、海南
晨海水产有限公司、卜蜂（东方）有限公司等3家
水产养殖龙头企业试点，累计投入1700多万元，
安装尾水处理循环系统。海南晨海水产有限公司
信息媒体经理韦亚清说，这套尾水处理循环系统
处理过的尾水，经过有关环保部门检验，符合国家
和省里有关尾水排放的标准。（梁昌琪 符天斌）

传播科技助力脱贫攻坚 土专家带动脱贫户增收

儋州举行2020年夏季消费节活动，商家推出让利活
动吸引市民消费。 通讯员 罗鑫 摄

■ 本报记者 刘袭
特约记者 李珂 通讯员 罗鑫

“夏季消费节商家让利活动很多，
我喜爱的很多商品都降价了，特别是
大米，1斤价格不到1块钱，太划算
了。”7月18日晚上，逛夏季消费节的
儋州市民叶芬，拎着大包小袋的商品，
走出承办夏季消费节的广百家超市时
说。

7月17日至20日，在儋州市那大镇
主城区的北部新区，夜晚格外热闹，彩灯
闪烁，人声鼎沸。由儋州市现代服务业
和投资促进局主办的儋州2020年夏季
消费节，在夏日国际商业广场举行。

今年的夏季消费节主题为“畅爽

一‘夏’，let’s‘购’！”7月17日至20
日夏季消费节期间，夏日国际商业广
场的夏日购物中心和广百家超市营业
时间均延长至晚上12点，考虑到不同
市民参加夏季消费节不同活动的需
求，夏日国际商业广场分日场购物活
动和夜场购物活动，日场购物活动时
间，夏日购物中心为上午10点至晚上
10点，广百家超市为上午8点半至晚
上10点；夜场购物活动时间均为晚上
10点至晚上12点。在日场购物活动
时间内，夏日购物中心商品6折封顶，
广百家超市生鲜、日用品部分商品打
出超低折扣吸引消费者；在夜场购物
活动时间内，夏日购物中心5折封顶，
广百家超市生鲜、日用品则有特价商

品秒杀活动。承办夏季消费节的有关
部门负责人何婷告诉海南日报记者：

“夏日国际商业广场的商圈内有近
400多户商家，携带600余种品牌商
品，踊跃参加夏季消费节，让利达百万
元，激发了市民夜间消费的热情。”

大量市民参加夏季消费节购物消
费，让夏日国际商业广场商圈的客流
比平时增长了1倍多。夏日购物中心
百货区人流量增长更是高达2倍以
上，据不完全统计，销售额与去年夏季
消费节相比，增长1倍半以上。广百
家超市总经理伍世欢告诉海南日报记
者：“今年夏季消费节组织得好，宣传
到位，看点很多，卖点也很多，吸引市
民多。超市客流增长明显，顾客消费

热情高涨，夏季消费节期间销售额增
长3倍。”

参加夏季消费节的商家多，推出
的品牌商品折扣大，吸引市民开心消
费。除了餐饮、服装以及黄金首饰等
商家推出让利活动，还有家装品牌店
推出大折扣给消费者。

夏季消费节带旺消费市场，来购
物的市民络绎不绝，许多市民是全家
或与亲朋好友一起享受夏季消费节的
购物乐趣。主办方负责人说，夏季消
费节4天内，销售总额达620多万元，
比去年夏季消费节增长1倍。到儋州
投资的四川投资商周亮告诉海南日报
记者：“夏季消费节内容丰富，什么都
有，市场兴旺。现在海南发展越来越

好，儋州的投资价值越来越高，我是来
投资做项目的，看到有这么兴旺的市
场，政府这么支持经济发展，我更有信
心在儋州投资建项目，助力海南自贸
港建设。”

夏季消费节主办方负责人说，夏季
消费节期间，在露天舞台区还举办狂欢
电音节、DJ电音轰趴、大型灯光秀、跨
界创意快闪互动免费送礼、专业醒狮团
队表演舞狮、卡通玩偶快闪巡游等活
动，还推出免费试吃超百种美食、32米
超大型蛋糕免费吃等美食推广活动。
那大镇市民符金妹说：“夏季消费节真
热闹，一家人购物狂欢，买东西、吃饭大
折扣优惠，省了很多钱，玩得高兴。”

（本报那大7月22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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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季夜间“购”消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