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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脱贫致富电视夜校
今晚播出

本报海口9月20日讯（记者陈蔚林）第199
期海南省脱贫致富电视夜校将于9月21日20时
在海南经济频道、20时30分在三沙卫视，9月27
日16时20分在海南卫视播出。

王下乡地处昌江黎族自治县东南角的霸王岭
腹地，曾经是该县最偏远也是最贫困的乡镇。经
过几年的发展，2018年，王下乡荣获“海南省打赢
脱贫攻坚战先进集体”称号，并入选全国第三批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实践创新基地。王下乡
为何发生如此巨大的变化？本期电视夜校请到了
王下乡乡长杨荣辉，分享王下乡在脱贫攻坚工作
中的经验做法。

观众还可以登录海南网络广播电视台，下载
“视听海南”手机客户端收看本期节目。

■ 本报记者 袁宇

“看起来很好吃！”“烤好配酒，
味道很棒！”9月19日，在一些直播
平台开展的带货直播中，来自万宁
港北的海鲜产品卖相佳、口碑好，受
到不少网友的青睐，一时间订单如
雨点般密集。

产品好评如潮，也令为直播平台
供货的万宁和乐镇港北电商莫泽锦
十分开心。他一边忙着为网络上接
到的订单发货，一边告诉海南日报记
者：“电商平台，是港北海鲜走进大众
视线的重要平台，我们也针对性地尝
试了很多销售方式。”

精心处理后包装的和乐蟹，精挑
细选的马鲛鱼，香味透鼻的虾皮鱼干
……莫泽锦对每一份将发出的海产
品都亲自把关，确保产品的包装完

善、品相俱佳。
“要打开网络销售渠道，品质是

第一位。”莫泽锦于2016年底放弃高
薪工作返乡创业，推广家乡的优质海
产品，他说，网上同类型产品多，且港
北海鲜产品本身价格偏高，价格竞争
力弱，“很多顾客在不了解产品质量
的前提下，往往会质疑产品价格。因
此我们坚持将每一单做成口碑。”

几年来，莫泽锦坚持做口碑生
意，也迅速在网络上积累下一群粉
丝。在万宁今年组织的几次大型直
播带货活动中，莫泽锦都受邀在镜头
前推介家乡的好产品。

“通过线上线下销售的方式，目
前店内一年就能售出800多万元的
海产品。”莫泽锦透露，港北海产品在
万宁广受认可，线下回头客很多，“如
今公司重点开发线上销售渠道，已与

省内很多电商建立了合作关系，由我
们负责产品供应。”

从2016年底开始，莫泽锦将港
北和乐蟹、马鲛鱼、鱿鱼干、港北对虾
等十几种海产品加工出售，并根据顾
客的反映不断地改进产品口味与质
量。“为满足消费者需要，这几年公司
一直在扩建冷冻库，现在已经能够贮
藏10多万斤海产品，比最初扩容了
十多倍。”莫泽锦说。

“货下午就可以寄过去，一天就
能到。”采访期间，莫泽锦不时接到预
订电话。他说，打电话预订的顾客大
多是回头客，“马上就是中秋，很多顾
客来电话下单，采购港北海产品作为
中秋礼。”

海南日报记者看到，这些中秋礼
包装有精美别致的竹篓、福满堂干货
礼盒等，包括和乐蟹、马鲛鱼等品牌

产品。
“节礼市场是一个重要市场。”莫

泽锦说，港北海产品在当地本身也是
重要的节礼，如今借助电商平台，港
北海产品的名气也逐渐走出海南
岛。而进军节礼市场，除了保障品质
外，也需要精美别致的包装，“目前产
品线上销售占比逐年增加，越来越多
地销往高端酒店、节礼市场。”

莫泽锦认为，走高端市场，也是
海南海鲜产品未来的主要销售渠道，

“海南的海鲜产品品质较为优质，但
要卖出好价，就需要提升品牌美誉度
与辨识度。”

随着网购的发展，电商平台成为
莫泽锦眼中重要的产品推介平台。

“我们与一些电商平台建立合作关
系，推介我们的品牌，扩大万宁港北
海产品的知名度。”他对于港北海鲜

特产充满信心。
海南日报记者了解到，近两年

在万宁和乐地区，越来越多年轻人
进入电商领域，从事包括海产品、粽
子等销售推广，也先后打造出一批
品牌。

“事实上，我们正加快发展电商
经济，通过电商直播、村播等形式，
多渠道提高农产品销路，帮助农民
群众增产增收。”万宁市政府相关负
责人介绍，今年8月初，我省首个淘
宝直播基地和村播学院落户万宁，
当地将与阿里巴巴集团合作，协同
淘宝直播、村播计划全方位整合农
产品及食品，聚集专业运营团队，推
动电商直播产业规模化发展、数量
级增长，助力乡村振兴，为自贸港建
设添砖加瓦。

（本报万城9月20日电）

万宁名优农产品借助网络渠道俘获大批粉丝，助农户增产增收

坚持做口碑“触网”造爆款

陵水购物狂欢节助力消费扶贫

线上线下互动
各行各业参与

本报椰林9月20日电（记者梁君穷 见习记
者高懿）消费扶贫，你我同行。由陵水黎族自治县
商务局联合该县旅文局、扶贫办、供销社举办的以

“消费·快乐陵距离”为主题的2020陵水第四届旅
游购物美食狂欢节暨消费扶贫大集市活动，将于
9月30日至10月3日在该县文化体育广场举行，
旨在为进一步激发陵水新活力、释放新动力、挖掘
新潜力，推动消费升级，助力打赢脱贫攻坚战和海
南自由贸易港建设。

据了解，本次活动作为陵水消费扶贫月活动9
项主题活动之一，届时陵水全县零售、餐饮、酒店、
景区、电商、家电、汽车等行业企业将开展集中展销
活动，随后，他们还将开展为期一个月丰富多彩、形
式多样的促消费活动。为期4天的活动将集中展
示陵水扶贫产品、旅游商贸商品、电商产品和国际
商品等，同时举办新能源汽车、家电汽车等展销，并
开展形式多样、线上线下多渠道促销活动。

据陵水县商务局相关负责人介绍，活动现场会
有文艺表演、有奖互动游戏以及“1元购”活动，并邀
请“网红”现场直播，以探店的方式介绍展馆产品亮
点、特色，吸引更多消费群体，通过发挥“网红”人气
进一步扩大产品知名度和拓宽线上销售渠道。

除了4天的集中展销，陵水各商家在整个10
月还会开展系列线上线下促销，县域内各旅游景
区、酒店、饮食、零售等企业将通过提供不同时段
的折扣优惠或者赠品优惠等优惠活动，吸引市民
游客到店消费。此外，活动承办单位会在相关平台
开辟《线上购物狂欢季》的活动专题，带动线上线下

“同频共振”，充分营造放心实惠购物、舒心欢畅游玩
的消费氛围，有效激发本地居民和外来游客的消费
欲望，推动全县消费较快增长。

本报屯城9月20日电（记者贾
磊 傅人意 通讯员陈颖 林小丹）尽
管阴雨连绵，却难以抵挡各界爱心人
士支持消费扶贫采购农副产品的热
情。9月19日上午，屯昌县8个镇同
步举办2020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暨
消费扶贫集市活动。

“一头240多斤屯昌黑猪，半个
小时就基本卖光了，净赚 2000 多

元！”在当日屯昌南坤镇的扶贫集市
上，南坤镇大朗村建档立卡贫困户符
儒贤告诉海南日报记者，今年以来，
通过南坤镇供销社带动，卖出15头
屯昌黑猪赚了3万多元。

屯昌县供销合作联社主任符文
雄介绍，在屯昌县委、县政府支持下，
该县供销社组建了屯供乐农电商公
司，联合全县8个镇供销社采集农产

品供应信息，建立《屯昌县各镇农产
品种养殖数据目录》，详细记录农产
品名称、种养殖规模、生产地址、年产
数量和销售渠道等信息，通过产销直
接对接，最大限度减少农副产品特别
是扶贫产品上行的中间环节，惠及全
县6000多建档立卡贫困户和全县农
民群众。

据了解，今年以来，全省供销系

统克服疫情带来的影响，大力开展
抗疫保供产销对接大行动、消费扶
贫“春风大行动”和消费扶贫月活
动，逆势带动滞销农产品特别是扶
贫产品销售。据统计，今年以来全
省供销社系统牵头举办消费扶贫集
市活动322场，开展高校团购13场、
社区团购 319 场，直接投入成本
306.09万元，帮助困难群众销售扶

贫产品3665.30万元、订单1740.99
万元，累计有14万多户次建档立卡
贫困户获益。

目前，全省18个市县供销合作
社正在加密消费扶贫集市计划场次，
加快消费扶贫专区专柜建设，努力打
造巩固脱贫攻坚成果的产销对接主
渠道，探索建立防脱贫户返贫和防边
缘户致贫的长效机制。

屯昌8个乡镇同步举办“中国农民丰收节”暨消费扶贫集市活动

线上又线下 丰收又增收

走向我们的 ·庆丰收，迎小康

近日，定安县爱心扶
贫大集市上，“网红”主播
通过直播平台帮助农户
推销优质农产品。

当天，以“消费扶贫·
相互联动·你我同行”为
主题的 2020 年定安县
消费扶贫月活动启动，现
场设置了12个展位，集
中展示建档立卡贫困户、
低保户、边缘户、涉贫合
作社及企业生产的特色
优质农产品，并通过直播
带货、爱心企业购买等形
式拓宽销售渠道。

本报记者 张茂 摄

“网红”带货
货更红

本报海口9月20日讯（记者王
黎刚）“嘿勒，捡螺去，捡螺嘿勒……”
随着10多名乡村娃娃清亮欢快的歌
声响起，“童声飞扬”乡村音乐教育项
目7周年成果汇报会暨2020-2021
年度海南地区项目启动仪式9月19
日在海口拉开帷幕。

该项目由海南成美慈善基金会
（以下简称成美）于2013年发起并设
立，前后携手8家执行机构，经过7年
不懈的努力，带领着数千名志愿者深
入海南、广西、江西等地的36所乡村
小学培训教师、组建合唱团，为孩子
们带去了音乐的熏陶，推开了全新世
界的大门。

音乐是开启人类心智最重要的
一把钥匙，音乐教育给孩子们带来的
改变是多方面的。

来自东山中心小学的小杰和小
敏兄妹俩家境贫困，父母靠帮人拉货
和缝补衣服补贴家用。加入合唱团

后，原本自卑腼腆的兄妹俩已经学会
14首中英文歌曲，参加过1场音乐会
和3场大型比赛，笑容自信而灿烂。

海口市丘浚学校学生小婷是个
开朗的小姑娘，非常喜欢音乐，小时
候号啕大哭的她，只要听到歌声就会
马上停止吵闹，“参加合唱团，我进一
步感受到了音乐的美好，还和好多喜
欢音乐的小伙伴交上了朋友”。

改变的不仅是孩子们，家长、参
与项目的老师、志愿者以及执行团
队，每一个人都因为“童声飞扬”项目
而感受到慈善的力量、爱的温暖。

多年过去，志愿者们依然清晰地
记得，一次下乡教学正好碰上台风天
气，他们驾车在暴雨中赶路。尽管迟
到许久，但孩子们依然在教室等，一
看见他们就冒雨迎了出来：“老师！
我们好担心你们不来了！”。那一刻，
几乎浑身湿透的志愿者从一双双柔
软的小手中感受到了再也无法割舍

的责任。
爱是能够传递的。正是因为相

信这一点，2012年因资金短缺而面
临发展困境的爱乐女子合唱团，在寻
求成美慈善基金会帮助和支持时，成
美不仅出资为合唱团租赁修缮排练
场地，资助其聘请知名声乐教师培
训，而是选定爱乐团队作为成美慈善
基金会“童声飞扬”项目的第一家执
行机构，引导该团队走上了乡村音乐
教育的公益之路。

充分发挥执行机构的优势和特
长，是“童声飞扬”项目走向专业化和
特色化的重要战略。在省委宣传部、
省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厅、省教育
厅、省民政厅、省妇联、海南社会组织
管理局等多部门的指导和支持下，

“童声飞扬”项目不断创新，将非遗文
化、本土民族文化元素融入乡村音乐
教育，项目不断完善和升级。

2048次下乡支教活动，10.24万

公里支教里程，从最初简谱都不会看
到现在很多项目学校能够举办专场
音乐会，孩子们惊人变化的背后是一
群人的努力坚持。

2020年，成美携手天地控股有
限公司、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彩虹
基金”在海南海口、三亚继续开展

“童声飞扬”项目，今年计划新增12
所项目学校，在音乐教育上将持续
融入海南本土的特色元素，进一步
推动我省乡村音乐艺术教育发展，
促进传统文化的传承，通过提供优
质基础教育公共服务，助力建设海
南自贸港。

“乡村音乐教育，从有到优，是
一个漫长的过程。”海南成美慈善基
金会秘书长刘英子说，“我们愿意为
这样的未来，和大家一起携手努
力。希望更多人能关注和加入我
们，让更多乡村孩子能够感受音乐
的魅力。”

“童声飞扬”乡村音乐教育项目7年结硕果——

让更多乡村孩子感受音乐魅力
我省举办推广普通话
宣传周系列活动

本报海口9月20日讯（记者陈
蔚林）9月14日至20日是第23届全
国推广普通话宣传周。连日来，我省
各市（县）和省属高等院校、中职（中
学）紧扣“同讲普通话，携手进小康”活
动主题，结合实际开展了形式各样的
推普宣传活动。

9月15日，省教育厅、省语委在
陵水黎族自治县举办了第23届全国
推广普通话宣传周海南省启动仪式，
通过宣读倡议书、诗歌朗诵、文体表演
和展板展示等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
深入浅出地诠释了推广普通话的意义
与作用，进一步提高了群众对推广普
通话的认识，引导他们主动学习和使
用普通话。

活动期间，省教育厅、省语委还
组织语言文字专家，先后深入五指
山、琼中、白沙、保亭、乐东、洋浦、文
昌等市县（区）的26个乡镇，开展推
普扶贫送教下乡活动。其他市县和
相关学校也举行了丰富多彩的推普
宣传活动。

“Hi游海口”旅游推介活动
明日走进三亚

本报海口9月20日讯（记者赵优）海南日报
记者9月20日从相关部门获悉，为进一步拉动旅
游消费，加强南北互动，海口市旅文局即将于22
日走进鹿城举行2020“Hi游海口—全海南味道”
海口市旅游三亚站推介活动，届时海口萌宠将集
体出动，邀广大三亚市民游客一起“Hi游海口”。

本次推介会现场分为欢乐海口、漫步海口、
品味海口、活力海口、激情海口等5大篇章，将特
设大屏展示“流光+烟火”的海口，带领市民游客
赏海口湾华灯初上、看海口夜市美食，展现夜海
口最诱人的人间烟火气。海南热带野生动植物
园熊猫兄弟“贡贡”“舜舜”以及长影环球100奇
幻乐园的萌宠都将集体亮相，与三亚市民游客共
舞互动。

本次推介会还将推出“三亚—海口”三大主题
线路，多轮有奖互动游戏则为市民游客奉上景区
门票及海口两日游福利。活动主办方还推出优惠
大礼包，前5名报名参游的游客可享3折优惠，前
6至15报名游客享4折优惠，前16至25报名游客
可享8折优惠。

此外，为迎国庆黄金周，海口策划推出“Hi演
艺、Hi运动、Hi生活、Hi购物、Hi夜市、Hi游览、
Hi度假、Hi互动”等八大主题板块共50余场文旅
活动，为游客呈上丰盛的旅游文体大餐。2020海
口国际电音节VAC电音节、“forever young”海
口音乐节等7场海口演艺活动将为市民游客带来
视听盛宴。

省质检所取得
全生物降解塑料制品CMA资质

本报海口9月20日讯（记者罗霞 通讯员尚
洁）海南日报记者9月20日从省市场监管局获
悉，省质检所近日取得全生物降解塑料制品
CMA（中国计量认证）资质，填补了海南全生物
降解塑料制品检测的空白，将促进“禁塑”工作落
地实施。

为满足我省全生物降解材料及制品企业和广
大消费者的检测需求，支撑海南“禁塑”工作的推
进，历经考察调研、设备购置、方法验证、扩项申
请、现场评审及整改提高等环节，省质检所成功取
得全生物降解塑料制品CMA资质。

目前，省质检所已具备塑料制品生物降解率、
全生物降解地膜、生物降解塑料购物袋、可堆肥塑
料技术、吹塑薄膜用改性聚酯类生物降解塑料、可
生物降解淀粉树脂、全生物降解塑料等多种全生
物降解材料及制品的检验检测技术能力。即日
起，省质检所面向社会提供全生物降解材料及制
品的检测服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