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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好第12届海口汽车展销会
将于10月1日开幕

本报海口9月17日讯 （记者郭萃）9月 17
日，海南日报记者从共好2020第12届海口汽车
展销组委会获悉，本届海口汽车展销会将于10月
1日至3日在海航文化体育广场举行，届时，将汇
聚德系、美系、法系、日系、韩系以及合资、国内自
主品牌的超百款车型进行集中展示。

据了解，本届车展预计展览面积1万平方米，
包含路虎、捷豹、宝马、红旗、英菲尼迪、东风日产、
大众、广汽丰田、福特、东风本田、领克、小鹏、欧
拉、北汽新能源等在内的多个热销品牌将会在本
届车展亮相。

本届车展是海南国庆档期较大规模的购车盛
会，各大汽车厂家、经销商将纷纷出台“国庆+中
秋”双重优惠折上折的降价策略。本届车展还将
限时开启“0元抢票”活动，市民群众可搜索相关
公众号参与活动。

走向我们的

■ 本报记者 郭萃 特约记者 刘伟

“扑通，扑通……”9月17日下午
6时，在位于海口市龙华区新坡镇仁
南村澳洲淡水蓝龙虾基地的清澈虾
塘内，仁南村脱贫户陈世忠穿着防水
胶裤，撒下一把饲料，虾群纷纷浮出
水面、争相抢食。

从2月底首次投放虾苗，经历半
年多的养殖后，仁南村澳洲淡水蓝龙
虾基地喜获丰收。陈世忠弯下身子，
捞出一尾澳洲淡水蓝龙虾，笑着介绍

道：“你看，这些虾透着蓝色，而且肚
子很干净。”

“你也来试试，捏着很紧实呢。”
陈世忠将一尾澳洲淡水蓝龙虾放在
海南日报记者手中，它挥舞着钳子，
显得十分生猛。

对澳洲淡水蓝龙虾的各个细节
了然于胸，源自陈世忠在养殖中慢慢
摸索出的经验。今年2月，仁南村成
立了村集体公司——海南仁嘉生态
农业开发有限公司。澳洲淡水蓝龙
虾养殖成为该公司第一个产业扶贫
项目。

“仁南村有邻近的潭丰洋湿地供
应水源，很适合发展稻虾共生项目。”

仁南村驻村第一书记邢健告诉记者，
“我们将村内77亩撂荒地利用起来，
改造成20口虾塘，发展‘稻虾共生’生
态循环高效产业。即在塘里种植水
稻，于水稻间饲养澳洲淡水蓝龙虾。”

“养殖过程中，我们就近使用了
湿地冷泉水，而且全程不给水稻打农
药。”邢健说，他们将大豆、燕麦、鱼等
食材煮熟烘干作为饵料，喂养出来的
澳洲淡水蓝龙虾肉质非常紧实鲜
美。与此同时，种出来的稻米也达到
天然无公害标准。

“大家都是第一次养殖澳洲淡水
蓝龙虾，刚开始心里也没底。”因此，
陈世忠没事就“泡”在池塘里，观察蓝

龙虾习性，大半年来，他也成了半个
养殖专家。

在村集体公司的努力下，近期，
仁南村澳洲淡水蓝龙虾基地迎来丰
收。虽然大家是头回养殖澳洲淡水
蓝龙虾，但各虾塘产量正常，预计年
亩产可达300斤。此外，由于基地采
取分段放苗的养殖形式，如今每个月
都能保证收获。

眼下，每天傍晚给澳洲淡水蓝龙
虾喂完食，陈世忠都会将带孔的地笼
放入虾塘。这是因为虾群喜欢钻空，
第二天一早，地笼里就能装满达到标
准规格的澳洲淡水蓝龙虾。“现在每天
都可以收获好几十斤虾。”陈世忠说。

澳洲淡水蓝龙虾的收获，也为村
集体企业带来了新的收入。“从初上
市到现在，我们已收获澳洲淡水蓝龙
虾1000余斤，收入近7万元。”邢健
说，“现在很多餐厅都跟我们达成销
售合作，我们还借力新坡电商服务中
心，或参加海口市内‘拼团’活动，进
行线上销售。”

因为丰收，大家心里都喜滋滋
的。“我们的努力没有白费，这也让我
们对未来养殖澳洲淡水蓝龙虾充满
信心。”邢健说，下一步，仁南村还将
持续提高产业效益，打造当地的特色
农业品牌，让当地群众吃上“生态农
业饭”。 （本报海口9月17日讯）

海口仁南村澳洲淡水蓝龙虾迎来首次收获

稻田话丰收 米香虾更肥
庆丰收，迎小康

■ 本报记者 傅人意 实习生 杨韫颖

“这几年，村里考上大学的孩子
越来越多。其中，企业对我们的帮助
很大，我们家庭负担小多了！”9月16
日，白沙黎族自治县细水乡白水港村
村民王明海接过一个沉甸甸的信封，
里面有2000元现金，这是华闻传媒
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
闻传媒集团）当天在助学金发放仪式
上，给他女儿资助的学费。

2016年来，华闻传媒集团通过扶
贫扶智、产业帮扶、项目撬动等多方面
助力白水港村脱贫攻坚，促这座偏远
山村发生“三变”。2018年，该村建档
立卡贫困人口151户641人全部实现
脱贫，2019年人均纯收入达1.2万元。

教育之变
助娃求学“富脑袋”

“白水港村向来学风浓厚，家长
大多数都很重视教育。但是以往村

里传统支柱产业为橡胶种植，效益不
高，村民收入没有保障。一旦有孩子
考上高中，家长是又喜又忧。”细水乡
党委委员、组织委员李俊说，喜的是
孩子考上高中，意味着有机会上大
学，忧的是学费负担大。

2016年以来，华闻传媒集团作
为白水港村定点扶贫单位，将扶贫助
学作为每年扶贫的重点工作，在每学
年度开学前发起“金秋助学”活动。

“教育扶贫是阻断贫困代际传
递的重要手段。”华闻传媒集团党
委书记张仁磊表示，5年来，华闻传
媒集团发动员工积极捐款，资助白
水港村当年就读大学本科、大专、
中专、高中的困难学子完成学业，
每人每学年资助额度为1000元至
4000元不等，以缓解贫困家庭的经
济压力。

截至目前，华闻传媒集团已累计
捐出专项助学资金60余万元，资助
贫困学子250余人完成当年的学业，
并激励困难学子学知识、长本领，学

有所成回馈家乡。
当天，村民王定彪帮他就读于

海南科技职业学院的儿子领取
2000元的助学金后说：“我儿子是
退伍后再考大学的，我们一家人都
支持他圆这个大学梦，加上现在有
企业的帮扶，相信他一定能顺利完
成学业！”

产业之变
菠萝“生金”富口袋

9月17日下午，烈日下，白水港
村65.8亩的菠萝种植基地里绿意葱
茏。

“今年 5月我们刚卖过一茬菠
萝，价格每斤2.6元，1亩纯利润可达
5000元。10月，我们还打算出售一
批菠萝苗，可以说是一项产业，两份
收入。”基地负责人、海南菠萝企业管
理有限公司技术经理王文说，加上基
地平时需要一些零工，就近吸纳村民
务工，每人每天工费130元。

张仁磊表示，白水港村虽然土
地较多，但可供大面积种植农作物
的耕地却非常有限，能成片利用的
大多是山地或者斜坡，村民过去大
多靠种植橡胶为生。该公司经多次
实地调研发现，山地斜坡适合种植
金菠萝。2018年和2019年，华闻传
媒集团分别拨付30万元、5.5万元专
项资金，以合作社形式帮助贫困户
实施金菠萝种植项目。

“金菠萝产业扶贫项目已吸纳
58户贫困户共257人，2019年度建
档立卡贫困户共分红2.478万元，村
集体经济分红4.26万元，进一步壮大
了村集体经济。”李俊说。

面貌之变
另辟洞天端“新菜”

“快进来看看我们的驿站住宿，
可不比县城里的差！”白水港村党支
部书记王仕东边热情地招呼海南日
报记者边介绍：“驿站共两层楼，设有

8个房间，旁边还设有黎族特色的竹
筒餐厅包间，游客在此可以住宿、享
用本地美食，最重要的是可以从此处
徒步前往‘灯笼洞’。”

从2017年开始，华闻传媒集团
多次考察了解白水港村周边“灯笼
洞”（又称“一线天”）旅游资源，向村
里建议开发乡村旅游，并拿出10万
元进行资助。

王仕东介绍，“灯笼洞”目前已经
成为很多专业驴友“打卡”的网红点，
接下来，该村还将完善驿站停车场建
设，开展导游培训、土特产销售等。
同时，王仕东期待县旅游部门加大对

“灯笼洞”旅游资源的开发，让更多村
民吃上“旅游饭”。

截至目前，华闻传媒集团对白水
港村累计投入帮扶资金160万元，投
入帮扶项目2个，派驻常年驻村工作
人员1名。

更多值得期待的乡村变化还在
发生。

（本报牙叉9月17日电）

华闻传媒集团投资金、投项目、投人员，定点扶贫扶智——

白水港村“三变”

湛江徐闻港成功模拟运营
本报讯（记者邵长春 通讯员蔡高扬）海南日

报记者从湛江徐闻港有限公司获悉，9月16日，
广东湛江徐闻港成功模拟开展运营作业，检验各
生产作业环节、配套设备设施的可行性和有效性，
确保开港运营安全有序。

据悉，此次模拟运营是徐闻港试运营工作的
第二阶段，徐闻港公司制定专项方案，模拟开展车
辆旅客配载、售票、安检、改票、退票、检票、结算及
船舶离靠、装卸等作业项目，重点检验各服务环节
运行、软硬件联调联试、各岗位人员操作、电力系
统测试等，为开港运营提供有力保障。

下一步，徐闻港公司将高质量做好项目建设
收尾和开港运营准备工作，确保按期投入使用，以
琼州海峡港航一体化为牵引，加快推进陆海交通
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推动琼州海峡水路通道更加
便捷通畅，助力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

海南第七届“好记者讲好故事”
演讲比赛举行

本报海口9月17日讯（记者陈蔚林）9月17
日，由省委宣传部、省新闻工作者协会主办的第七届

“好记者讲好故事”演讲选拔赛在海口举行，来自省
内主要新闻单位的多位一线新闻工作者参加比赛。
选拔赛上，三沙卫视记者王超等3人获一等奖；南国
都市报记者敖坤等4人获二等奖，海南日报记者刘
梦晓、南海网记者任桐获等8人获三等奖。

据介绍，本次大赛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舆论
导向和价值取向，结合2020年新闻舆论工作重
点，通过“好记者讲好故事”的生动形式，引导广大
新闻工作者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
到“两个维护”，牢固树立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不断
提高能力水平，为加快推进自贸港建设营造良好
舆论氛围。

比赛中，选手围绕全力应对统筹推进疫情防
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建设
海南自由贸易港等内容，讲述了他们在基层一线亲
历、亲见、亲闻、亲为的精彩故事，并把文字、图片、
音乐、视频等全媒体要素充分融入演讲当中，用一
个个有血有肉、生动鲜活的瞬间，诠释着海南新闻
工作者在磨砺“脚力、眼力、脑力、笔力”的过程中体
现的责任与担当。

根据赛制，省新闻工作者协会将从获奖选手
中选拔3名优秀演讲人，代表海南参加全国“好记
者讲好故事”选拔赛。

建设乡村路
助脱贫攻坚

9月16日傍晚，在
儋州市农村公路交通扶
贫“六大工程”东王线东
成至新州段，工作人员
在加班铺设路面，工程
进度不断加快。

目前，儋州市正在
加快推进农村公路“六
大工程”建设，打造“40
分钟生活圈，1小时交
通圈”。
本报记者 陈元才 摄

■ 本报记者 昂颖

航站楼里、停机坪上、急救车内，
她一次次与时间赛跑，全力抢救病患；
她总是活跃在省红十字会急救培训第
一线，用17年时间努力让更多人掌握
科学的急救知识和技能，在紧急情况
时为生命排险……她就是海航集团海
口美兰机场急救中心经理、医生张莉
萍，于日前被评为“2019年度全国最
美志愿者”。

“如果有人忽然在你身边倒下，你
该如何在‘黄金四分钟’里进行有效抢
救？”此前，在一场应急救援培训课堂
上，张莉萍边发问，边进行讲解示范。

“面对突发事件，尤其是伤者发生
心脏呼吸骤停、失血或者休克时，如果

‘第一目击者’懂得救护知识，能够进
行科学的急救，就可以在很大程度上
挽救生命。”近日，张莉萍告诉海南日
报记者，作为一名专业的救护医生，她
曾经目睹过救护车抵达事故现场时，

伤者因错过急救的最佳时机而造成终
身遗憾的案例。从那一刻起，她暗暗
下定决心，要为公众普及应急救护知
识和技能，“让更多人救助更多人。”

身材瘦小的张莉萍，工作起来却
是“拼命三娘”。一张席子，一个人体
模型，一个扩音器，这便是张莉萍的课
堂“教具”。一点一滴讲解动作要领、
一招一式示范动作……张莉萍在应急
救护志愿培训中总是手把手纠正学员
的不规范、不到位的动作，让学员得到
快速成长。如今，她指导过的学员中，
有的已经成为省内乃至全国的救援队
队员，甚至有些还参与了海外国家的
应急救援工作。更让她自豪的是，许
多在岗职工、在校学生、社区居民也成

了她的学员，其中不少人还投身到健
康科普、应急救护的志愿宣传中来。

回顾这些年来的志愿培训经历，
张莉萍深有感触，“十几年前，由于急
救知识还未普及推广，人们对急救科
学了解不多。有的学员认为急救知识
和技能，只是医护工作者该掌握的。”
每当此时，张莉萍都会通过展示鲜活
的案例，让学员体会到学习急救知识
和技能的重要性。

平日里，每逢张莉萍接到省红十
字会预约急救培训电话，她都会利用
空余时间尽早安排急救课程，并且从
未缺席。有朋友不解地问她：“志愿
者工作没有酬劳，为什么一直坚持在
做？”只有张莉萍知道自己的心愿：

“出现突发事故，现场目击者不再是
手足无措，而是能够安慰伤者、病患，
并进行急救，从而争取抢救生命的

‘黄金时间’。”
“应急救援不在于一人之力，而在

于社会之众。我愿意做一支火把，将
应急救护知识技能的火种传递给更多
人。”17年来，张莉萍不仅为海南培训
了上万名应急救一线人员，也获得了

“2011年度中国红十字先进志愿者”
“2010年度中国红十字百优千星勋
章”等称号，并被评为“感动海南”
2018十大年度人物。尽管获得了许
多成绩和荣誉，但张莉萍对普及应急
救护知识的初心，依然鲜红炽热。

（本报海口9月17日讯）

全国学雷锋志愿服务先进典型
和疫情防控最美志愿者事迹

张莉萍用17年时间培训急救志愿者、传播急救知识

与时间赛跑 为生命排险

万宁基层医疗机构标准化建设提速

办好家门口医院
提升百姓幸福感
■ 本报记者 袁宇

“镇卫生院改造后条件好多了，现在，我们治
些小病就不必舍近求远了。”9月17日，在万宁市
东澳镇卫生院前，东澳镇四维村村民陈阿霞拎着
刚取的药笑着说，该卫生院改造前，她常常到近半
小时车程外的市区看病，费时费力。

新完成改造的东澳镇卫生院不仅环境整洁，
还进一步完善了医疗基础设施，医疗服务能力相
比过去大幅提升。

这也是万宁市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标准化建设
的一个缩影。自2018年至目前，万宁市实施了
63个省级基层医疗机构标准化建设项目，其中自
主招标实施54个项目，包括14个镇卫生院标准
化项目、40个村卫生室标准化项目。

万宁市卫健委主任吴云峰介绍，目前自主实施
的54个项目中已完成49个，包括医疗业务用房、院
区改造、医疗污水处理泵站、医疗设备采购等，竣工
率达92%，剩余未竣工的项目均为周转房项目。

据介绍，万宁市将在今年建成包括三级医院1
家，二级医院5家，标准化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社
区卫生服务站5家、标准化中心卫生院4家、标准
化一般卫生院10家在内的三级诊疗体系，并建设
238间标准化村卫生室，进一步提升基层医疗服务
能力。

此外，万宁市在全面提升基层医疗机构硬件
设施的同时，也大力提升基层医疗机构的人才吸引
力，通过提高镇、村医生工作补贴标准，实施灵活招
聘等方式，让基层医疗卫生人才引得进、留得住。

吴云峰表示，下一步将借助自贸港政策东风，
吸引更多医疗人才来万宁，进一步优化医疗卫生人
才队伍的素质和结构，完善医疗基础设施，办好人
民满意的医疗卫生事业。 (本报万城9月17日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