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设置三类项目

海口乡村振兴创业致富带头人

海口乡村振兴技术推广带头人

海口乡村振兴能工巧匠带头人

每类项目评选 10人

申报截止时间为9月30日 17时

海口市开展首批
“乡村振兴实用人才”申报评选
评选30人，给予每人8万元经费支持

本报海口9月23日讯（记者计思佳）日前，
海口市委人才发展局、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农
业农村局联合印发了《关于开展海口市首批“乡村
振兴实用人才”申报评选工作的通知》，启动首批

“乡村振兴实用人才”申报评选工作。海口市“乡
村振兴实用人才”计划培养周期为3年，共评选
30人，给予每人8万元经费支持，并将优先推荐
申报“南海乡土人才”等重点人才项目。

在评选项目及评选对象上，海口市首批“乡村
振兴实用人才”评选共设置三类项目，分别是“海
口乡村振兴创业致富带头人”“海口乡村振兴技术
推广带头人”“海口乡村振兴能工巧匠带头人”，每
类项目评选10人，共评选30人。

在申报条件上，申报对象应符合群众公认度
高，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强烈的事业心和责任感；
年龄一般在55周岁以下，业绩突出的可适当放宽；
全职在琼工作2年以上（创业类人才可不要求全职
在琼工作）；每人原则上只能申报评选一个项目。
除此之外，还应符合每个项目申报的相关条件。

符合条件的申报对象可以登录海口党建网下
载并填写申报书，由所在单位（无单位的，由所在
镇、街道推荐）进行推荐后报送所属各区农业农村
局，由各区农业农村局会同区委人才发展局、区人
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作出意见后，报送海口市农
业农村局。申报截止时间为9月30日17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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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丰收 迎小康

乐东借活动搭平台
助农销售
农副产品和美食销售逾76万元

本报抱由9月23日电（记者李艳玫 见习记
者李梦楠）金秋时节，瓜果飘香。9月22日，2020
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海南庆祝主会场活动在乐东黎
族自治县举行。借此契机，乐东搭建扶贫农特产
品销售平台，以线上线下相结合方式助农销售，助
力脱贫增收。

据不完全统计，9月21日至22日，乐东丰收
节活动现场农副产品、美食消费额达 76.34 万
元。活动还带动了该县酒店行业消费，莺歌海镇、
佛罗镇、黄流镇宾馆酒店共接待游客约3300人
次，营业收入达36.95万元。

除了主会场活动，乐东各乡镇还各自举办农
民丰收节活动。大安镇把庆祝活动设在风景秀丽
的西黎村，带动乡村旅游；抱由镇丰收节活动现场
举办了农民丰收购物节，营造“吃购娱”的欢快节
日氛围；利国镇党政机关干部职工带头认购扶贫
产品，积极助力消费扶贫，促进农民增收。

走向我们的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百城千县万村”调研行

■ 本报记者 习霁鸿
特约记者 许晶亮 通讯员 龙泉

9月22日，迎着晨曦，精神矍铄的
肖义光驾车又一次从海口市区来到琼
山区甲子镇水口村。身为海南东德瀚
实业有限公司董事长，他得来看看他
那200吨“工人”。

没错，量词是“吨”，“工人”则是蚯
蚓。这200吨蚯蚓“工人”吃垃圾，产

“宝贝”，拱出了高科技生态大产业。

日食垃圾100吨
排出优质有机肥

随着肖义光一道，海南日报记者
来到他的琼北生态循环农业示范基
地。偌大的基地里，44个72米长的
养殖大棚整整齐齐，掩映在繁茂的绿

意里，这就是200吨蚯蚓“工人”的“办
公室”和“住所”。

“别看蚯蚓个头小，产业前景却十
分广阔。”在大棚内，肖义光随手抓起
一捧土，伸到记者眼前，只见小蚯蚓一
条接一条地从松软漆黑的土里冒出了
头。肖义光介绍，2019年，该基地里
引种了2吨“大平2号”品种蚯蚓，短
短一年多功夫，已经培育到200吨，

“瞧瞧这一捧土里的蚯蚓密度，多高！”
200吨的蚯蚓“工人”，究竟能干

啥？答案是：吃垃圾，产“宝贝”。
在这里，不易分解的园林垃圾、农

业秸秆、禽畜粪便和果蔬残渣等废弃物
经过在混料车间的科学配比后，就会被
运到养殖大棚，均匀地洒在蚯蚓上，成
为它们的美食。蚯蚓们吃得快活，消解
了垃圾，同时还能排出有机肥。

垃圾盖在蚯蚓上，蚯蚓住在“美

食”里，蚯蚓粪排在其中，一层一层。
尽管没有人为隔开，但也很容易分辨：
蚯蚓没吃过的垃圾呈块状，手感硬且
大小不一，蚯蚓粪则呈细小颗粒状，松
软细腻。基地工人们眼见块状渐渐都
转化成了颗粒状，就知道该为蚯蚓“工
人”们“加菜”了。

海南大学生态与环境学院博士赵
洪伟介绍，海南的气候条件十分契合
蚯蚓喜潮湿、温暖的特性，在这种气候
中，蚯蚓消纳垃圾的速度更快，目前该
基地的蚯蚓一天可以消纳100吨的垃
圾。而蚯蚓粪便制成的有机肥，含有
更多的有机微生物、微量元素和天然
生长激素，比常规的有机肥更有优势。

小蚯蚓能拉动大产业。肖义光
说，预计今年该基地可生产有机肥和
土壤改良剂4万吨左右，实现年产值
约1600万元。

无异味处理
全流程生态环保

“记者同志，你仔细想想，从进基
地到现在，有没有闻到异味？”经肖义
光提醒，记者才发现，在200吨蚯蚓集
中排泄的基地里，竟然只能闻到丝丝
缕缕泥土和青草的味道。

“这就对了。”肖义光引着记者来
到另一个大棚，里头的蚯蚓粪便堆成
了“小山”，几乎已经触到了棚顶。初
看，这个大棚与养殖大棚的尺寸几乎
相同，但棚顶却是玻璃的。肖义光介
绍，蚯蚓产出的粪便会先被运到这样
的玻璃大棚里，工作人员只需把前后
大门一关上，在海南的强烈日照下，大
棚里的温度会渐渐升到85℃左右，从
而达到自然发酵、除臭的效果，无须添

加任何化学制剂。在基地，这样的阳
光发酵棚共有6个。

经过发酵、除臭后的粪便还需要
在生产车间里待一阵子。生产车间里
每2个小时就会喷出一缕缕烟雾状的
水汽。这里面添加了发酵菌，能够再
一次为粪便除臭。走完了这一流程，
蚯蚓粪有机肥才会装袋出售。

今年8月，海南大学生态与环境学
院与海南东德瀚实业有限公司签署产
学研合作协议，双方将共同打造高效生
态现代农业，推动生态循环农业发展。

“等这个产业发展起来，我也打算
跟着养蚯蚓，搞生态农业。”基地里一
位戴着草帽的工人放下手中的水管，
咧开嘴笑道，“肖老板说了，以后我们
只要负责养，销售他全包，大伙儿不出
村口就能赚到钱。这样的日子，想想
就美得很！”（本报海口9月23日讯）

海口琼北生态循环农业示范基地培育蚯蚓，生产优质有机肥

小蚯蚓拉动生态大产业

■ 见习记者 刘乐蒙

“现在半年的收入，比过去一年还
多。从去年7月开张以来，已经有近
700名游客住店，店里的营业额也达
到了十几万元。”9月17日，在琼海市
潭门镇排港村“渔生·乐余海宿”民宿
内，“80后”老板莫壮森笑着告诉海南
日报记者，赶海，如今已然成了店里的

“金字招牌”。
近几年，潭门通过举办“潭门赶海

节”等特色活动，吸引大量游客慕名前
来，带动了本地渔民转产转业。“全家
人都没想到，现在凭借一碗‘旅游饭’，
日子比以前更鲜甜。”莫壮森说。

店外，海风微拂，出海和回港的渔
船来来往往，码头依然是一幅繁忙景
象；店内，刚赶海归来的孩子们，红扑

扑的小脸上洋溢着“丰收”的喜悦，客
人吃着渔家私房菜赞不绝口……

“时代真的变了。”看着眼前的一
切，莫壮森的父亲、63岁的老渔民莫
泽新的思绪，仿佛回到几十年前。

上世纪70年代，莫泽新开始在南
海捕鱼谋生，一般两个月才能回港一
次。“那时候航海设备落后，捕鱼风险
高，每次出海家人都提心吊胆。有了
4个孩子后，8口人挤在60多平方米
的老宅里，和大多数渔民一样，靠天吃
饭，一家人的生活过得紧巴巴”。上世
纪80年代末，为了有更多时间照顾家
庭，他开始转型做贩鱼生意，从挑着担
子沿街叫卖海鲜，到后来在农贸市场
摆地摊。直到有了固定摊位后，一家
人的生活才逐渐好转。

去年 7 月，得知儿子想利用装

修后的家宅做民宿，莫泽新极力反
对，“村子位置偏僻、客流量小、配
套不全，办民宿投入又大，这么做
行得通吗？”

“父亲想将家里的生意交给我打
理，不希望我走弯路。”莫壮森说，他
明白父亲的良苦用心，但他有自己的
打算，经过不断劝说，父亲同意了他
的选择。

一年多来，民宿积累的客源日益
增多，莫泽新的思想观念，也在悄悄改
变。当他看到一批批客人在民宿中购
买虾酱、海鲜、干货等渔家产品，甚至
一些“候鸟”打电话要求邮寄海鲜到内
地时，他这才意识到，“儿子想得更远，
也走到了更远”。

除了给自家产品“带货”，莫壮森
还规划出一条“潭门赶海亲子游”路

线：上午前往附近的南海博物馆参观，
中午回店里品尝渔家私房菜，午休后
体验琼海杂粮下午茶，傍晚去赶海挖
螺，吃完晚饭再去海滩上抓螃蟹，晚上
回到店里吃烧烤、看电影、唱歌……孩
子玩得开心，大人满意民宿的住宿环
境和服务，民宿生意格外红火。

莫壮森感慨地说，去年，排港村开
始进行美丽渔村项目建设，渔村会客
厅、风情酒吧、“渔村人家”主题形象公
园、休闲步道等配套设施一应俱全，也
给民宿带来了新的客源。

“镇上如今也在大力发展休闲渔
业，我们也期待从中挖掘出新的旅游
亮点。”下一步，莫壮森打算在经营民
宿同时，接过父亲的老行当，依托传统
渔业，实现渔旅融合发展。

（本报潭门9月23日电）

琼海潭门“渔二代”转产转型，做赶海文章，办特色民宿

上岸“吃海”生活鲜美

东方将开展
系列特色活动庆丰收

本报八所9月23日电（见习记者刘婧姝）东
方市2020年农民丰收节暨迎中秋庆国庆活动将
于9月29日至10月3日举行，将开展“喜庆丰收、
欢度双节”为主题的农产品展销、旅游、文化和体
育等10项丰富多彩的活动，展现东方市农民丰收
的新气象。

据悉，东方市2020年农民丰收节暨迎中秋庆
国庆活动包括东方名优农产品展销特卖会、东方

“绿橙王”优秀生产基地评选、东方市十一旅游消
费周精品旅游线路发布、农业招商签约仪式、丰收
嘉年华趣味游园、东方特色美食展及评比、农民丰
收节暨迎中秋庆国庆主题文艺晚会、海南省健美
精英邀请赛、电竞比赛、鱼鳞洲高空跳伞体验和观
摩、抖音直播活动。活动主场所设在东方市民休
闲广场及鱼鳞洲旅游风景区。

此外，系列活动期间，东方还将邀请网红达人
主播通过抖音平台，推送东方旅游线路，通过直播
活动盛况，吸引游客来东方旅游。

定安启动巡回招聘活动
推动农村劳动力外出就业

本报定城9月23日电（记者叶媛媛）海南日
报记者从定安县就业局获悉，该局近日在黄竹和
富文两个镇同时启动2020年定安首场巡回招聘
活动。9月中下旬，定安县人社部门安排了10场
乡镇巡回招聘活动，推动该县农民工外出就业。

据统计，在首场巡回招聘活动中，入场招聘企
业20家，提供2805个岗位。入场求职的农村劳
动力168人，其中贫困人员86人。现场达成就业
意向15人。

定安县就业局相关负责人介绍，本次乡镇
巡回招聘活动旨在推进定安县农村劳动力的就
业工作，积极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对农民工群体
外出务工的不利影响，为有意愿外出务工的农
民工提供与企业对接的桥梁。下一步，定安将
继续联合各乡镇做好巡回招聘活动，确保招聘
活动取得实效。

好日子

近日，儋州市那大镇石屋村舞
蹈队在村内表演，录制宣传片。

随着美丽乡村建设的推进和乡
村振兴工作的深入开展，石屋村基
础设施逐渐完善，村庄更加美丽，村
民生活也更丰富多彩。时下，石屋
村正在进行村容村貌整治，迎接国
庆假期来临。

本报记者 陈元才 摄

从耕海牧海到发展
休闲渔业，吃“旅游饭”，
如今，在琼海潭门镇，越
来越多的“渔二代”选择
“洗脚上岸”，转型转产。

“80后”莫壮森就是
其中之一。开办民宿、发
展“赶海游”、卖渔家特产
……他以新的方式“吃
海”，让日子比以往更加
鲜甜。

■ 本报记者 张期望 通讯员 王聘钊

“再过几天，民宿内部装修就搞
好了，国庆期间就能开门迎客。”9月
22日下午，在海口市美兰区金堆村，
该村驻村第一书记唐其良高兴地介
绍起村中变化。近两年来，海口美兰
区大力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将该村打
造成美丽乡村。金堆村在莲花种植、
椰雕工艺、养蜂等产业和美丽乡村建
设的推动下，如今已成为当地“网红
村”，游客纷沓而至。

离海口有近一小时的车程，既不
靠海，也不挨着高速公路，金堆村是个
偏僻村庄，村民主要收入来源是依靠
种植。缺水、撂荒地多，外出务工人员
多，贫困户多达26户，这种状况一度让
帮扶干部和村“两委”干部头疼。

变化始于2018年。那年8月，唐
其良和两名驻村工作队队员进驻该
村。在掌握好全村的基本情况后，唐
其良开始不停地召集村“两委”干部、
村民代表开会，经过多次讨论，捋清了
金堆村的发展思路——大力支持已经

进驻该村的现代农业企业，引进更多
的现代农企，同时发展乡村旅游。

几年前，海口万众种养殖专业合
作社已经在该村发展蜜蜂养殖和瓜
菜种植。唐其良主动找到该合作社
负责人，一起商量如何通过企业的发
展，带动金堆村的发展。在吸纳贫困
户入股养殖蜜蜂的基础上，2019年上
半年，该合作社又从村民手中租来50
多亩地，带动村民一起养殖牛蛙。

2019年初，海南天香金莲农业开
发公司寻觅了一个月，始终没有找到合
适地方建莲花种植基地。唐其良闻讯
后积极联系对接，很快双方谈妥合作条
件，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金堆村100多

亩撂荒地成了一片荷花盛开的莲塘。
“村里有莲花、养蜂、牛蛙养殖等基

地，还有进士古宅，如果把村庄扮靓，肯
定能够吸引游客前来观光，助推村里的
发展乡村旅游。”2019年下半年，唐其
良和村“两委”干部商议后，决定加速推
进该村美丽乡村建设。在美兰区政府
推动下，金堆村获得了一笔美丽乡村建
设专项资金，多家旅游开发公司被引进
成为该村美丽乡村运营商。

2020年年初，疫情袭来，但金堆
村的美丽乡村建设速度一点也没有
放缓。通过半年多的建设，金堆村已
经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美丽乡村：村
中一块杂草丛生空地被修整成了石

头公园，散乱的古建筑石料被聚拢起
来，装点在公园内，已经只剩下基座
的进士牌坊被重新立起来；在莲花种
植基地，一座新修好的玻璃栈道成了
热门打卡点；椰雕工艺展览馆内，摆
满了该村椰雕老师傅朱凡的精美作
品；村子里空置的老房子，已经被改
造成了民宿和乡村饭店。

不仅村庄面貌焕然一新，村里贫
困户们的生活也发生翻天覆地的变
化。“我家一年的收入至少有5万元。”
脱贫户王俊四高兴地说，通过驻村干
部和村“两委”的帮扶，全村26户贫困
全部脱贫了，她家日子也越来越红
火。 （本报海口9月23日讯）

海口美兰区金堆村大力发展种植养殖产业和乡村旅游

产业兴旺“金堆”耀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