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消费扶贫月活动启动仪式暨“爱
心扶贫大集市”系列专场活动开市

完成时限：9月5日
地点：海口市龙华区海秀中路

海垦广场
活动内容：现场发布今年以来

全省开展消费扶贫工作成效。
公布9月份在全省范围大规模

开展消费扶贫月系列活动。

深入开展扶贫集市进社区

活动
完成时限：9月1日—30日

具体措施：在成熟居民小区、

街道 、公园 、社区服务中心等公

共 场 所 开 展 周 末 社 区 扶 贫 集 市

活动。

加大“扶贫832”销售平台集
中采购力度

完成时限：9月1日—30日
具体措施：临高、五指山、琼中、

保亭和白沙等5个市县要积极组织
扶贫产品上架“扶贫832”销售平台。

各级预算单位按不低于9月份
食材量 60%的标准通过“扶贫 832”
销售平台采购扶贫产品。

积极推动消费扶贫专区建设
完成时限：9月底前取得明显

成效
具体措施：对达到条件要求的

进行规范运行，认定为消费扶贫专
区。

动员本市县区爱心企业在线下
商场和超市开设消费扶贫专区或在
京东、淘宝、抖音等线上各大平台开
设消费扶贫专区。

全省定点扶贫单位深入定

点帮扶村开展集中消费扶贫购

买活动

完成时限：9月1日—30日

具体措施：各级定点扶贫单位

动员本单位干部职工至少一次集中

采购扶贫产品。

稳步有序开展消费扶贫专柜

建设

完成时限：9月底前取得明显

成效

具体措施：以海口市各个区为

试点区，在人流密集地投放消费扶

贫专柜。

挂牌设立一系列海南消费扶
贫地方馆

完成时限：9月底前取得明显
成效

具体措施：达到条件要求的
进行规范运行，认定为消费扶贫
专馆。

动员本市县区爱心企业线下建
设或线上开设消费扶贫专馆。

依托海南自贸港电商直播基
地，挂牌成立海南消费扶贫地方
馆。

组织开展“消费扶贫月·海南
在行动”线上线下系列专题带货
活动

完成时限：9月1日—30日
具体措施：在南海网PC端设立

专门销售我省扶贫产品的独立区
域。

在新海南移动手机App的首页
入口，开辟“海南省消费扶贫”入口
专区。

在南国都市报设立“扶贫周
刊”。

通过南海网联合快手平台，开
展 3-5 场“消费扶贫月·海南在行
动”公益助农直播带货专题活动。

省工商联联合海南爱心扶贫网
组织省内民营企业电商平台共同销
售我省扶贫产品。

精心组织一系列“千企帮千
村”全国大型产销对接会

完成时限：9月1日—30日
具体措施：联合全国大型农产

品采购商、批发商等，集中开展一系
列扶贫产品大型产销对接会。

组织开展中国农民丰收节金
秋消费季活动

完成时限：9月30日
具体措施：充分发挥节日市场

效应，组织引导“爱心扶贫大集市”
等线下渠道、“海南爱心扶贫网”等
电商平台和快手直播平台、新媒体
平台、城乡商超、农产品批发市场等
主体，通过线上线下多种形式，拉动
贫困地区扶贫产品消费。

加大宣传力度，打造消费扶
贫公益广告、公益视频，发放公益
短信，营造良好活动氛围

完成时限：9月1日—10月31日
具体措施：发动省内主流媒体

开设专版专栏持续跟踪报道消费扶
贫。

在新媒体平台播放主题鲜明、
感染力强的消费扶贫公益广告。

协调电信运营商围绕“消费
扶贫，你我同行”活动主题，发送
消费扶贫公益短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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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海口9月5日讯（记者金
昌波 通讯员陈颖）9月 5日下午，
2020年海南省消费扶贫月活动启
动仪式暨“爱心扶贫大集市”开市活
动在海口举行，倡导动员全社会奉
献爱心，“买买买”助扶贫。

据悉，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消费扶贫的重要指示精神，认真

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消费扶贫的
决策部署，按照“全国消费扶贫月”活
动要求，我省决定于9月1日至30日
开展2020年海南省消费扶贫月活
动。本次活动有11项主题活动，涵
盖“爱心扶贫大集市”系列专场活动、
常态化开展扶贫集市进社区、加大

“扶贫832平台”集中采购力度以及

各类线下消费扶贫专区专柜专馆建
设、直播带货活动、大型产销对接会
和中国农民丰收节活动等内容。

启动仪式后，作为2020年海南
省消费扶贫月活动之一的“爱心扶贫
大集市”在海垦广场开市。阳江农场
公司的母山咖啡、南金农场公司的茶
叶、东太农场公司的胡椒、八一农场

公司的石斛……下午5时半，海南日
报记者在现场看到，40个整齐排列
的摊位上，摆满了各种扶贫产品，吸
引了不少干部群众前来选购。

值得一提的是，此次“爱心扶贫大
集市”活动首创“集市+夜市”模式，将
消费扶贫融合到夜市经济中。优质扶
贫产品展销从当天下午5时30分一直

持续到晚上10时，方便广大市民群众
到海垦广场休闲娱乐时，可以“以购代
捐”、奉献爱心。据不完全统计，截至当
晚8时，现场销售额达15.4万余元。

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省打赢
脱贫攻坚战指挥部副指挥长何西
庆，副省长、副指挥长刘平治出席活
动并现场扫码购买扶贫农产品。

琼海启动
学雷锋志愿服务月活动
将开展多项志愿服务

本报嘉积9月5日电（记者刘梦晓 通讯员罗
颖）为推动志愿服务活动广泛开展，做好全国文明
城市复检工作，9月5日上午，琼海市启动2020年
学雷锋志愿服务月活动，本月内将在全市范围内开
展学雷锋志愿服务月活动（以下简称服务月活动）。

服务月活动将通过组织发动广大党员志愿者、
专业人才志愿者、巾帼志愿者、青年志愿者、社区志
愿者、农村志愿者等力量，广泛开展“新时代文明实
践”宣讲，“做文明有礼琼海人”以及社区、村，爱心服
务等各类志愿服务活动，旨在通过各类志愿服务活
动开展，大力弘扬雷锋精神，强化公民社会责任意识
和奉献意识，吸引更多市民参与志愿服务，在全社会
营造向上向善、文明和谐的良好社会风尚。

“作为志愿者，我们会积极践行奉献、友爱、互
助、进步的志愿者精神，接下来将深入到琼海各社
区、各乡镇，开展义务理发、义诊等相关义务活动，
为琼海的文明建设，贡献自己的一份青春力量。”
琼海市团委中西部志愿者孙伟说。

琼海市文艺志愿者陈泽威则介绍，琼海市的
文艺志愿者们接下来将在琼海市文联、书法家协
会的带领下，深入到各基层，开展各类书法公益活
动，传播优秀的中华传统文化，助推琼海书法事业
的发展和精神文明建设。

海南日报记者了解到，近年来，琼海市委、市
政府高度重视志愿服务事业建设。为此，琼海市
建立了由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统筹规划，志愿服
务指导中心组织实施，志愿服务队伍各展所长，志
愿服务站点承接落地的志愿服务工作体系；成立
了琼海市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服务总队理论政策
宣讲等8支专业志愿服务大队，13支镇（区）新时
代文明实践综合志愿服务大队和多支有主题、有
特色的志愿服务队伍。琼海各新时代文明实践
所、站带领广大志愿者在新时代文明实践、巩固“全
国文明城市”和“国家卫生城市”、创建“国家全域旅
游示范区”及脱贫攻坚等工作中，作出了积极贡献。

关注全国文明城市创建

海航与阿里飞猪签署
战略合作协议

本报海口9月5日讯（记者邵长春 通讯员
周炜 闫思苑）9月4日，海航集团旗下海航航空集
团与阿里巴巴集团旗下飞猪旅行在海口签署战略
合作协议。双方将发挥各自资源优势，在直播、会
员、产品营销、数据技术赋能等方面开展全方位战
略合作，在海南自贸港建设背景下，共同开拓联合
营销新机遇。

根据协议，双方将利用各自资源优势共同强
化线上平台联合营销业务的合作力度。海航旗下
各航空公司将以其飞猪旅行旗舰店为运营阵地，
开展常态化直播业务，面向用户推介自身优质的
航线、特惠产品、特色服务及具有海南自贸港特色
的产品，丰富广大线上用户的购买选择及购买体
验。飞猪旅行平台将充分发挥其在用户、流量、数
据、平台建设等方面强大的资源聚合能力，帮助海
航提升营销精准度与营销质量，提升航空旅游综
合类产品的竞争力。

海航集团执行董事长顾刚表示，海航有着较
高的市场化程度、相对灵活的管理模式和良好的
服务口碑，希望通过与阿里巴巴携手，旗下航空与
飞猪旅行合作，实现优势互补，通过更多元的互联
网渠道，更丰富的在线营销方式实现更精准的触
达，更立体的展现海航的产品品牌、安全运营及真
情服务。

阿里巴巴集团副总裁兼飞猪旅行总裁庄卓然
表示，阿里巴巴集团旗下飞猪旅行作为国内电商
领域最大的直播平台，与海航的需求高度匹配，与
海航的合作也将帮助飞猪旅行实现数据基础能力
和场景的有效整合。后续将进一步加强产品基础
设施建设，持续升级服务，助力海航等合作伙伴在
互联网生态中建立品牌优势。

海南青年创新创业大赛
初赛落幕
342个省内外项目参赛

本报海口9月5日讯（记者王玉洁 昂颖）9
月5日，2020年海南青年创新创业大赛初赛在海
南大学举办，吸引342个项目展开激烈角逐，其中
互联网、商工组项目235个，农业农村组项目共
107个。这也是今年“创青春”中国青年创新创业
大赛海南赛区选拔赛的现场，优异创业项目将代
表海南参加全国赛。

据悉，本次大赛采用5分钟展示、5分钟答辩
的路演模式，为方便省外项目参赛，组委会特别安
排线上参赛，选手和评委通过远程视频进行线上
路演和答辩。

大赛结束后，主办方将对优秀项目给予创业
资金、政策以及培育孵化、学习辅导等方面的支
持。比赛会对两个组别的一等奖获得者给予5万
元创业支持，对二等奖获得者给予3万元支持，对
三等奖获得者给予2万元支持，对优秀奖获得者给
予1万元支持，并评选优秀组织奖和个人贡献奖

大赛自启动以来，吸引诸多企业、创业团队积
极参与，共有419个项目报名参赛，涉及互联网、先
进制造、农业种植、生物医药、教育文化等多领域。

大赛由团省委、省委人才局、省网信办、省农
业农村厅、省工信厅、省人社厅、省商务厅、省扶贫
办等单位联合举办，旨在吸引、挖掘和培育更多青
年创新创业人才，鼓励和支持广大青年走在大众
创业、万众创新前列，营造引才聚才用才留才环
境，助力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

年海南省消费扶贫月活动
主题：消费扶贫 你我同行 | 11项主题活动

系列活动

■ 本报记者 余小艳

文昌市重兴镇附近的一个木材厂
边，伫立着一座简朴的墓碑。描红的

“林伯熙烈士之墓”几个鲜红大字，正
如这位令岛东日军闻之色变的抗日英
雄，在可歌可泣的琼崖孤岛抗战史中，
书写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1909年，林伯熙出生在文昌县重
兴镇柏茂村，出身当地的大户人家。
1936年从南京陆军步兵学校毕业后，
林伯熙辞军返回家乡，组织抗日后援
会，深入广大乡村进行抗日宣传。可

没待多久，林伯熙又离开了家，只身一
人远赴延安进陕北公学学习。

从延安回来以后，决定要用武器
来抗击日寇的林伯熙变卖了家中近百
亩田地，买来70多支德国造步枪和驳
壳枪，与当地180名热血青年一道，奔
赴抗日战场。1938年春至1938年秋
的半年时间，林伯熙完成了从进步青
年到军人的蜕变。依靠一支只有百人
的游击队，林伯熙在重兴、烟堆、长坡、
迈号等地破坏公路桥梁、割断电话线
路、阻止敌人扫荡。1940年9月，林
伯熙和战友一起，被收编成为琼崖独

立纵队一中队，林伯熙担任中队长。
1941年4月初，已是一支队副支

队长的林伯熙率部挺进文昌，袭击翁
田据点。为确保一举拔除该据点，他
还派出两支伏兵：一支在龙马桥伏击
昌洒出援之敌，另一支在冯凤至锦山
公路伏击锦山出援之敌。在两支部队
的密切配合下，林伯熙速战速决取得
胜利，3处共歼敌50余名。

3个月后，日军进占琼文中心地
区的文昌县大昌乡美德村并建立据
点。7月4日，林伯熙连夜带领两个中
队300多人奔袭到美德据点附近决心
拔除日军据点。顿时，潭牛公路附近
响起密集枪炮声，原来是日军提前发
现了我军伏击部队，发动了猛烈进

攻。情况危急，林伯熙果断更改了原
定作战方案，转而埋伏在美德至潭牛
公路旁的灌木丛中，准备一举消灭从
美德据点前来增援的日军。

不出所料，日军两辆汽车很快直驶
而来。耐心等到日军完全进入埋伏圈，
林伯熙立刻下达作战令。突如其来的
猛烈火力令日寇猝不及防，两车日军被
基本歼灭。这次战斗，共歼灭敌人30
余人，击毁一辆日军车辆，缴获一挺重
机关枪、两挺轻机枪和20多支步枪。

林伯熙的战友符明曾对他说，你是
指挥官、领导，冲在前面，太危险。林伯
熙的回答让他记忆深刻：“在战场上，没
有领导和下属，只有同志和战友，大家
既然在一条战线上，就要往前冲！”正是

这样的性格，让林伯熙身边的战友往往
受他的感染，在战斗中无往不利。

1942年1月的大水战斗，是已经升
任琼崖独立纵队第一支队副支队长的
林伯熙所经历最激烈的战斗。他所在
的第一支队肩负着围点打援的艰巨任
务。林伯熙充分利用其指挥才能，一连
两天击退前来增援的敌军，直到第三天
弹药短缺，主动退出战斗。最终大水战
斗共歼敌军数百人，取得重大胜利。

在战斗中展现出优秀指挥才能的
林伯熙，随后被直接吸纳进中国共产
党，并担任琼崖独立纵队第三支队支队
长。但担任第三支队长后不久，林伯熙
在金鸡岭伏击日军的战斗中壮烈牺牲，
时年33岁。 （本报文城9月5日电）

文昌抗日英雄林伯熙：

奇袭敌军立战功 血洒沙场铸英魂
弘扬抗战精神 凝聚奋进力量

9月5日，2020年海南省消费扶贫月活动启动仪式暨“爱心扶贫大集市”在海口海垦广场开市，市民购买扶贫产品。本报记者 李天平 摄

我省启动消费扶贫月活动

消费聚爱心 产销助脱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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