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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霸王岭11月12日电（记者
谢凯 王迎春）11月11日，2020年海
南长臂猿大调查活动在海南热带雨林
国家公园管理局霸王岭分局启动。这
是海南长臂猿大调查活动开展以来，
参与调查的机构、人员最多的一次，并
首次运用无人机技术辅助开展调查活
动。海南日报记者将全程跟访此次大
调查活动，在一线发回报道。

据悉，调查人员已于11日中午全
部进驻到昌江、白沙的8个驻点区域
内，开展调查工作。此次大调查活动
主要围绕海南长臂猿栖息地状况、猿
食情况、生活习性、繁殖情况等内容进
行调查，获得的数据将用于指导海南
长臂猿保护工作，为保护工作提供数
据支持。

此次大调查活动共有来自海南热

带雨林国家公园管理局、相关科研院
所、高校等单位的专家学者、研究生，
以及长期监测海南长臂猿的监测队员
等73人参加，他们分为8个小组，分
赴海南长臂猿5个家族群的栖息地，
设立20个监听点，采用地面监听、猿
鸣录音、影像拍摄、观察记录等调查手
段，同时用无人机开展热成像监测等
技术，展开调查。

这也是大调查活动首次由去年刚
组建的海南国家公园研究院负责组织
实施。作为著名动物保护领域专家，
海南国家公园研究院特聘研究员、原
国家濒科委常务副主任、教授蒋志刚
受邀担任此次调查的总负责人，指导
调查工作。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管
理局相关负责人在启动仪式上表示，
海南长臂猿的保护工作受到全球关

注，每年坚持开展海南长臂猿大调查
活动，对有效保护海南长臂猿起到了
关键作用。

在大调查活动启动前，海南国家
公园研究院组织相关人员开展了调查
知识培训，对监测方法、野外生存技
巧、野外研究方法、海南长臂猿生活习
性等内容进行详细讲解，为大调查活
动的有效开展提供支持。

2020年海南长臂猿大调查活动启动，参与机构和人员最多，首用无人机

飞高空进深山 摸底海南长臂猿

白沙出台胶农割胶奖励方案

单户乳胶年收入达4000元
一次性奖励1000元

本报讯（记者曾毓慧 特约记者吴峰 通讯员
陈权）日前，白沙出台《白沙黎族自治县2020—
2021年销售鲜乳胶奖励实施方案》《白沙黎族自
治县2020—2021年胶农割胶生产奖励实施方
案》，明确每户胶农乳胶年收入达到4000元，予以
一次性奖励1000元。

白沙橡胶产业发展中心主任罗锐介绍，此次
销售鲜乳胶奖励范围和对象实行“开割得奖励，不
开割不得奖励”原则，奖励对象为本地户籍胶农
（农垦农场职工、非本地户籍承包橡胶林户除外），
每公斤干胶可补贴0.5元，每亩补贴金额不超过
60公斤，即每亩补贴不超30元计算。其中，2020
年度乳胶补贴资金将于今年的11月25日前发放
到位，2021年度乳胶补贴资金将于同年的11月
30日前发放到位。

根据《白沙黎族自治县2020—2021年胶农
割胶生产奖励实施方案》，奖励标准为胶农自愿发
展橡胶产业，每户乳胶年收入达到4000元以上
的，一次性奖励1000元；每户乳胶年收入达到
3000元以上的，一次性奖励750元；每户乳胶年
收入达到2000元以上的，一次性奖励500元。

我省3家企业
获绿博会金奖

本报讯（记者傅人意 实习生王伟君）日前，
第21届绿色食品博览会（以下简称绿博会）在福
建厦门举行，我省16家农业品牌企业参展。经绿
博会组委会评选，海南芭芭乐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海南卓津蜂业有限公司、三亚三力源生态农业有
限公司3家企业获金奖，省农业农村厅农产品质
量安全监管处获优秀组织奖，三亚福返热带水果
农民专业合作社获优秀商务奖。

本届展会主要以“展示成果、促进贸易、推动
发展”为宗旨，以“绿色生产、绿色消费、绿色发展”
为主题，通过展示绿色食品、农产品地理标志产业
发展成果，提升品牌知名度和美誉度，为企业与商
家搭建对接和产品交易平台，促进贸易、培育市
场，带动区域经济发展提供新动力。

据悉，绿博会现场，海南企业获得有关订单和
意向订单销售额达1734万元。

30万头生猪全产业链项目落户临高

达产后新增年产值10亿元
本报临城11月12日电（记者张文君 特约

记者刘彬宇）海南日报记者11月12日从临高县
农业农村局获悉，今年以来，该县积极引进生猪产
业项目，推进畜牧养殖业发展。日前，江西正邦集
团30万头生猪全产业链项目已正式落地临高。
预计项目达产后新增年产值10亿元，可带动300
人就业。

据了解，正邦集团是农业产业化国家重点龙
头企业，计划在临高投资8亿元，建设30万头生
猪全产业链项目，主要建设母猪繁育基地，育肥基
地并配套开展饲料加工及屠宰加工，将打造集繁
育、养殖、屠宰、食品加工于一体的现代化全产业
链体系。

正邦集团海南分公司董事长莫敏介绍，该项
目养殖基地选址临高皇桐镇和南宝镇，目前位于
皇桐镇的母猪繁育基地已开工建设，设计存栏
7200头母猪，预计明年3月投产；计划在南宝镇
建设10万头生猪育肥场，预计明年4月投产。项
目将优质生猪就地转化为安全猪肉食品，打造临
高优质安全猪肉食品供应基地。

海南省乡村振兴工作队先进集体和个人典型系列报道

文昌潭牛田野公园夜市开张

田间的夜，有“食”更多彩
■ 本报记者 李佳飞

特约记者 黄良策

“老板，来碗糟粕醋！”“要6只烤生蚝！”“给我
来只烤鸡”……11月11日晚，夜色渐浓，文昌市潭
牛镇田野公园夜市灯火璀璨，游人穿梭在弥漫着香
气的摊位间品尝美食，热情的叫卖声不绝于耳。

“夜市自今年8月开始筹备，11月9日正式营
业，这才第三天，没想到生意就这么好！”现场商户
王业权高兴地告诉海南日报记者。为促进消费，
拉动“夜市经济”，当地政府鼓励商户积极进驻夜
市，不仅免除了押金和进场费，还免收3个月的摊
位费，降低了商户的运营成本。

走进美食一条街，只见糟粕醋、抱罗粉、牛杂
汤、鸡屎藤粿仔、菠萝饭……各色美食让人目不暇
接。客座区餐桌被三五成群的食客们围坐着，热
闹的人间烟火气，让乡间夜色变得愈发多彩。

“公园夜市环境好，空气好，当地特色美食也
非常不错！”来自北京的游客张亚婷在好友的陪同
下，专程到田野公园夜市游逛并品尝美食，对热闹
的夜市赞不绝口。

为丰富夜市生活，潭牛田野公园夜市还在美
食街旁的水池中央搭建了舞台，市民游客可以一
边品尝美食一边欣赏精彩纷呈的歌舞节目。

“点亮‘夜间经济’，不仅可以帮助当地群众实
现就业增收，还能将夜市打造成文化活动阵地，丰
富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满足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
求。”文昌市潭牛镇政府相关负责人这样介绍道。

潭牛镇商会会长詹尊潮告诉记者，为帮助更
多人解决就业问题，助力脱贫攻坚，美食街旁还设
置了临时扶贫摊位，当地贫困户可以带着各家的
农产品来此销售，所有摊位均免费供应。

（本报文城11月12日电）

琼海大礼村乡村振兴工作队队长邱元广强化党建引领，促乡村蝶变

问题村来了解题人

邱元广（右二）到大礼村脱贫户黎南祯家测算家庭收入。 （受访者供图）

■ 本报记者 刘梦晓

从一个“问题村”到远近闻名的
文明村，琼海市嘉积镇大礼村的蝶
变，仅仅用了一年多的时间。

提及转变的关键人物——大礼
村乡村振兴工作队队长邱元广，村民
们都竖起大拇指。“他来后，我们村不
仅道路通了、环境美了，就连人与人
之间也变得更加和气了，日子越过越
有滋味。”11月11日，在大礼村，该
村党支部书记黎才彬高兴地介绍道。

2019年 2月，作为中国石化海
南炼油化工有限公司派驻至大礼村
担任乡村振兴工作队队长的邱元广，
在驻村后立即开展调研。“我发现，这
里党组织软弱涣散，部分党员干部工
作责任心不强，村民参与环境整治的
热情不高，村里环境脏乱差问题严
重。”邱元广向海南日报记者回忆道。

“还记得去年3月，我第一次召
集党员开会，66名党员仅到了20多
人。”邱元广意识到，办好农村的事
情，关键在党，要解决面前的一系列
难题，首先要从党建工作抓起。

为此，邱元广和村党支部扎实开
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
坚持“以学为先、以改为重、以做为
本”，通过强化党建引领的作用，不断
提升党员们的凝聚力。邱元广还组
织党员“亮身份”，即在党员家门前挂
牌子，让党员更好地服务群众。

另一方面，邱元广创新工作方
法，采用“五步工作法”动员全村村民
开展人居环境整治。通过狠抓“门前
三包”和公共区域整治，严格落实村
干部包片、村（组）长包村（组）、妇联
主席包保洁员和贫困户保洁公益岗
位自我管理模式，建立健全日常检查
和通报机制，掀起了家家关心、人人
支持参与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的热潮。

驻村一年多来，大礼村乡村振兴
工作队组织党员群众开展人居环境
整治640人次，清理转运垃圾150余
吨，硬板化道路3公里，为村民办各
类实事好事62件。

大礼村大园古村民小组是具有
琼海特色的传统耕读文化名村，利用
这一条件，邱元广在该村举行推广
《弟子规》以及举办儿童阅读班、书法

班等文化教育活动，开展悬挂家训家
风、家信和绿色家庭评比，通过打造
好家风带动好村风，营造祥和幸福的
人居环境。

如今的大礼村环境持续改善，产
业发展势头良好，许多外出务工群众

纷纷回乡发展，共享农村人居环境整
治带来的实惠与好处。大礼村因此
成为海南省青少年教育基地，先后获
得了“中国美丽休闲乡村”“海南省文
明村镇”等荣誉称号。

（本报嘉积11月12日电）

临高今年已完成常年蔬菜
种植面积5203.87亩

蔬菜常青
产业长红
■ 本报记者 张文君

特约记者 刘彬宇

11月 12日下午，在临高县多
文镇多文村“菜篮子”常年蔬菜基
地，水芹等蔬菜长势喜人。村民有
的在采割、清洗水芹，有的在施肥，
现场一片繁忙景象。

“水芹每斤收购价达 4.5 元，
我们刚刚就卖了300斤。”多文村
村民周丽燕告诉海南日报记者，
以前田是土沟，灌溉效果不好，如
今基地有了水泥U型槽，情况得
到了改善。

为加快建设常年蔬菜基地，完
善常年蔬菜基地的基础设施，提高
基地产能，今年临高投入850万元
改造多文镇多文村“菜篮子”常年
蔬菜基地、多文镇那老洋常年蔬菜
基地，进一步完善基地生产条件。

“目前已安装U型槽1000米，
硬化田间道路1900多米，还要修建
2 个包装大棚，进行水源点维修
等。”改造基地的施工单位有关负责
人冯耀华介绍，整个改造工程已完
成总工程量的60%，预计年底全面
完工。

多文镇多文村“菜篮子”常年蔬
菜基地于去年成立，占地300亩，种
植面积285亩，以种植空心菜、水芹
等为主。“年产量1500吨，日供蔬菜
6000斤，主要销往广州、澄迈、儋
州、临高县城等地的批发市场、超
市、酒店。”多文镇多文村委会主任
吴年健说，如今，基地生产条件改
善，基地产能将得到提高。

目前，临高共有15个常年蔬菜
基地，种有水芹、芥菜、空心菜、大白
菜、上海青、圆白菜、地瓜叶、生菜、
西红柿等16种蔬菜品种，叶菜类占
常年蔬菜种植67%。截至今年9
月，临高常年蔬菜基地复种面积
28252亩，产量25628吨。

临高县农业农村局有关负责人
表示，该县已制定《临高县常年蔬菜
基地建设实施方案》，全力打造常年
蔬菜基地建设，将引导常年蔬菜生
产向区域化、规模化方向发展，并在
政策、技术、资金上给予扶持。同
时，计划将常年蔬菜生产纳入保险，
降低常年蔬菜生产风险，提高农民
种植常年蔬菜的积极性。

据悉，今年省下达给临高常年
蔬菜种植任务5000亩，目前已完成
种植面积5203.87亩。

（本报临城11月12日电）

■ 本报记者 叶媛媛 通讯员 张博

11月12日，海南日报记者走进
定安县富文镇九所村，只见条条村
道宽阔平坦，房前屋后干净整洁，一
幅村美人和的乡村图景铺展眼前。

事实上，一年半前的九所村还并
非如此。九所村乡村振兴工作队队
长符广流仍对2019年2月刚驻村时
的情景记忆犹新——村道上鸡狗乱
飞，村庄里垃圾乱堆、灌木丛生，巷道
中的鸡圈猪棚臭气熏人……

“一定要改变九所村！”村庄落后
的面貌，让刚刚赴任的乡村振兴工作
队队员们暗下决心。就这样，去年3
月，一场让九所村彻底告别“脏乱差”
的人居环境整治行动正式打响了。

改变并不容易，甚至还没开始就
遭到了村民们的反对。有村民不理
解，“大家几十年来都是这样生活的，

为什么现在要改变？”也有村民不支
持，“卫生整治是政府的事，和自己有
什么关系？”“搬了猪圈鸡棚，要是家
禽家畜被偷怎么办？”

村民们的层层追问，并没有让刚
驻村不久的工作队打起“退堂鼓”，大
家反而更加沉下心走村入户，深入了
解村民们的真实想法。经过走访，符
广流发现，事实上村民们并非故意阻
挠，“其实大家都想改变落后的村容
村貌，只是担心花费大、太折腾”。

如何消除村民们的顾虑？符广
流说，“从2019年3月起，除了发动
村民更加熟悉和信任的镇包点干部
和村干部一起参与，工作队还向全村
发放了《九所村委会环境卫生整治告
知书》，召开全村群众代表大会，从整
治的意义、目标和要求，向村民群众
进行广泛动员。”

事实证明，这样的多轮动员非常

有效，半个月内大多数村民都开始主
动响应，陆续加入整治行列中。可依
旧有部分村民不同意、不配合。

村民符策榜刚开始就一直反对
搬迁自家猪圈。他甚至一度和队员
们玩起了“躲猫猫”。

怎么办？“一次说不通，我们就说
两次。两次说不通，我们就说三次、
四次。”九所村乡村振兴工作队队员
李足华说，在人居环境整治这件大事
上，工作队可以说是“铁了心”。

“村民上午不在家，我们就下午
去。白天不在，我们就晚上去。”符广
流说，大约一周后，符策榜终于被工
作队的诚意打动，最终“点了头”。

一次次耐心的沟通协调，不仅让
工作队的工作获得了村民们的理解
和支持，更让加入九所村人居环境整
治工作的队伍越来越壮大。

去年4月，为了加速整治工作的

进程，村民自发成立起以生产队长、
农村党员和热心村民为组员的工作
组，主动推进九所村的人居环境整治
工作。村里的妇女也跟上脚步，主动
承担起后勤保障工作，自掏腰包为参
与整治的工作人员准备暖心午餐，激
发大家的干劲和热情。

“利用午饭时间，参与整治的村
民聚在一起，互相点评工作进度、成
效，也让‘比学赶超’的良好氛围越来
越浓厚。”村民符策强说。

通过集民力、聚民智，九所村乡
村振兴工作队不断破解人居环境整
治中的各项难题。符广流说，下一
步，工作队将继续激发新动力，坚持
抓好“三发两推一助”的工作方法，推
广厕液回收再利用模式，全力助推

“三清两改一建”，努力建设“五化”美
丽乡村。 、

（本报定城11月12日电）

定安九所村乡村振兴工作队集民力、聚民智，深入推进人居环境整治

“脏乱差”成了“美如画”

走向我们的

小院花开满庭芳

日前，在白沙黎族自治县
打安镇长岭村，村民在家门口
查看自种兰花的长势。

近年来，长岭村大力发展
庭院经济，整合利用农户房前
屋后空闲土地种植兰花、百香
果、蔬菜等作物，形成“一般
户+建档立卡贫困户”的互帮
互助庭院经济模式。

目前，长岭村11户村民庭
院里搭建30至 50平方米的
兰花大棚，还有技术员上门传
授兰花培植技术。

本报记者 李天平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