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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向我们的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百城千县万村”调研行

■ 见习记者 邱江华 本报记者 李佳飞

菜园里，一畦一畦的红薯叶长得
正繁茂，从管道里喷灌而出的水流沿
着红薯叶的条条脉络被输送至其根
部，一阵风吹来，绿叶翻滚……9月21
日下午，海南日报记者走进澄迈县永
发镇卜罗村，只见经过有机肥浇灌的
菜叶生机勃勃。

这些有机肥，是卜罗村厕所粪污
资源化利用的产物。该村探索“种植
大户包村”厕所粪污资源利用新模
式，在改善人居环境的同时，还变

“废”为宝。
“过去没改厕的时候，产生的粪污

直接渗漏至地下，对地下水造成严重
污染。”卜罗村党支部书记梁武回忆，
以前遇到下雨天，污水从地下溢出，流

到村道上，又脏又臭，非常不雅观，也
让人“寸步难行”。

为改善乡村人居环境，2019年
底，澄迈县开始推进“厕所革命”，进
行厕所改造，将粪污集中处理。“粪污
往小了说是污染物，往大了说却与民
生紧密相连。”永发镇副镇长吴天道
介绍，与其他地方改厕不同的是，卜
罗村创新摸索出了“种植大户包村”
的办法处理粪污，不仅大大减少财政
投入，而且有效解决了村集体菜地的
用肥问题。

原来，为解决粪污处理问题，许多
地方都采取了“政府购买服务”的方
式，财政资金每年每户补贴450元，请
第三方机构对农户粪污进行集中抽取
和处理。而在卜罗村，这项工作不需
要花费财政一分钱，全部由54岁的种

植大户尹广新包干了！哪户村民家里
的厕所需要清理了，只需一个电话，尹
广新便开着一辆红色的沼液车前来抽
取。

海南日报记者采访的间隙，尹广
新正好开着沼液车从菜地旁经过。“昨
天清理了3户呢！今天刚刚清理了1
户，现在要送到化粪池进行发酵。”尹
广新介绍道。

“快跟上，去瞧瞧我们的种植大户
是如何将粪污变废为宝的。”梁武带着
记者一行来到绿油油的菜地。

只见沼液车在菜地不远处的化粪
池旁停下，通过一条长长的管子将刚
从村民家厕所里抽来的污水排入池
里，化粪池被罩着，走近也闻不到明显
的臭味。“化粪池对粪污进行固液分
离，而后发酵为有机肥，再通过地下管

道输送至菜园。”尹广新告诉记者，他
负责管理的菜地约55亩，其中30多
亩是承包的村集体用地，他以无偿服
务村民的方式，免费获得种菜所需的
肥料，“一举多得，互利共赢”。

尹广新说，以往他都是花钱从各
处购买鸡粪、牛粪等肥料，平均每亩地
每年肥料成本1000元左右，如今，这
一项开支全部节省了，合计一年省下
肥料钱近5万元！

“通过与种植大户合作，村民改厕
后粪污的处理问题解决了，不仅节省
了财政资金，而且村集体和种植大户
都能从中受益。”吴天道表示，永发镇
正计划推广卜罗村“种植大户包村”的
厕所粪污资源化利用模式，进一步改
善乡村人居环境，变“废”为宝，实现多
方共赢。 （本报金江9月22日电）

澄迈永发镇卜罗村探索“种植大户包村”的粪污资源化利用新模式

变“废”为宝多方共赢

■ 本报记者 刘梦晓

3年前，这里交通不便，基础设施
落后，经济不发达，村民大多选择外出
务工，不愿留在村里。

3年后，这里基础设施逐渐完善，
美丽乡村引来八方游客，更在博鳌亚
洲论坛2019年年会期间，作为外事会
见、招商茶叙的美丽乡村会客厅，成了
全国闻名的“网红村”。

这里是琼海市博鳌镇沙美村。“太
美了，田园风光中还有不少时尚元素，
我拍照片发到微信朋友圈，很多好友
点赞！”9月20日，游客符志华带着一

家人开心地在沙美村游玩，享受美丽
悠然的田园风光。

沙美村的蜕变始于2017年10月
启动美丽乡村建设。依托良好的生态
环境和自然风貌，经过规划设计，沙美
村打造了“椰林水韵”“饮水思源”“滨
海长廊”“眺望乡愁”“水静莲香”“金牛
偃月”等生态景观。

沿着沙美村滨海长廊行走，沙美
湿地的生态美景尽收眼底。沙美村按
照“山水林田湖草是一个生命共同体”
的生态保护理念，推进沙美内海全面
退塘还林还湿，恢复生态和景观功能，
复植了568亩红树林，形成了以红树

林保护为主的湿地生态区；并建设下
沉式污水处理池，实现全村生活污水
集中处理。

“现在，沙美村不仅是乡村旅游的
热门目的地，村民纷纷返乡吃‘旅游
饭’，村子还作为美丽乡村会客厅，发
挥着重要的接待作用。”博鳌镇委书记
冯琼介绍，前两年，沙美村先后高标准
完成了沙美村相关业态、游客接待中
心、国家农业公园等硬件提升改造工
作，并重点加强志愿者、中英文讲解员
等服务人员培训。

在博鳌亚洲论坛2019年年会召
开前，按照省委、省政府的决策部署，
琼海市与省委外事办积极策划“美丽
乡村会客厅”系列商务引资活动，将外

事会见、洽谈签约的场所延伸至会场
外的美丽乡村。沙美村就是其中之
一。在博鳌亚洲论坛2019年年会期
间，老挝总理通伦·西苏里和夫人娜
丽·西苏里一行、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总
理热苏斯一行分别参观了“沙美美丽
乡村会客厅”。

不仅是在沙美村，琼海市充分发挥
沙美村、南强村、北仍村等一批美丽乡
村自然生态优势，不断完善基础设施
和丰富产业业态，进一步展现田园风
光特色，将“美丽乡村会客厅”打造成
国内外宾客喜爱的热门打卡地，成为
讲好中国乡村振兴故事的新载体。

海南日报记者了解到，博鳌亚洲
论坛2019年年会期间，海南省领导在

“沙美”“南强”等“美丽乡村会客厅”通
过茶叙、田园漫步等形式与微软、三
星、强生等多家国外知名机构和企业
开展30多场外事会见和“一对一”精
准招商活动，邀请全球企业和投资者
共享自贸区、自贸港发展机遇。

琼海市委有关负责人介绍，2017
年以来，琼海市为服务国家总体外交
战略，推进实施乡村振兴发展战略，以
美丽乡村建设为抓手，与省委外事办
共同创新打造“美丽乡村会客厅”，为
服务保障博鳌亚洲论坛年会增添新亮
点，充分展现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道路上的新成果，扛起服务国家总体
外交的责任担当。

（本报嘉积9月22日电）

琼海打造“美丽乡村会客厅”，服务国家外交战略，探索发展新路

小乡村有“国际范”大舞台刮“田园风”

本报定城9月22日电（记者叶媛媛）
“喂？喂！定安又丰收了哦”“面对贫困，看我
们一起粽拳出击”……9月22日，恰逢第三个
农民丰收节，定安县举办“幸福田野 康庄定
安”摄影展，通过一幅幅趣味横生的巨幅摄
影图片和生动形象的宣传标语，充分展现当
地农民脱贫摘帽、庆祝丰收的欢乐形象。

手握“南瓜电话”，向远方传递丰收喜

悦；以玉米为麦克风，在田洋上高声弹唱；
硕大的波罗蜜仿佛是农民的“孩子”，被紧
紧抱在妇女的怀中……在定城镇环城南路
附近的田洋里，一幅幅创意十足的摄影图
片引来村民和游客驻足观看。

“拿粽子当‘拳击手套’，用稻穗当‘王
冠’，南瓜还可以做‘耳机’……这组图片太

‘赞’了！”摄影展现场，来自河南的黄阿姨

忙着一边拿出手机拍照，一边向身旁的家
人介绍。还有不少人点赞称，这些图片不
仅展示了农民朋友丰收的幸福感，更展现
了百姓日子越过越好的幸福感。

定安县委宣传部有关负责人表示，结
合本次农民丰收节活动，摄影展以肖像、经
典和帮扶结对庆丰收为创意主题，邀请定
安县16名“脱贫之星”充当模特主角，选取

定安特色农副产品为道具，旨在用夸张的
艺术形式结合最质朴的民风和丰收盛景，
充分展现农民积极向上、充满期待的精神
风貌和富有特色的品牌形象。

据悉，这组系列图片还将在定安县城
及周边4块农田持续展出至10月8日，这
也将成为国庆期间定安乡村旅游一道亮丽
的风景线。

海口举办消费扶贫现场会

展示消费扶贫新招
本报海口9月22日讯（记者习霁鸿 特约记

者许晶亮 通讯员李思瑾）9月22日上午，海口市
在琼山区甲子镇福山村文化广场举办消费扶贫现
场会暨“我是能人”之“乡村买手”助力脱贫攻坚推
广展示活动，展示新时代下消费扶贫的创新模式。

活动现场，“乡村买手”代表和甲子镇党委相
关负责人分别介绍了扶贫经验。今年是决胜全面
小康、决战脱贫攻坚的收官之年，琼山区委区政府
创新扶贫模式，在甲子镇率先推出“消费扶贫直通
车”帮扶模式，通过帮助农户与市场的精准对接，
解决了农产品市场供需矛盾问题，特别是建档立
卡贫困户种养的土货销路问题，受到《人民日报》
《经济日报》等央媒的关注报道。

此次活动由海南省脱贫致富电视夜校工作推
进小组办公室、海口市乡村振兴和打赢脱贫攻坚
战指挥部指导，海口市扶贫办、海口市委党校（市
夜校办）、海口市供销社、琼山区乡村振兴和打赢
脱贫攻坚战指挥部主办。

琼中启动
秋季消费扶贫月活动

本报营根9月22日电（记者李梦瑶 通讯员
陈欢欢）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秋季“消费扶贫月”活
动于9月21日在该县三月三小广场启动，当天10
个乡镇51家合作社及个体户参展，带来蜂蜜、山鸡
蛋、山兰酒、铁皮石斛、山茶油等各类农特产品。

海南日报记者了解到，本次消费扶贫月活动
以“消费扶贫，你我同行”为主题，由11项主题活
动组成。除组织举办“爱心扶贫大集市”外，琼中
还将通过全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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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贫832”销售平台集
中线上采购、单位食堂和企业线下采购扶贫产品
等方式，多渠道推进消费扶贫工作。

定安举行爱心消费扶贫大集市专场活动

现场销售近4万元
本报定城9月22日电（记者叶媛媛）“大哥，

给我来10斤牛肉！”“我要一箱鸡蛋，在哪里付
款？”……9月22日上午10点，定安县雷鸣镇石盘
坡村村委会大院里，一排排整齐的展台前人来人
往，由中国中铁集团，雷鸣镇委、镇政府等联合主
办的定安县爱心消费扶贫大集市雷鸣专场活动在
这里热闹举行。

当天一大早，脱贫户蒙绪江就开着摩托车来
到集市现场，今天他带来了自家刚刚屠宰的140
斤小黄牛。“我们家牛肉肉质好，又嫩又新鲜，用来
煎或炒都好吃！”集市现场，不少人被蒙绪江的吆
喝声吸引到展台前。几经询问后，大家纷纷拿出
手机扫码下单。

在集市现场，不少来自中铁集团的职工购买
了花生油、蜂蜜、猪肉、羊肉、鸡蛋等农副产品。大
家买得尽兴，脱贫户也卖得开心。集市刚开集不
到半小时，蒙绪江带来的牛肉就售卖一空，其他展
台上的产品也所剩无几。据统计，活动现场销售
额将近4万元。

雷鸣镇党委副书记王佳育告诉海南日报记
者，石盘坡村共有122户473名脱贫户。面对疫
情影响，今年以来该村已组织开展两次消费扶贫
活动。首次活动中，各联系点单位及帮扶人共购
买物资2.5万元。

万宁完善镇村两级
农产品展销体系
拓宽销售渠道，助销贫困群众农产品

本报万城9月22日电（记者袁宇）“过去，我
要到镇墟上摆地摊，如今在家门口就能售卖，很方
便！”9月22日，在万宁市南桥镇桥北农产品展销中
心，桥北村贫困村民陈圣广将自家养的土鸡在这里
寄售。在该展销中心里，海南日报记者看到，里面
展销有母鸡、鸡蛋、蜂蜜、糯米山兰酒等数十种当地
优质土特产，都是村民家养或家产的农副产品。

海南日报记者了解到，桥北展销中心对桥北
村的优质农产品进行统一销售。负责运营产销中
心的南桥镇桥北村田尾叶菜种植专业合作社负责
人陈超越介绍，成立展销中心，旨在为村民的农产
品构建便捷、畅通、高效、稳定的流通渠道和对接
平台，“合作社的叶菜产品也固定一部分在这里销
售。消费者既能到现场选购，也能通过电商进行
线上下单。”

陈超越表示，展销中心为村民免费提供展销
平台，并且与贫困村民签订订购协议，将部分优质
产品配送至展销中心进行销售，“这也是合作社的
第二产业，我们希望通过这个平台，解决村民富余
农产品的销售难题。”

目前，南桥镇正在全镇各村倡导建立村级农
产品展销平台，依托各村内的产业合作社运营，一
方面稳定合作社产品的销售，另一方面也为村民
提供销售平台，实现共同扩种增收。

这也是万宁完善镇村两级农产品销售体系的
具体举措。今年上半年，该市依托供销网络已在
龙滚镇、大茂镇、北大镇成立了为农服务中心，展
销贫困群众的富余农产品，并提供农业生产技术
服务、土地流转信息采集以及代办、代缴等公益性
业务服务，为群众生产生活提供便利。

据悉，万宁市今年10月还将陆续在和乐镇、
礼纪镇、南桥镇设立为农服务中心，未来将把为农
服务中心作为消费扶贫爱心销售网点，加强与各
镇之间的联系，进一步拓宽农产品销售渠道。

举办摄影展，邀请“脱贫之星”当模特，生动诠释新生活

瞧！这是脱贫致富的幸福模样

庆丰收 迎小康

本报椰林9月22日电（见习记
者高懿 记者梁君穷）9月22日，陵水
黎族自治县在陵水文化体育广场开
展庆祝2020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活
动，活动以“丰收陵水 共奔小康”为
主题，通过开展农产品展销、举行农
民技能趣味大赛等活动，共庆丰收。

在农产品展销活动中，丰富多
彩的特色地方美食吸引了众多市民
游客品尝购买。“你看我们的鸡，肉
质特别好。”活动现场，陵水隆广镇
挪得村村民黄道付抓起一只鸡，热
情地向海南日报记者介绍，“今天大
概卖了20只鸡，挣了八九百元。”说

话间，购买土特产的顾客纷纷围了
上来，挑选心仪的土鸡，黄道付又开
始忙碌起来。

农民技能趣味活动更是将现场
的气氛推向高潮。不仅夹槟榔、蒙面
抓鸭、挑波罗蜜等比赛接连开展，现
场还举行了结合特色农事活动设置

的相应比赛，村民参与热情满满。
“这次活动特别好，期待能获得

一个好成绩。”参赛群众黄明海说，
当下，庄稼收获了，收入增加了，娱
乐生活也更加丰富，大伙的日子越
过越红火。

此外，活动开幕式上还举行农

产品进学校、机关、部队、企业食堂
的订单签约活动。

陵水县政府相关负责人表示，
下一步，陵水还将着力打响“国家现
代农业产业园”这一品牌，让更多的
农产品走出去，带动农业增效，促进
农民增收。

举行丰收节庆祝活动

卖农货 赛农技 庆丰年

定安农民陈美梅定安脱贫之星陈丽丽定安农民王文科帮扶干部曾海谊（左）定安农民王廷金（右）

（本组图片由定安县委宣传部提供）

在澄迈县永发镇卜罗
村，农户粪污抽取和处理
工作全部由种植大户尹广
新包干。

该村探索“种植大户
包村”厕所粪污资源利用
新模式，解决农村厕改后
的粪污处理问题，不仅节
约了财政资金，而且村集
体和种植大户都能从中
受益。

核心提示

陵
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