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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场集市上，除了跑海鸭
蛋，由儋州博源水稻种植专业合
作社生产的东坡红米也广受欢
迎。仅9月12日上午，10元1斤
的东坡红米就卖了1万多元。

“这些红米，是合作社在儋州
木棠镇旧市村的300亩水田里种
植的，1年2造，每造亩产只有400
多斤。虽然产量低，但品质非常
好。”儋州博源水稻种植专业合作
社业务经理洪文宣告诉海南日报
记者，该合作社通过发种子给脱
贫户、进行技术指导、包销等方
式，带动脱贫户增收致富。

当天中午12时，记者在多个
扶贫产品摊位的登记表格上看
到，购买扶贫产品人数最多的是
市直机关等单位的党员干部和职
工。其中，儋州市人民医院职工
吴明买了一些跑海鸭蛋，并表示
跑海鸭蛋营养丰富，可以自己吃，
也能送给亲朋尝尝鲜。儋州市司
法局职工曾冬梅则买了20斤红
米，想为消费扶贫出一份力。

这并非个例。近年来，儋州
市直机关党员干部职工踊跃带
头参加全市性、乡镇性的消费扶
贫集市，带动市民游客齐献爱
心，推动消费扶贫活动广泛开

展。儋州市委、市政府积极发动
和倡议全市广大干部职工，把自
己的消费行为与爱心行为相结
合，参与消费扶贫，采取“以购代
销、以买代帮”方式，通过登录海
南爱心扶贫网儋州专区网购、单
位团购、个人爱心认购等形式，
争做消费扶贫达人。截至9月
13日，儋州干部职工今年累计购
买扶贫产品667万元，占全市消
费扶贫总额的63%。

另一边，贫困村、脱贫户均
尝到消费扶贫的甜头，多次参加
消费扶贫集市活动，推销自产的
特色农产品。9月12日，儋州薛
宅村致富能手薛庆儒便赶早杀
了4只羊，带到此次扶贫集市上
销售，到中午12时，每斤80元的
羊肉已经全部卖光。

薛庆儒已经参加了4次扶贫
集市活动，每次来集市，他都会
组织脱贫户杀羊，自己则负责带
羊肉来销售，并把收入全部分给
脱贫户，自己成了义工。“消费扶
贫集市是帮助脱贫户推销扶贫
产品的好平台，我希望借助这座
大平台，帮助全村人销售扶贫产
品，增加收入，实现致富奔小
康。”薛庆儒说。

儋州今年举办消费扶贫集市46场，线上线下销售达1100万元，超额完成全年任务

爱心赶集忙 富农又惠民

■ 本报记者 刘袭 特约记者 李珂

9月13日，海南自贸港建设项目
（第三批）集中开工仪式儋州分会场
活动在该市那大镇西部片区的儋州
市妇女儿童医院项目工地举行。儋
州市妇女儿童医院项目、滨海新区交
通枢纽路网工程项目、滨海新区供水
工程（二期）项目等7个重大基础性
项目集中开工，总投资17.16亿元，
2020年计划投资3.51亿元。这些重
大基础性项目完工后，将有助于儋州
建设海南西部中心城市，增添新功
能，进一步服务海南自贸港。

作为海南西部中心城市，儋州市
的城市基础设施需要进一步完善，特
别是儋州最先承接海南自贸港政策、
最快形成落地效应的港产城融合区

域的滨海新区，须完善城市功能，才
能更好地服务洋浦经济开发区。儋
州市常务副市长林刚说，儋州筛选、
谋划7个服务海南自贸港建设的重大
基础性项目，涵盖基础设施、公共服
务以及生态环保等领域，要求业主单
位和施工单位严把质量、环保、安全
管理关，高质量高标准推进项目建
设，确保项目早建成、早投产、早见效。

新开工的儋州市妇女儿童医院
项目是城市建设的亮点之一。该项
目建成后，将使该市医疗功能更加齐
全。该项目总投资9.53亿元，2020年
计划投资1亿元，新建床位数500张，
包含100床三级甲等妇幼保健院、
200床三级甲等儿童医院、200床三
级妇产医院和儿童及孕产妇公共卫
生应急突发中心等。

项目业主、儋州市妇幼保健院院
长范永经介绍：“儋州市妇女儿童医院
未来将建成集妇幼保健、妇女医院、儿
童医院和儿童及孕产妇突发公共卫生
应急中心为一体的综合性专科医院。
项目完工后，儋州市乃至海南西部地
区的妇女儿童，将享受到优质的医疗
资源，为儋州建设海南西部医疗中心、
建设海南自贸港作出贡献。”

儋州市加快滨海新区基础设施
建设步伐，迅速推进与洋浦的港产城
融合，新开工的7个项目中，有5个基
础设施项目涉及滨海新区，及其周边
生态环境保护。新开工的滨海新区
交通枢纽路网工程项目，新建中央西
路、滨纬二路、友谊路3条道路，其中
的中央西路规划定位为城市主干路，
红线宽32米，全长2144.87米；滨纬

二路规划定位为城市次干路，红线宽
32米，全长1131.78米；友谊路规划
定位为城市次干路，红线宽32米，全
长 392.83 米，总投资约 2.4 亿元，
2020 年计划投资 6000 万元，道路
2021年 8月完工后，将进一步完善
滨海新区的城市路网。

滨海新区一带属于干旱地区，新
开工的滨海新区供水工程（二期）项
目，扩建1天5万立方米供水规模，铺
设约6.5公里的供水管道，总投资2.1
亿元，2020年计划投资6500万元，
项目2021年12月完工后，将彻底解
决滨海新区一带供水问题。海南儋
州粤海水务有限公司负责人张志刚
说：“作为项目业主方，企业将加快项
目建设，实现早日竣工。”

在滨海新区周边的2个镇，新开

工的2座乡镇污水处理厂项目将确保
滨海新区生态环境不受损害。峨蔓镇
镇墟污水处理工程改扩建污水处理
厂1座，到2023年每天处理污水规模
为300立方米，到2030年为800立方
米，总投资3046.54万元，2020年计
划投资2000万元，将于2020年12月
完工。排浦镇镇墟污水处理工程新
建污水处理厂1座，到2025年每天处
理规模为1.5万立方米，到2030年为
6万立方米；新建污水收集管网22.3
公里，总投资9562万元，2020年计划
投资5600万元，将于2020年12月完
工。此外，新开工和庆镇镇墟污水处
理工程建设污水提升泵站4座、化粪
池294座，总投资3142.32万元，2020
年计划投资2000万元，将于2020年
12月完工。 （本报那大9月15日电）

儋州打造全域土地综合整治样板

坚持规划先行
形成整治模式

本报讯（特约记者李珂 通讯员韦雪梅）近日，
儋州市委主要负责人带队到中和、新州两镇现场办
公，解决全域土地综合整治中存在的问题，切实做好
顶层设计，完善规划方案，确定建设模式，确保科学
有效推进全域土地综合整治。

编制好村庄规划是推进海南自贸港建设、解
决制约农村发展诸多问题的基础性工作，实施全域
土地综合整治是推进乡村振兴的重要抓手。儋州
市牢固树立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观，坚持改革创新，
因地制宜，通力合作，高标准做好全域土地综合整
治与生态修复工作，统筹推进全域土地综合整治起
步区国家级试点项目。儋州市委书记袁光平说，坚
持规划先行，注重质量，高标准高质量做好村庄规
划。牢固树立底线思维，统筹做好顶层设计，科学
做好长远规划，分步骤分阶段实施，一村一规划，不
搞“千村一面”。改善农村人居环境，提高“五网”覆
盖率，力促村容村貌改观、村民生产生活便利。结
合当地资源特色，确立特色鲜明的产业定位，谋划
好产业导入和产业发展，切实推动乡村振兴和美丽
儋州建设。形成可总结、可复制、可推广的综合整
治模式和经验做法，在全省范围内打造国土空间山
水林田湖草海全要素整体保护、系统修复、综合治
理的“儋州样板”。

儋州表彰优秀教育工作者
和先进集体

本报讯（特约记者李珂）近日，儋州市举行
2020年教师节表彰大会，表彰一批为教育事业发
展作出突出贡献的优秀教育工作者和先进集体。
共表彰2020年度“儋州市十佳校长（园长）”朱树
松等10人；优秀班主任李明等60人；优秀教师张
洁等100人；教坛新秀董江流等10人；先进教育
工作者董世杰等30人；南开大学附属中学儋州市
第一中学等6个教育系统先进集体。

儋州坚持把教育当作最大最普惠的民生工程
摆在优先发展战略位置，引进国内优质教育资源，
教育教学质量取得新突破，今年高考取得可喜成
绩。南开大学附属中学儋州市一中应届高中毕业
生吴万冬被北京大学录取。儋州今年中考平均分
接近全省平均分；全市小学学业水平测试成绩平
稳上升。

今年儋州市将继续全面深化教育改革和创
新。儋州市委常委、宣传部长、教育局党委书记
温龙说，儋州正着力打造一支政治过硬、品德高
尚、业务精湛、治校有方的校长队伍，充分发挥
好校长的示范引领作用。不惜重金引进和培养
教学名师和学科带头人，培养更多更强更优的骨
干教师、名牌教师、特级教师，促进全市教师队
伍素质整体提升。

省春风村雨文化惠民扶贫演出
在儋州新风村启动

本报讯（特约记者李珂 通讯员罗鑫）近日，
由省旅文厅主办的春风村雨文化惠民活动暨红色
文艺轻骑兵文化扶贫演出活动启动仪式在儋州市
大成镇新风村举行。此次文化扶贫演出活动将整
合全省公共文化资源，深入全省开展400余场文
化巡演，加强基层公共文化服务建设，引导群众参
与建设海南自贸港。

在文化扶贫演出活动启动仪式上，由红色文
艺轻骑兵——海南旅游和文化志愿者精心编排的

“春风、春雨、春和景明”节目，以及琼剧、歌舞、鼻
箫演奏、小品、儋州调声等节目轮番在乡村大舞台
上演。新风村扶贫车间工人组成的儋州调声队现
场演唱儋州调声非遗曲目《久久日长久》，新风村
村民则表演广场舞互动节目《记得咱家》，受到观众
喜爱。

据悉，儋州市旅文局结合自身特色文化，
近期将在全市16个镇开展60余场文化惠民演
出活动，合力打造儋州本土特色公共文化惠民
品牌。

东方确保贫困地区群众
喝上“放心水”

本报讯 东方市把农村饮水安全始终作为精
准扶贫的硬任务、改善农村生产生活条件的民心
工程，抓好抓实，确保贫困地区群众喝上“放心
水”。今年东方分别在江边、大田等乡镇建设16
宗扶贫饮水项目，总投资3430万元，目前已完成
15宗，2.68万人喝上“放心水”。

近日，大田镇俄龙村脱贫户刘亚代拧开自家
院子里的水龙头，接水、洗菜、做饭。“过去打井水
喝，不够用，也不卫生、安全，现在有自来水很方
便，水质很好。”刘亚代说。

今年5月，俄龙村饮水巩固提升工程完工后，
家家户户都喝上“放心水”。俄龙村乡村振兴工作
队队长何生专说，饮水安全是脱贫攻坚的一项重
要内容，现在供水到位，每天都有充足的水量，水
压很稳定。在大田镇南尧村，干净卫生的自来水
流进村民家，彻底解决困扰当地村民多年的缺水
难题。俄龙村驻村第一书记符统胜说，接通自来
水，村民用水安全方便，增强了生活幸福感。

近年来，东方加快补齐农村供水基础设施短
板，兴建大田净水厂，让大田镇俄龙村、南尧村等
受益，村民告别“喝水难”的日子。东方市农村饮
水工程施工方负责人关仁进说，施工人员正加班
铺设自来水管道，做到100%自来水入户，村民都
能用上经过消毒的自来水。 （陈诗春 符天衡）

■ 本报记者 刘袭 特约记者 李珂

“我家的蛋鸭吃海滩的小鱼
小虾，所产的跑海鸭蛋营养丰富，
腌制的咸鸭蛋更好吃。”9月12
日至13日，一场扶贫集市让儋州
市那大镇鼎尚时代广场热闹了起
来，该市光村镇扁墩村村民王其
益向围在摊位前的人群推销跑海
鸭蛋，引得市民抢购。

这是2020年儋州市消费扶
贫月活动暨爱心扶贫集市专场活
动，共有该市那大镇、白马井镇、
和庆镇等16个镇的16家带贫企
业及合作社、39户贫困户参与。
活动展销45种农副产品，为儋州
市直机关等125家单位的干部职
工提供了买土货、献爱心的优质
平台。

今年，儋州市把消费扶贫作
为推进脱贫攻坚的重要举措，以
及帮助贫困群众增收、巩固脱贫
成果的有力抓手。该市坚持政
府指导、市场主导、社会参与原
则，以消费扶贫“春风大行动”为
契机，开展一系列消费扶贫活
动。据统计，截至9月13日，儋
州今年累计举办消费扶贫集市
46场、受益贫困户逾3万户次、
线上线下销售扶贫产品总额达
1100万元，超额完成全年任务，
各项数据同比实现大幅增长。
近期，儋州市消费扶贫工作在全
省综合考核排名第三。

儋州市四套班子成员也多次
在扶贫集市带头购买扶贫产品。
儋州市委书记袁光平说，广大党
员干部职工要带头作表率，把自
己的日常生活行为、消费行为与
爱心行为结合起来，推动消费扶
贫，营造“人人参与消费扶贫，人
人支持消费扶贫，人人宣传消费
扶贫”的浓厚氛围，以实际行动帮
助贫困群众脱贫致富，巩固脱贫
成果。

儋州7个重大基础性项目集中开工，总投资17.16亿元

增添城市新功能 服务海南自贸港

儋州消费扶贫集市形式多
样，内容丰富多彩，吸引社会各界
人士参与购买消费扶贫产品活
动，献爱心，帮助贫困群众增收。

今年儋州市在乡镇举办的消
费扶贫集市活动，与旅游融合，吸
引游客变爱心扶贫客。其中，6月
18日，在儋州大成镇调南村新建
成的红色记忆广场，村民载歌载
舞迎接儋州市直机关干部和职
工、市民、游客，于橡胶林里搭建
临时爱心消费扶贫摊位，销售村
民带来的黄皮、番鸭、黑猪肉、野
生蜂蜜、特色小吃等扶贫产品。

海口一家旅游公司的导游
卢红带着48人的旅游团，慕名赶
来购买扶贫产品，“团队的游客
都愿意参加消费扶贫，既买到农
村的健康农产品，又献了爱心。”

9 月 12 日至 10 月 12 日期
间，儋州与全国同步开展消费扶
贫月活动。儋州市供销社负责人
吴启俊说，消费扶贫月活动主题
为“消费扶贫，你我同行”，主题活
动包括11项内容：爱心扶贫集市
系列专场活动；深入开展扶贫集
市进社区、学校、医院、部队、企业
活动；组织定点扶贫单位开展集
中消费扶贫购买活动；加大扶贫
销售平台集中采购力度；有序开
展消费扶贫专柜建设；完善儋州
消费扶贫馆；推动消费扶贫专区
建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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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心组织一系列“千企帮
千村”全国大型产销对接会；组织

参与中国农民丰收节金秋消费季
活动；策划消费扶贫公益广告、公
益视频、发放公益短信等方式，营
造良好活动氛围等。

儋州还不断创新消费扶贫方
式，拓宽销售渠道，网上卖扶贫产
品成为新时尚。儋州市启用“互
联网+消费扶贫”新模式，借助阿
里巴巴辐射带动作用，强化儋州
扶贫农产品体验馆功能，对全市
扶贫农产品进行品牌包装，推动
线上销售。今年以来儋州在线上
累计销售扶贫产品383.27万元。
特色农产品网上走俏。

儋州还将新时代文明实践工
作与消费扶贫集市结合。今年6
月，革命老区、儋州市大成镇调南
村新时代文明实践点建成，成为
调南村开发乡村旅游的推手。儋
州举办“看古树，摘黄皮，游乡村”
爱心消费扶贫文明实践活动，吸
引儋州市直机关部分干部职工、
市民和游客共1500多人参加，现
场购买扶贫产品35.28万元。参
加者既观赏见血封喉古树，重温
红色记忆，又体验水果采摘游，赏
花看田园风光。儋州市旅文局有
关部门负责人点赞：“调南村从开
发乡村旅游入手，推动乡村振兴，
发挥了红色文化资源优势。”

今年儋州市要求各镇至少
组织一场消费扶贫集市活动，镇
政府在举办消费扶贫集市活动
时，与就业扶贫招聘会合办，既

“以购代捐”“以买代帮”促进贫
困群众增收，又帮助有务工意向
的村民找到工作。8月13日，儋
州雅星镇举办 2020 年第二届

“爱心扶贫”大集市暨“促务工、
保增收”现场招聘会，展销30余
种特色优质农产品，15家企业提
供400余个招聘岗位，当天现场
销售农产品达10.3万余元，村民
达成就业意向的有39人，其中贫
困村民21人。雅星镇人大主席
颜珊说：“将常态化举办爱心扶
贫大集市和招聘会，巩固提升脱
贫成果。”

（本报那大9月15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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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航拍计划投资24亿元的儋州市重点项目——海南电影学院项目，其8栋学生宿舍楼现已全部封顶。 何文新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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