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海口菜农台风后抢收叶菜
农技中心：及时排水，防止叶菜受损

本报海口10月15日讯（记者计思佳）10月
15日下午，在海口市龙华区沙坡村的一块菜地
里，菜农李绍问拿着镰刀，正蹲在田埂上割菜。“这
几天连续下雨，土里水分太多。还有一个台风在
路上，我得赶紧把长好的菜割了，免得烂在地里。”

李绍问在沙坡村种了5亩地，种植菜心、黑叶
白、芥菜等市面上常见的蔬菜。今年3月，李绍问
给5亩地全部装上了细孔防虫网大棚，挡雨效果
很不错，加上沙坡村地势高，排水条件好，这次连
续降雨对李绍问的叶菜损坏不大。

台风“浪卡”过后，海口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海
口市农民技术学校也派出多路技术人员前往叶菜基
地开展灾情调查和技术指导。“在苍东村、沙坡村这
些蔬菜基地，因为地势高，叶菜种植受影响不大。在
田洋地区，则有积水存在。”海口市农业技术推广中
心研究员陈胜表示，近期雨水较多，所有菜农都应加
强叶菜种植管理。“及时采收成熟瓜菜，减少损失；尽
快排积水，力争菜地沟里不积水，畦上不渍水，防止
叶菜烂叶烂根；要及时防病，雨天难于喷药，可用硫
磺粉、石灰粉、草木灰自制的药给菜防病补养分；天
气转好后，会形成高温高湿的田间环境，容易感染病
菌，要喷百菌清、代森锰锌等保护性药剂；再次播种
前要松土，增加土壤通透性，促进根系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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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海口10月15日讯（记者傅人意 实习
生王伟君）台风“浪卡”过境，我省部分菜地和蔬菜
大棚设施受损，菜地应如何管护？我省农业专家
支四招：疏沟渠，排积水；清残叶，抢收菜；强肥水，
防病虫；快改种，抢播栽。

省农业科技110东北部服务中心主任万祝宁
建议，台风过后，应做好疏沟渠，排积水；清残叶，
抢收菜的管理工作。要降低菜地地下水位和田间
湿度，防止蔬菜烂根、沤根，保障根系正常生长。
同时，要抓紧抢收可收获蔬菜作物，拔除病株，清
除枯叶、烂叶及枯死植株，集中无害化处理。等到
天气转好后，对畦面进行松土，增加土壤含氧量，
促进蔬菜恢复生长。

省农业科学院蔬菜研究所博士孙晓东指出，
台风过后，农户应对叶菜科学防控消除病虫，因地
制宜改种复产。在施肥上应注意不能偏重、过量，
否则容易引起肥害。及时清理坏死菜地，抢晴翻耕
晒地，撒施石灰氮消毒。安排好播种期，优先安排
种植生长期短、生长快、产量高且抗病虫和抗逆性
强的品种，确保蔬菜供给。有条件的菜农可应用设
施栽培技术育苗和栽培，以确保蔬菜及时上市。

农业专家支四招
台风过后如何管护菜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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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开展天空地一体化监测体系试点建设

雨林保护有“AI”智慧

本报海口10月15日讯 （记者
邵长春 通讯员郑青）海南日报记者
从中国农业发展银行海南省分行获
悉，脱贫攻坚战5年多来，该行累计
投放扶贫贷款259亿元，直接带动和
间接服务贫困人口32万人/次，切实
发挥政策性金融扶贫先锋主力模范
作用。

截至目前，农发行海南省分行扶
贫贷款余额达164亿元，占全省金融
扶贫贷款超六成，投放额和余额连续
5年居全省金融系统首位，达到历史

最高水平。
据统计，今年以来，农发行海南

省分行已累计投放扶贫贷款66亿
元；截至8月底，该行扶贫贷款投放
任务完成125%，产业扶贫投放任务
完成159%，“三保障”扶贫贷款投放
任务完成123%，深度贫困地区贷款
投放任务完成101%，购买贫困地区
农产品任务完成306%——各项扶
贫专项考核任务均提前4个月大幅
超额完成，以实际行动助力决战决胜
脱贫攻坚。

围绕海南特点，该行认真落实精
准扶贫方略，近几年累计发放各类农
业产业扶贫贷款148亿元，支持了渔
业加工、文昌鸡养殖、椰子加工、槟榔
加工、瓜果菜和生态旅游等一批独具
海南特色的优势扶贫产业。

同时，农发行海南省分行还重
点支持解决“两不愁三保障”突出
问题，加大教育、健康、贫困村提升
工程等民生重点领域及薄弱环节
信贷投入，并累计投放基础设施扶
贫贷款67亿元，支持一批贫困地区

供水排水、污水处理和人居环境建
设项目。

为提升产业扶贫组织化水平，农
发行海南省分行2017年还与省扶贫
办、省工商联联合创立了“农业政策
性金融产业扶贫合作平台”，以优惠
贷款扶持优势高效农业发展，引领
42家海南现代农业领军型龙头企业
在贫困地区发展特色产业，与贫困
村、贫困人口建立长效利益联结机
制，截至目前，该行累计通过该产业
扶贫合作平台发放173亿元，推动产

业扶贫项目53个，辐射带动10.9万
贫困人口脱贫。

去年底，该产业扶贫合作平台扶
贫模式以及农发行海南省分行作为
主办银行支持的海南传味文昌鸡公
司的精准扶贫模式，均入围了国务院
扶贫办“企业精准扶贫专项50佳案
例”，成为向全国推广的可信、可行、
可学的扶贫模式；在今年7月国务院
扶贫办召开的全国产业扶贫现场推
进会上，产业合作平台扶贫模式再次
被选为书面典型案例材料。

■ 本报记者 李梦瑶

一只野生猕猴从枝头一跃而下；体
型健硕的野猪跑起来摇头晃脑；松鼠、
老鼠和各种鸟群也纷纷悉数登场……
几天前，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管理局
吊罗山分局林业工程师罗樊强和往常
一样定期打开保护区的智能数据管理
平台，导出的照片顿时拼凑成一幅生机
盎然的雨林百兽图。

大量照片并非人工拍摄，而是由架
设在吊罗山热带雨林各个角落里一台台
红外线热感应触发相机自动抓取所得。

“这些红外线相机通过4G信号联
网完成高清图像和视频的实时回传后，
后端的智能数据管理平台将会采取AI
智能识别算法，对拍摄到的野生动物资
料进行分类识别，从而为我们开展野生
动物保护提供大量一手详尽的数据支
撑。”在罗樊强看来，每一台红外线相机

就像是一双“电子眼”，代替监测及巡护
人员随时随地掌握着雨林精灵们的生
存状态。

热带雨林是野生动物们的天堂，光靠
肉眼观察却无异于管中窥豹。“许多野生
动物对人类十分警惕，再加上行踪不定，
过去依靠我们实地巡护、监测，获取到的
信息十分有限。”罗樊强介绍，虽然过去吊
罗山在开展小爪水獭监测等项目时也安
装了部分红外相机，但并没有全面铺开。

变化始于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
体制试点建设工作的推进。海南日报
记者了解到，国家公园实行最严格生态
保护，而海南在开展热带雨林国家公园
体制试点建设中，其中一个试点亮点便
是强化科技支撑。

自今年2月以来，海南热带雨林国
家公园管理局吊罗山分局已在区域内
顺利安装140个红外线相机、8个卡口
监控相机，以及后端的智能数据管理平

台，集成智能分析、天空地互联等技术
手段，搭建起天空地一体化监测体系试
点建设。

“一旦有外人闯入保护区核心区，
我们第一时间就能掌握到其行踪。”罗
樊强坦言，这一系统突破了在边远山区
和深山老林中信息化的制约瓶颈，实现
新技术与新型设备的优化集成，让保护
区野生动物的监测和监管真正进入大
数据和人工智能时代。

进入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时代的，不
仅是吊罗山。海南日报记者了解到，目
前，吊罗山、黎母山、尖峰岭、毛瑞、霸王
岭等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片区均已
开展核心保护区电子围栏和天空地一
体化监测体系试点建设，而随着国家公
园体制试点建设工作的不断推进，预计
在不久的将来这套系统将实现热带雨
林国家公园重点区域全域覆盖。

（本报吊罗山10月15日电）

●2019年4月1日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管理局
挂牌

(总体规划编制完成，核心保护区生态搬迁正
式启动)

●2020年清洁能源装机比重提高至62%，提
前实现“十三五”规划目标

●截至2020年6月中旬，全省新能源汽车保有
量达3.93万台。占汽车保有量的2.8%

●2020年种植红树林4000亩

●2020年4个地级市推行生活垃圾强制分类
城乡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达95%

整理/周晓梦 制图/陈海冰
数据来源：省政府工作报告以及海南省生态

环境状况公报

白沙打安镇雷公笋种植面积扩大至
140余亩

产业“春笋”助农增收
本报讯（记者曾毓慧 通讯员王昭 钟起鑫）

近段时间，在白沙黎族自治县打安镇可程村雷公
笋标准化示范种植基地，一株株雷公笋又迎来了
新的采摘期。近年来，该镇雷公笋种植面积从原
先的50亩扩展至140余亩，预计今年的年产量将
达到3万多斤，年产值有望达到50万元。

2017年4月，打安镇将全村48户建档立卡贫
困户纳入雷公笋扶贫产业中，并在可程村整理出50
亩土地，鼓励大家积极发展雷公笋标准化种植产业。

“企业承诺以不低于市场价的标准，全部收
购。”海南可成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有关负责人王
晓介绍，该企业与可程村采取“贫困户+合作社+
公司”的模式，按照统一价格收购种植户们采摘
的雷公笋，由此解决销路和价格不稳定的难题。

此外，打安镇还着力延伸产业链条，发展雷
公笋食品腌制、食品包装等产业，提高雷公笋产
品的市场竞争力。这一模式也给可程村部分农
户带来了就近就业机会。

产业扶贫

保亭今年新增开发
公益性岗位1095个

本报讯（见习记者李梦楠 记者梁君穷）海南
日报记者近日从保亭扶贫办获悉，截至目前，全县
累计开发公益性岗位3497个，其中，今年新增开
发公益性岗位1095个。

什聘村村民卓英存一家在2014年被纳入建
档立卡贫困户，镇政府根据她家实际情况，为她安
排了公益性岗位，任保洁员一职，负责打扫村庄卫
生，给她家增加了一份稳定的收入。

保亭相关负责人介绍，公益性岗位的开发，让
该县部分贫困劳动力既能在家门口打工挣钱，又
能照顾家庭，帮助他们摆脱困境，实现就业，拥有
稳定收入，为贫困群众脱贫致富提供保障。

就业扶贫就业扶贫

走向我们的

各项扶贫指标提前4个月超额完成，农发行海南省分行全力服务脱贫攻坚

5年累计投放扶贫贷款259亿元

■ 本报记者 刘梦晓
见习记者 刘乐蒙

“多亏了党和政府的好政策，让
我脱了贫！”10月15日，走进琼海市
万泉镇文台村，脱贫户吴亚妙指着自
家羊圈里的20多只黑山羊高兴地
说，“它们可是我的宝贝。”

吴亚妙家的羊圈干净整洁，甚至
连异味都少有，羊只圆滚壮硕，精气
神十足，足以见得吴亚妙在照料羊群
上下了大功夫。万泉镇打赢脱贫攻

坚文台中队队长符程翔也证实了这
一点。“她非常用心，总是付出比别人
还要多的努力。经常看到她起早贪
黑地照顾羊群，自己累得又瘦又黑，
但是却不喊苦。”符程翔说。

“我不努力，怎么能对得起党和
政府的好政策以及对我的帮扶？”说
起自己的脱贫路，吴亚妙陷入了回
忆。由于缺乏技术和劳动力，5年
前，吴亚妙被列为建档立卡贫困户。

到了2016年底，万泉镇人民政
府对建档立卡贫困户发放3000元产

业帮扶资金，用于鼓励农户自我发展
生产，吴亚妙就在当时的帮扶干部帮
助下，用这笔资金购回2只黑山羊，
开始了养羊之路。

起初，吴亚妙并不会养羊，以为只
要简单地喂药吃草，羊就能长大。没
过多久，小羊生病了，吴亚妙慌了神。

“那时候我才知道，养羊原来是一
个技术活。”为了不让政府发放的产业
帮扶资金打水漂，也为了自己能尽快
脱贫，吴亚妙开始向镇上的养羊能手
学习养羊技术。遇到镇里开展养殖培

训讲座，她也是最积极参加的那一个。
放羊、给水、扫栏、观察、喂药

……白天，吴亚妙忙得站不住脚。晚
上，她还要借着老房子里微弱的灯光
看书学习养羊技术。天道酬勤，吴亚
妙逐步摸索出一套适合自己的科学
管理养殖黑山羊方法。家里的羊越
长越壮硕，又生出了羊羔，羊群不断
繁殖，到了2019年底，吴亚妙家里的
羊已经有25只，她一年的收入也达
到2万元，不仅彻底摘掉了“贫帽”，
还是琼海市创业脱贫致富之星。

吃水不忘挖井人，致富不忘感党
恩。在吴亚妙的带动下，文台村不少
村民也走上了黑山羊养殖之路，而她
也成为当地的养羊能手。不管谁向她
请教养殖技术，她都全心全意传授。

不仅如此，2019年，吴亚妙还利
用政府危房改造帮扶资金和这几年
卖羊的积蓄盖了新房，改善了一家人
的居住环境。“现在的日子像蜜一样
甜，我得更加努力，让这样的好日子
继续下去！”吴亚妙笑着说。

（本报嘉积10月15日电）

琼海脱贫户吴亚妙从养殖“小白”到脱贫之星

昔日贫困女羊倌 今朝致富“领头羊”

农旅结合助推乡村振兴

10月15日，在海口市美兰区大致坡镇昌福村委会
大道湖村，村民在湖边休闲散步。

大道湖村绕着大道湖而建，昔日有60余亩的大道湖
常年闲置着，湖泊已经干涸长满荒草，经过政府和企业联
合打造，引进睡莲扶贫项目，大道湖村不仅可以帮助贫困
户脱贫致富，还能带动红色观光旅游，美化乡村环境，助
力乡村振兴。

如今，大道湖村环境整洁优美，自然生态良好，2019
年列入海南省扶贫旅游示范村建设的行列。

本报记者 张茂 通讯员 王聘钊 图/文

呼吸好空气

2019年，我省全年空气优良天数

比例达97.5%
（细颗粒物（PM2.5）

年均浓度下降 1 个单位
至16微克/立方米）

环保新举措

海南省机关单位、学校

医院、大型商超、国企

等重点行业和场所“禁塑”

2020年
8月1日
至11月

海南霸王岭东侧的热带雨林风光。 本报记者 李天平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