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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海口8月1日讯 （记者王
培琳 实习生李秋萩）“海报集团金秋
车展举办了13年，我们也参与了13
年。”距离今年的海南日报报业集团
金秋车展开幕还有一个多月的时间，
海南优之杰汽车执行总裁刘盺明表
示，目前公司正在积极做好参加金秋
车展的筹备工作，今年公司计划在金
秋车展上展出红旗、马自达品牌共计
14款车型。

刘盺明表示，车市有“金九银十”
的说法，今年海报集团在9月份举办
金秋车展的时机很好。由于宣传到
位和车展自身的品牌效应，每年的海
报集团金秋车展都是人流量较大的
车展。

据介绍，为了回馈海南车友，
海南优之杰目前正在争取在今年

金秋车展上推出应用马自达SKY-
ACTIV-X 发动机技术的两种车
型，即马自达CX-30和 2020款昂
克赛拉。

与此同时，本月即将上市的号称
“中国版劳斯莱斯”的红旗H9，也将
在金秋车展上与消费者见面。红旗
H9是目前国内自主品牌中售价最高
的车型。

刘盺明介绍，今年上半年受疫情
影响，海南优之杰马自达各种车型的
销量与去年同期相比基本持平，红旗
品牌由于推出了新车型，销量同比增
长110%。

“我们会在车展期间给出全年最
大力度的优惠，部分车型最高可优惠
3万元。希望各品牌车型的销量可
以创下新高！”刘盺明说。

海南优之杰汽车执行总裁刘盺明：

红旗H9将亮相金秋车展

■ 本报记者 叶媛媛

“从没想过自己大二就有机会到
政府部门实习，这样的机会太难得
了！”对定安贫困大学生莫颖而言，今
年的暑假很特别。

6月 15日，莫颖偶然在班级微
信群里得知定安将开展“我用双手
挣学费”爱心助学活动，当天就报了
名。令莫颖没想到的是，两天后，她
就收到了共青团定安县委发来的面
试通知。7天后她正式开始在定安
县司法局实习。实习结束后，根据
表现，她将获得1500元到 2000元
的“工资”。

莫颖能获得实习机会，是共青团
定安县委创新助学形式产生的成果。

“为了帮助贫困大学生，我们筹
办了此次‘我用双手挣学费’活动，联
动企业、政府机关单位为学子们提供
实习岗位，鼓励他们树立正确的就业
观，提高实践能力。”共青团定安县委
书记刘飞介绍。

据了解，为了更好地帮助贫困家
庭学生，去年定安创新建立“六个首
次”机制，即首次实现全覆盖、首次实
施“先行一步入户宣传”、首次拓宽宣
传渠道、首次实施“民主讨论制度”、
首次将欺瞒行为纳入学生诚信体系、
首次针对贫困学子需求设计多样化

帮扶模式，从宣传知晓到入户调查，
从帮扶审查到个性化服务，细化措施
帮扶贫困学子。

以宣传为例，今年定安加大“希
望工程圆梦行动”助学活动的宣传力
度，推动宣传进校园、进企业、进机关
单位，并通过班级微信群等渠道，让
更多贫困学子了解助学政策。

一次性捐助有时不能解决贫困
大学生的实际困难，考虑到一些学生
家庭情况特殊，共青团定安县委制定

“一对一”帮扶计划。定安定城镇的
黄小丽（化名）就是享受到这份贴心
服务的学子之一。

在去年入户走访时，共青团定安

县委的工作人员了解到她年幼时父
母离异，父亲几年前又因病去世，家
中只剩下她和奶奶两人，由于奶奶已
年老体迈，家里没有稳定经济来源。

“如果只是像以前一样一次性资助
5000元，那小丽上学后的生活费怎
么解决？”共青团定安县委一位工作
人员说。

考虑到黄小丽的特殊处境，共青
团定安县委在原资助计划的基础上，
协调中国农业银行定安分行，对其开
展“一对一”帮扶。现在，除了定期获
得一份生活补贴，黄小丽还多了几位
交心的“大朋友”。“农行定安分行的
哥哥姐姐经常联系我，关心我在校的

学习生活状况。”黄小丽说。
据悉，定安自2017年开展“希望

工程圆梦行动”助学活动以来，累计
募集资金154万元，已帮助345名贫
困大学生圆大学梦。为了避免重复
享受、冒领、错领等情况出现，定安有
关部门与获得资助的学子签订了“诚
信承诺书”。

“今年，我们计划进一步扩大资
助范围，由原来的仅限贫困大学生，
扩大到在校的四类困难学生，努力在
社会爱心人士和贫困学子之间搭建
起一座桥梁，为打赢脱贫攻坚战贡献
一份力量！”刘飞说。

（本报定城8月1日电）

定安县以“六个首次”机制为抓手助贫困大学生圆梦

赞！“一对一”帮扶暖心窝

“逐梦自贸港 三亚新未来”
演讲比赛火热进行
初赛演讲视频投票量超90万张

本报三亚8月1日电（记者周月光）7月31
日，三亚市委举办的“逐梦自贸港 三亚新未
来”——“我为加快推进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作
贡献”主题演讲比赛初赛结束。截至当天18时，
初赛演讲视频投票量达93.2737万张，访问量达
130.2302万次。

为进一步动员广大干部群众参与“我为加快
推进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作贡献”活动，三亚市
委“我为加快推进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作贡献”
活动领导小组办公室策划举办以“逐梦自贸港
三亚新未来”为主题的此次演讲比赛，营造人人
为海南自贸港建设出力的良好氛围。

比赛通过线上和线下两种形式开展，分为初
赛和决赛两个环节。7月31日结束的初赛共有
138位来自三亚各行各业的选手参加，主办方在网
上公布选手的演讲视频，面向网友开通投票渠道。

“短短7天时间，初赛视频访问量突破100万
人次，投票量超过90万张，充分体现了三亚市民
参与‘我为加快推进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作贡
献’活动的热情。”三亚市委宣传部副部长邢增海
说，参加此次主题演讲比赛的选手，以自己或身
边的事迹为题材，讲述三亚人民为海南自贸港建
设作贡献的生动故事，凝聚了社会正能量。

⬆金波村村民在池塘中
采收莲蓬。

➡村民采收莲蓬上岸后，
将莲蓬运往基地。

■本报记者 谢凯 李梦瑶 于伟慧

“得赶紧，一夜的工夫，这草很快
就长起来了，雪茄烟叶的害虫喜欢把
卵产在草叶上，不除草不灭卵等害虫
长大就把烟叶吃光了。”7月30日一
早，五指山市番阳镇番阳村烟农卢玉
胶看到手机收到的烟叶病虫害提示
信息后，立即骑摩托车，赶往镇墟上
的雪茄烟叶种植基地除草除虫。

卢玉胶的信息来源于“茄医”微
信群里发布的雪茄烟叶病虫害简报。

“我们通过每15天发布一次烟

叶病虫害简报，指导烟农种植烟叶，
逐步帮助烟农掌握种植技术。”来自
海口雪茄研究所的烟草植物保护专
业博士陈德鑫说。

陈德鑫和同为博士的向小华是
五指山有关部门聘任的生态科技
特派员，定点帮扶位于番阳村的勇
毅雪茄烟叶种植基地，负责指导烟
农科学高效种植烟叶。两人一有
空就往基地跑，登门给烟农讲解烟
叶理论知识，组织烟农集中培训烟
叶种植技术，花了很多精力，效果
却不明显。

“之前我们没接触过雪茄烟叶种
植，一切都得从头学。再加上两位博
士讲的是普通话，不会讲海南话，也
不会讲黎族方言，我们听起课来确实
费劲。”卢玉胶坦言，之前他和其他烟
农对两位博士讲的烟叶理论知识一
知半解，平时进行烟叶管理主要靠

“老经验”，浇水浇多了、烟株种得太
密了等情况时有发生。

如何破除语言环境障碍，真正帮
到烟农？陈德鑫和向小华经过一番
研讨后，建立了“茄医”微信群并开设
了微信公众号，用文字来交流。烟农

随时可在微信群里提问，他们用通俗
易懂的语言一一解答。有时，陈德鑫
和向小华也结合基地烟叶种植现状
撰写一些科普文章，发在微信群里供
烟农们学习。

烟农邢明辉经常阅读两位博士
编写的“土教材”，目前基本掌握了雪
茄烟叶育苗、病虫防治、采收晾制等
关键技术。

陈德鑫告诉海南日报记者，他发
现，当地农民发现烟叶害虫一般都习
惯性使用农药，目前他们正在着手开
发“茄医”APP，以便于将来向更多烟

农提供常态化科技管理服务，引导他
们使用绿色控虫方法。

培育职业烟农，非一日之功。
几天前，陈德鑫和向小华自掏腰包6
万多元，购买3000多套图书，其中
包含很多农技类图书，并将这批图
书分发到番阳镇5个行政村的科技
书屋，该镇的400多位烟农成为首
批读者。“两位博士深知农技对农民
的重要性，为烟农再次‘加餐’。”勇
毅雪茄烟草种植基地的负责人宋云
亮说。

（本报五指山8月1日电）

五指山两位科技特派员通过建微信群、开发APP全天候指导农户务农

瞧 种雪茄用上了“云”科技

“e海瑞评”网评大赛本月主题出炉——

做好自贸港的“店小二”
本报海口8月1日讯（记者陈蔚林 实习生

李梦楠）海南首届“e海瑞评”网评大赛进入新一
轮比拼，8月1日至8月31日期间，参赛者可围绕

“做好自贸港的‘店小二’”这一主题，聚焦如何提
供一流政务服务，营造开放、公平、安全、便利和
法治化的营商环境，畅谈心中所思所想，为海南
自贸港建设建言献策。

海南首届“e海瑞评”网评大赛由省委“我为
加快推进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作贡献”活动领导
小组办公室、省委网信办主办，南海网、南国都市
报承办。大赛从3月1日持续至11月30日，每个
月分别设置不同的主题，每个主题评选出一等奖
1名、二等奖2名、三等奖3名，由全国知名评委每
3个月评选一次。全年比赛结束后，主办方将评
选出优秀组织奖10名，并颁发荣誉证书。

8月网评大赛设置的主题为“做好自贸港的
‘店小二’”。欢迎参赛者从海南自贸港建设者的
角度，谈谈如何强化主角意识、做好服务保障工
作，让各方投资者充分感受到海南自贸港的速
度、温度和热度。

大赛要求参赛作品为短评，评论形式不限，
鼓励运用新媒体语言，题目自拟、主题鲜明、观点
正确、逻辑严密，体现新媒体和网络评论的传播
特点。投稿字数不少于200字，不超过800字。
稿件须为原创作品且在今年1月1日前未在媒体
上发表。

定安启动返乡大学生
乡村振兴志愿行动

本报定城8月1日电（记者叶媛媛 通讯员
程守满）8月1日，2020年定安县返乡大学生乡村
振兴志愿行动正式启动，55名志愿者将奔赴定安
各镇开展为期13天的志愿服务活动，以青年力量
助推乡村振兴。

据悉，本次活动由共青团定安县委、海南省
“美在心灵”大学生支教志愿者协会定安分会联
合举办。此次乡村振兴志愿行动共征集了55名
志愿者，他们将奔赴龙湖镇永丰学校、龙河镇菉
林小学、黄竹镇中心小学、雷鸣镇后埇小学、富文
镇坡寨学校等地开展为期13天的志愿服务活动，
服务内容涵盖支教、开展文体活动、帮困助学、文
明礼仪宣传、乡村环境卫生整治等方面。

“非常荣幸能参加这次志愿服务活动，身为
一名定安籍在校大学生，我希望通过自己的努
力，让家乡变得更美好。”参加此次乡村振兴志愿
行动的定安籍大学生王才京说。

“我们希望通过开展乡村振兴志愿行动，吸
引越来越多的定安籍大学生服务家乡建设，进一
步丰富定安留守儿童的假期生活，拓宽农村留守
儿童的视野，以青年力量助推乡村文化振兴。”共
青团定安县委相关负责人说。

康康生生小小 活活走向我们的

重走琼崖革命路
骑行徒步活动海口举行

本报海口8月1日讯 （记者王黎刚）8月 1
日，2020年海南解放70周年暨重走琼崖革命路
骑行徒步活动在海口市红旗镇边洋村三角梅共
享农庄举行。来自全省各地的骑友和徒步爱好
者共300余人齐聚革命老区红旗镇，通过全民健
身的方式，重走琼崖革命路。

本次活动包含红色骑行徒步、农副产品集市
和亲子互动3方面内容。其中，红色骑行徒步把
起终点设在海南省四椰级乡村旅游景点海口三
角梅共享农庄，参与者在骑行徒步的同时，可欣
赏农庄的靓丽风景，体验美丽乡村的建设成果。

活动现场还设有农副产品集市，三角梅、地
瓜等当地特色农产品吸引市民游客竞相购买。
活动现场负责人表示，本次活动保留了全民健身
活动的特点，同时融入了文化旅游元素，为红色
村庄引流，带动当地农副产品销售，通过“体育+
旅游”的模式助推革命老区发展。

近年来，红旗镇依托三角梅花海、七水洋千
亩荷花等资源，积极探索“体育旅游+红色文化”
的产业发展之路，推动乡村振兴。

琼海阳江镇
举办扶贫集市
销售“革命菜”等特色农产品

本报嘉积8月1日电（记者刘梦
晓 通讯员林精）8月1日是“八一”建
军节，也是琼海市阳江镇举办“春风大
行动”扶贫集市的日子。在当天的集
市上，阳江镇各村建档立卡贫困户带
来的“革命菜”（一种野菜）、“红军粿”、
江南鹅、玉米鸭、红军蓑、槟榔鞋等特
色产品颇受欢迎。

当天7时许，位于阳江镇墟上的
扶贫集市已经热闹起来。市民游客纷
纷下单购买扶贫农产品，摆出羊肉、玉
米鸭的摊位前，甚至出现了市民游客
排队抢购的情况。

除了在现场摆摊销售，也有摊主在
专业人员的指导下直播卖货。“很多老
顾客喜欢我家腌制的鸭蛋，今天在线上
直播卖出了300个鸭蛋，心里非常高
兴。”阳江镇岭下村脱贫户马伟明说。

主办方组织当地娘子军民兵连在
集市现场进行操练表演，让市民游客
感受到了革命老区人民的热情。

海南优之杰在销售门店内展出即将上市的红旗H9车型，引发
消费者关注。 通讯员 欧倩 摄

莲叶何田田
农闲可采莲

近日，在临高县皇桐镇金波村，村民正忙着采莲蓬，一派丰收景象。
据了解，2016年一位来自湖南的种植大户在金波村试种湘莲成功。当地政府结合

发展扶贫产业的实际需要，与企业合作在金波村建立莲花种植基地。村中建档立卡贫困
户农闲时在基地务工赚取一份收入，每年还可获得分红。 本报记者 陈元才 摄

关注2020海报集团金秋车展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