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日，在东方市大
田镇乐妹村20亩秋石
斛集体经济产业基地，
工作人员展示秋石斛兰
花产品。

据介绍，东方乐妹
村大力发展秋石斛兰花
等特色产业，并通过多
渠 道 促 就 业 增 收 。
2019年底，乐妹村整村
脱贫出列，全村102户
贫困户467人全部摘掉
“穷帽”，成为东方市整
村脱贫的样本。

本报记者 陈元才
通讯员 王鸿 图/文

扶贫兰花争艳
全村脱贫“摘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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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袁宇

“这种莲花不仅好看，还能沏茶、
做成美食，用途特别多。”9月4日，在
万宁市礼纪镇莲花村，村支书王国富
指着村头开阔田洋里的莲花说道。
莲塘里，村民正在采摘莲花，将用来
制成莲花茶。

莲花，是莲花村里新打造的产
业。去年10月初，王国富将万宁市
福隆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引进村
庄，把村里的撂荒地租给公司种莲

花，农民不仅拿租金，还通过务工挣
工资，土地入股年终得分红。

贫困村民曹显能就把自家2.8亩
土地租出来种上了莲花。随着花期
临近，莲塘里花朵绽放，令人心旷神
怡。“出租5年，每年租金1.5万元，而
且我还可以在基地做工，每天挣工
钱。”曹显能说。

“目前我们在莲花村已经流转
土地100多亩，引进的品种除了九
品莲花，还有澳大利亚的一些莲花
品种，并且在试种白莲。”万宁市福

隆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李
齐城介绍，公司预计在村里打造一
个总面积超过3000亩的莲花种植
基地，“我们正在布局深加工厂，延
长莲花产业链，进一步提升莲花的
经济效益。”

据介绍，目前该基地种植的莲花
以九品香水莲花为主，每亩年产3万
朵到4万朵花。公司以0.7元至1元
的价格向农户保价收购。“一亩地的
经济收益大约2万元到3万元，对农
民来说是很好的收入。”李齐城表示。

海南日报记者在莲花村设立在
东线高速礼纪路口附近的九品香莲
体验馆中看到，莲花茶、莲花手工皂、
莲花面膜、精华露、莲花香水等莲花
衍生产品整齐摆放在陈列架上，一些
游客慕名而来赏花喝茶。

“一二三产业深度融合，是我们
未来的发展方向。”王国富说，村党支
部已经决定把九品香水莲花作为莲
花村未来的支柱产业打造，除了发
展、扩大种植规模，建设加工厂等，村
内还将建设培苗育种基地，打造育

苗、种植、加工、销售全产业链，“并且
与旅游相联系，打造名副其实的莲花
村，吸引游客游玩。”

王国富透露，莲花村目前已经
与云南一家知名的花卉交易中心
达成合作，一方面将鲜花卖到云
南，另一方面在村里建设热带花卉
拍卖交易中心，进一步推动花卉产
业发展壮大，“我们村希望通过鲜
花产业，让 4400 多名常住居民能
够有产业、有就业，一起过上美好
生活。” （本报万城9月4日电）

万宁莲花村引进莲花产业，不仅盘活撂荒地，还给农民带来多重收益

写“花”样文章 过“花”样生活

走向我们的

本报定城9月4日电 （记者邓
钰）“精耕波罗蜜产业10年，我们既
持之以恒作出产业‘深’文章，又聚焦
新形势‘补链’完善新业态。”9月4
日，在位于定安县黄竹镇的海南农垦
南金农场公司万亩波罗蜜种植基地，
海南省农垦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海垦控股集团）组织下属
各农场公司以及产业集团在此举行
推进热带特色农业产业暨扩种养促
务工增收入现场会，南金农场公司党

委书记、董事长李国庆介绍着产业发
展现状。

波罗蜜是南金农场公司的支柱
产业之一，如何做到仅用10年时间
便发展至万余亩规模？李国庆说：

“我们在迫不得已中转型，在财务困
难时坚持苦自己不苦产业；在缺乏技
术时，坚持上下求索；在价格低迷时，
坚持死磕‘补链’……”

“补链”能带来什么？果浆、果
干、果泥和波罗蜜蛋挞、泡芙各类糕

点等等。“发展深加工，我们的波罗蜜
能存更久、价更高，产品热销江浙沪
一带。此外，我们还发展起农旅结合
的休闲农业。”李国庆说。

边看边学边思考，当天下午，带
着满肚子的体验和思考，参会者展开
交流会。

“发展茶产业，我们加强‘三统
一’模式，整合品牌、技术和市场资
源。”海南省农垦五指山茶叶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蔡锦源

表示，该公司在加强项目建设与农业
科技创新水平方面下文章，建设茶业
生态科技园，以园区为平台推进科技
创新，配置茶叶精深加工生产线，推
进传统茶业转型为现代茶业。

“我们线上线下同步发力，积极
拓展市场。”海南农垦大丰咖啡产业
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李豫介绍，为
了让咖啡产业走出黎母山，大丰咖
啡与京东“京喜”、天猫、淘宝等18
家平台合作开拓销售模式，并走入

我省春光超市、南国超市以及中石
化易捷连锁便利店以及豪客来西餐
厅等。

目前，海南农垦在发展热带特
色农业产业过程中，还存在小散弱
局限，应对标海南自贸港建设要求，
补足弱项，尤其在推进科技创新、整
合销售渠道、建设仓储物流体系等
方面下功夫，进一步完善产业链条，
并谋划一批特色项目，增强产业发
展后劲。

海南农垦举行推进热带特色农业产业暨扩种养促务工增收入现场会

产业建设“链”上新业态

本报洋浦 9月 4日电 （记者张
文君 特约记者郝少波）9 月 4 日，
在位于洋浦经济开发区博洋路的
150 万吨/年高端流体材料及 20万
吨/年医药食品级白油项目（简称

“汉地流体材料项目”）施工现场，
680 名工人在各自岗位上忙碌着，
进行场地平整、地坪施工、工艺管
道安装及检查、管道试压、电器仪

表设备安装等。
海南汉地流体材料有限公司总

经理助理陶春龙介绍，目前，该项
目土建工程已完成工程量的 92%
以上，设备安装已完成，工艺管道
已安装 92%以上，进入全面收尾施
工阶段。该项目预计 11 月底竣工
投产。

“该项目采用炼油企业生产的

减压蜡油等副产品作为原料，从而
生产出高端流体材料，主要包含医
药食品级白油、Ⅲ类润滑油基础油
等。”海南汉地流体材料有限公司
生产运行部一单元主任王礼说，医
药食品级白油可作为食品、药品或
化妆品的溶剂、添加剂；而Ⅲ类润
滑油基础油主要卖给相关企业，生
产车用机油、工业润滑油、变压器

油等，市场前景十分广阔。
为推进项目早日投产，8月底，

汉地集团在汉地流体材料项目现场
举办“稳增长，抢投产”百日攻坚战
动员会，号召员工大干100天，实现
11月30日投产目标。

据悉，汉地流体材料项目是汉
地集团在流体材料领域进军全球
高端产品市场的重大战略布局，产

品高端，替代进口。该项目引进全
球最先进的霍尼韦尔 UOP 和埃克
森美孚联合工艺技术，为高端装备
制造、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医
药、食品安全、健康美容、高端润
滑材料等产业提供绿色环保、性能
高效、品种齐全的高端流体材料。
项目占地 533 亩，产能规模 150 万
吨/年。

680名工人奋战一线打响“稳增长，抢投产”百日攻坚战

洋浦汉地流体材料项目预计11月底竣工投产

我省启动金融知识普及
和金融知识进万家活动

本报海口9月4日讯（记者王培琳 通讯员
梁磊）9月4日，人民银行海口中心支行、海南银保
监局、海南证监局等多个部门和单位联合开展的
2020年“金融知识普及月 金融知识进万家 争做
理性投资者 争做金融好网民”活动，在海口市民
文化中心启动。

本次活动主题为面向金融消费者和投资者，
宣传基础金融知识、金融支持“稳企业保就业”政
策和金融风险防范技能，帮助金融消费者和投资
者理性选择适合自己的金融产品和服务，远离非
法金融活动。

为提高社区居民防范金融诈骗意识，2020
年8月底，邮储银行海口市分行携手各社区居委
会，开展“普及金融知识”系列宣讲，走进辖内社
区，重点就非法集资及金融诈骗的常见骗局进行
了细致讲解，帮助社区居民识别金融风险，保护
财产安全。

在做好进社区活动的同时，邮储银行海口
市分行组织开展送金融知识进校园活动，面向
学生讲解个人信息保护、防范电信网络诈骗、抵
制非法集资、远离“校园贷”、征信知识等内容，
增强大学生群体自我保护意识，提高风险防范
能力。

同时，邮储银行海南省分行自9月起，组织宣
传队深入海口市内各大商圈，走访大小商户，为个
体户和周边居民送去金融安全。

我省开展建筑安全生产
大排查大整治

本报讯（记者孙慧）日前，山西省临汾市襄汾
县陶寺乡陈庄村聚仙饭店发生部分坍塌，事故造
成29人遇难，7人重伤，21人轻伤，损失惨重。为
深刻汲取事故教训，近日省安全生产委员会下发
通知，要求全省各市县、各单位立即组织开展建筑
安全生产大排查大整治，严防类似事故发生。

通知要求，各市县、各有关单位要结合《海南
省城市建设安全专项整治三年行动实施方案》，迅
速行动，对城乡建筑领域开展拉网式、地毯式排
查，做到不留盲区、不留死角。要以违法占地、违
法建设、违规改造和装修、擅自改变房屋用途、存
在重大安全隐患的建筑，以及违法违规审批经营
活动等为重点，牢牢守住建设及运营各环节安全
底线，加强风险隐患排查，严格落实监管责任。

要推动建筑物所有权人和使用人落实房屋使
用安全主体责任，按设计用途使用房屋，严禁擅自
变动房屋建筑主体和承重结构。

要强化对建筑参建各方的履约管理，督促建
筑参建各方认真落实质量安全主体责任，重点督
促建设单位加强房屋装修改造等建设全过程质量
的安全管理。

各开发区（园区）建设工程必须履行法定基本
建设程序，纳入统一监管，建立健全建设工程质量
安全监管机构，切实履行安全生产监管职责。

各市县住建部门要逐步制定完善农村房屋
建筑新建、改建、扩建管理机制和办法，加强指
导与监督，逐步规范农村房屋建设，提高农民建
房安全意识，继续深化“四个安全”提示宣贯工
作，普及新建及改扩建农村房屋的基本安全知
识，组织建筑、结构等专业设计人员下乡，提供
到户技术咨询和指导服务，提高农民建房的质量
安全意识。

此次大排查大整治重点检查道路交通、危化
品、琼州海峡、消防、防汛防风等领域的安全生产
工作，突出对本地区、本行业和市场主体的企事业
单位的重点单位场所，以及易燃易爆、歌舞娱乐、
宾馆酒店、学校、仓储物流等人员密集场所安全隐
患排查整治，强化部门联合执法治理，做到“守土
有责、守土尽责”。

我省4名教师入选
国家乡村优秀青年教师培养奖励计划

本报海口9月4日讯 （记者陈蔚林）9月 4
日，省教育厅发布通知，我省4名教师经过层层选
拔，成功入选2020年国家乡村优秀青年教师培养
奖励计划人选。

入选教师分别是海口市丰南中学教师王静、
东方市江边中心学校教师周丽春、昌江黎族自治
县七叉镇中心学校教师王松姑、白沙黎族自治县
邦溪中心学校教师李彩萍。省教育厅计划将入选
的乡村优秀青年教师纳入省级卓越教师工作室进
行培养，帮助乡村青年教师专业成长，造就一批新
时代“下得去、留得住、教得好”的乡村骨干教师，
进而发挥他们的示范引领作用，带动乡村教师队
伍提升整体素质，推动我省乡村教育事业持续健
康发展。

省教育厅希望，入选教师珍惜荣誉、再接再
厉，在教育教学理念、内容、方式等方面进行积极
探索，提高教育教学能力；希望相关市县教育局注
重充分发挥入选教师的示范引领作用，其他市县
教育局重视乡村优秀青年教师的培养，不断改善
乡村教师教育教学条件、落实提高乡村教师待遇
政策，让乡村教师安心教学、全心服务，为海南乡
村振兴提供人才支撑与智力支持。

海南省重点城市空气质量日报
（9月3日12时-9月4日12时）

城市名称

海口市

三亚市

五指山市

空气质量级别

优

优

优

PM2.5浓度
（微克/立方米）

11

9

7

PM10浓度
（微克/立方米）

23

16

15

发布单位:海南省生态环境监测中心

本报海口9月4日讯（记者邓钰
通讯员沈振 邓皖）9月4日，南海·翔泰
2020金鲳鱼开捕季活动在海口启动。
海南日报记者从现场获悉，我省渔企将
牵手京东生鲜，依托整合京东电商平台
资源，通过秒杀、直播、买手推荐等多种
形式，进一步打开我省水产品线上销
路，助推水产产业提质升级。

据了解，今年受到新冠肺炎疫情

影响，多地水产品出口规模大幅度缩
减，水产行业受到影响。我省渔企海
南翔泰渔业股份有限公司与京东生鲜
深入交流，依托互联网平台大数据资
源，在产品创新研发、电商运营指导、
线上多渠道营销等多方面合作，将罗
非鱼大宗冻品加工开发成酸菜鱼、水
煮鱼等新型方便菜产品，实现了销售
额的上涨。

此外，海南日报记者获悉，为打通
水产品线上销售渠道，助力水产行业提
质升级，京东生鲜推出面向水产行业推
出包销国内20万吨水产品的计划，聚
合京东全平台、多渠道资源，将与我省
各大渔企、渔民密切合作，并通过秒杀、
直播、买手推荐等丰富的营销形式和资
源，带动新近上市的海南金鲳鱼、罗非
鱼、白虾等优质海鲜产品入网销售。

同时，京东生鲜还将为我省诸多
水产企业和水产养殖户提供电商运营
指导和电商直播培训，并依托品牌优
势，推动我省水产品牌建设升级。此
外，京东在物流方面，提升周转与运输
效率，确保当天揽收的海鲜当天发运。

值得一提的是，对于消费者普遍
关心的水产品安全问题，我省渔企联
合京东生鲜以及行业协会共同成立

“京东海产安全联盟”。在保证水产品
100%核酸检测基础上，该联盟将通
过聚集产业上下游，从水产品质量安
全监管、生产加工、销售流通多个环
节，为水产品消费打造一道覆盖全链
条、立体化的防护墙，并发布32个系
统的海鲜水产品感官质量标准，从产
品形态、感官、缺陷、药残、微生物等详
细的维度，对水产品质量制定标准。

我省渔企牵手京东生鲜打通水产品线上销售渠道
助推水产产业提质升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