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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傅人意
通讯员 潘志勇 实习生 王伟君

11月15日上午，受台风影响，
临高东英镇和新村暴雨如注。位于
该村的阳光助残“扶贫车间”内灯光
明亮，一派繁忙景象。

“你们周日也要休息，别加班加
点干活。”“我们不休息，在这有钱
挣，干劲足着呢！”和往常一样，省
残联派驻临高东英镇和新村第一
书记马后军来检查车间生产情况，
他停好电动车后，一边脱去雨衣，
一边擦拭雨水，和正在制作衣服的
脱贫户们聊了起来。

由省残联谋划引进、临高县共同
建设的阳光助残“扶贫车间”于今年5
月投产，安排了20余名就业困难的
建档立卡贫困户就近就业，幼时患有
小儿麻痹症，落下终身残疾的和新村
脱贫户陈亚六便是其中一员。

“如今我在家门口就能就业，收

入也很稳定，每天还可以和残友们
交流，心情好多了。”在阳光助残“扶
贫车间”，陈亚六满脸笑容地说道。

“嫁汉不嫁和新村，屋破路烂海
腥臭。”一句老话，道出了和新村过
去的窘境。该村曾被列入“十三五”
深度贫困村，全村773户3560人中，
建档立卡贫困户就有170户835人，
其中残疾人有100余人。

改变始于2015年7月。彼时，
省残联派驻两批干部到该村任第一
书记，以党建引领，启动“抓支部、用
支部、活支部、强支部”工程，充分发
挥残联基层组织的党员和残疾人专
职委员的作用，努力塑造他们成为
脱贫攻坚的带头人。2019年初，财
政部海南监管局作为新增扶贫单
位，与省残联共同定点帮扶和新村。

“要想拔掉‘穷根’，必须以党建
引领，让党员干部、致富带头人发挥
榜样力量，激发内生动力，发展致富
产业。”马后军说，目前全村有78名
党员，近两年每年都发展培养6名后
备干部。此外，省残联还对残疾人
进行生产实用技术培训和岗前技能
培训，让贫困户和困难残疾人掌握
一两门技术，激发内生动力。

财政部海南监管局驻和新村乡
村振兴工作队队员张国敏介绍，两年
来，海南监管局以强化“政治引领、统
筹推进、实干笃行”为抓手推动定点
扶贫工作，成效明显。财政部海南监
管局在今年初和中国热带农业科学

院建立党建共建和业务协作机制，邀
请专家现场讲解种养知识，鼓励农户
扩种增养。下一步，该局将发挥优
势，与中央驻琼单位联动，对和新村
扶贫工作继续给予技术支持。

在众人的帮扶下，和新村犹如
有了“左膀右臂”，发展迅速。

杜鹃花开，咖啡醇香，田园风
光，小楼听雨。日前，走进和新村致
富带头人陈万波打造的渔耕风情田
园综合体“头洋·海堂”项目基地，只
见游人如织，风光秀丽。

陈万波介绍，2019年10月，和
新村成立党员服务驿站，该驿站就
设在“头洋·海堂”项目基地里，党员
干部、创业青年在此交流学习致富
经验，并设立党员志愿活动平台，帮
助贫困群众答疑解惑、解决实际困
难。目前，陈万波的园区已吸纳村
里13名建档立卡贫困村民务工，带
动村民就近就业。

此外，和新村两个定点帮扶单
位还大力推进矮椰种植项目，一期
种植200亩，已种植6000多株，90
户农户受益，其中贫困户35户，同
时还大力推进毛豆种植产业。2019
年底，和新村所有贫困户实现脱贫。

“马书记，你啥时候再给我们多
拉点订单？”“放心放心，有我们两家
单位帮扶，你们别担心。”话音未落，
马后军又穿上雨衣，骑着电动车一
头扎进风雨中，为和新村的发展继
续奔走。（本报临城11月16日电）

走向我们的

两单位强党建促脱贫，助临高和新村焕然一新

“左膀右臂”帮扶拔穷根

■ 本报记者 郭萃 特约记者 刘伟

“等了30年，从这所学校毕业的
女儿都已经嫁人了，这条破烂不堪的
小路终于可以修通了。”11月16日上
午，站在位于海口市龙华区城西镇薛
村的海南省国兴中学门口，看着已经
完成硬化的国兴中学规划路路面，薛
村村民王正平感慨道。

国兴中学规划路位于国兴中学
南门至府龙路口，全长600米。“这
条路过去只有三轮车才能勉强通
过，道路两旁都是杂草、没有路灯，
晚上一片漆黑。”王正平说，坑坑洼
洼的道路每次遇上下雨，大伙都得

踩上一脚泥，坐在三轮车上，“刚吃
的饭都能从肚子里颠出来”。

“以前，每次接送孩子或者开家
长会，我都只能从学校北门的小路
进来，很不方便，大家也一直为此抱
怨。”王正平回忆道。

“道路周边 2015 年就说要动
迁，当时都已经立项并取得施工许
可证，但是周边 10栋房屋却成了

‘拦路虎’。”国兴中学副校长王跃灵
说，迟迟未动工的道路为学校师生
和周围村民出行带来很多不便和安
全隐患。

“建校30多年来，由于征地困
难等问题，学校南门出口道路建设
问题一直未得到解决，我们试着在
校园北边开辟一个小门，通往凤翔
路丁村路口的一条长2.8公里乡村
道路，但是路窄弯多，车辆拥挤，存
在交通安全隐患。”王跃灵介绍道。

改变始于今年7月，海口市龙华
区启动了国兴中学规划路项目，全
力推进征收工作。

“路面规划长600米、宽16米，
涉及10栋拆迁房屋，我们通过采取
超常规举措，破解项目建设中的难
题，”海口市龙华区城西镇副镇长林
少群告诉记者，一开始村民都不同

意拆迁，他们挨家挨户做思想工作，
在持续推进项目进展的同时维护好
被征收户合法权利，确保补偿安置
到位。在各部门努力下，所有住户
全部完成签约。

记者16日在国兴中学规划路
项目现场看到，数台挖机轰鸣，施工
人员正在紧张地进行拆除作业。12
时许，随着最后一栋房屋轰然坍塌，
项目征收拆除全部完毕，全面提交
作业面正式进入路面施工阶段。

与此同时，国兴中学规划路部
分作业面也已经开始施工并着手开
挖下水道、硬化路面、埋设灯杆线
路。

许多村民对这条道路充满了期
待，时不时过来探探路，“路通了，不
仅方便了，环境也会变好，我们都是
受益者。”城西镇薛村村民王家兴
说。

“这条规划路预计将于今年年
底竣工，建好后将进一步方便师生
和周边居民出行，并缓解原先道路
的交通压力。”林少群说，“我们将
超常规推进项目建设，克服项目建
设中存在的困难，以优质的项目不
断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
安全感。”（本报海口11月16日讯）

国兴中学规划路全面提交施工作业面

惦记30多年的路要通了

本报那大11月16日电（记者林书
喜 特约记者李珂 通讯员韦雪梅）儋州
市加快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建设，大力
发展天然橡胶主导产业。截至11月16
日，儋州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种植天然
橡胶林面积达54万亩，预计今年生产干
胶3.5万吨，培育胶苗100万株，实现橡
胶产值25亿元，带动园区内农村居民人
均可支配收入达1.77万元。

2019年6月，儋州国家现代农业产
业园获农业农村部、财政部批准创建，园
区总面积843.2平方公里，计划建设成为
国家天然橡胶战略安全保障基地、胶园
立体农业开发示范区、全国三产融合示
范区，以及建设乡村振兴典型样板。

儋州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推进高
标准天然橡胶园建设，利用中央奖补资
金1300万元，改造标准化胶园12266
亩，通过品种改良、水利建设、道路修
整、土壤肥力改善以及提高良种覆盖率
等措施，实现园区橡胶增产20%以上。

积极构建科技服务体系，围绕天然橡胶
全产业链发展，打造集种子种苗选育和
推广、种养模式集成和示范、精深加工
产品研发、农业科技成果展示等功能为
一体的成果转移转化中心。

儋州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现有50
余家省级及国家级科研单位进驻园区，
基本建立市、镇、村3级橡胶相关产业科
技服务体系，园区农业科技贡献率达
72%，良种覆盖面积达到100%。

在补齐产业加工短板方面，该园区
内橡胶相关加工企业已增加到17家，其
中初加工类企业11家、精深加工类企业
6家，涉及乳胶产品、木地板等多个领
域。儋州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还注重
提升胶农生产技能，开展橡胶种植生产
技术培训，累计培训胶农2550人次。全
面落实惠农保险政策，已整合中央、省、
市级财政资金6700多万元，园区内胶
农天然橡胶价格保险参保率达70%以
上，保障农民持续稳定增收。

儋州加快建设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

科技搭台 企业唱戏 胶农获益

省脱贫致富电视夜校解读自贸港政策

巩固脱贫攻坚成果
为自贸港建设打牢基础

本报海口11月16日讯（记者陈蔚林 实习
生王梦洋）为进一步做好《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总
体方案》的教育宣传工作，海南省脱贫致富电视夜
校栏目组策划了“自贸港！来了！”两期特别节目，
11月16日晚上播出的是第一期。

节目中，海南省委深改办（自贸港工委办）宣
传处处长叶占波作为主讲人，对海南自贸港的制
度体系安排和重点政策进行了解读。

他说，《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总体方案》明确
了海南自贸港建设的制度设计和分步骤分阶段安
排，可以概括为“6+1+4”。其中，“6”是贸易自由
便利、投资自由便利、跨境资金流动自由便利、人员
进出自由便利、运输来往自由便利、数据安全有序
流动；“1”是构建现代产业体系；“4”是加强税收、
社会治理、法治、风险防控等4个方面的制度建设。

他最后说道，建设高水平的中国特色自由贸
易港是一项前所未有、需要探索的伟大事业，脱贫
攻坚的质量越高，海南自贸港建设开局起步的基
础就越稳固。在省委、省政府的坚强领导下，只要
全省上下坚持以“一天当三天用”的干劲和“干一
件成一件”的韧劲，以更高标准、更严要求巩固深
化脱贫攻坚成果，一定能够把自贸港的“总蓝图”
变为“实景图”，早日建成经济繁荣、社会文明、生
态宜居、人民幸福的美好新海南。

省残联、财政部海南监管
局共同定点帮扶临高东英镇和
新村，通过强党建、引产业、促
就业、教技术，使全村所有贫困
户于2019年底实现脱贫，村庄
迎来新气象、新面貌。

建校30多年来，由于征地
困难等问题，国兴中学南门出口
道路建设问题一直悬而未决。
今年7月以来，海口市龙华区启
动了国兴中学规划路项目，将这
条群众烦恼的小路，建成了暖民
心的大道。

儋州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
种植天然橡胶林面积

达54万亩

欢乐节艺术演艺周推出
5台精品惠民演出
惠民票价90元起

本报海口11月16日讯（记者赵优 通讯员李
艺娜）海南日报记者11月16日从2020年（第二十
一届）海南国际旅游岛欢乐节组委会获悉，作为本
届欢乐节17项主体活动之一的艺术演艺周为市民
游客精心挑选了5台精品惠民演出，其中包括国际
钢琴艺术家吴牧野带来的钢琴独奏音乐会和人偶
儿童剧《白雪公主和七个小矮人》等精彩演出。

11月21日至22日，海南旅游文化国际形象推
广大使、国际钢琴艺术家吴牧野将连续两晚为海南
观众带来精彩的独奏音乐会，演绎《肖邦圆舞曲全
集》等经典曲目。11月25日，中央音乐学院民族
室内乐团将献上“中国风 海南民歌名曲”海南元素
再创作音乐会，把中国民族乐器与海南名曲相结
合，用民乐演绎《久久不见久久见》《海南印象》《水
草摇》等诸多海南民歌名曲。11月28日，国乐大
师方锦龙团队将为观众带来精彩的“锦尚添花”古
典民族音乐会。中国残疾人艺术团则为本届欢乐
节带来一台音乐舞蹈诗《我的梦》。惠民演出中也
有适合小朋友欣赏的精品剧目，12月5日和6日，
中国儿童艺术剧院将携人偶儿童剧《白雪公主和七
个小矮人》走进椰城，丰富市民游客选择。

据介绍，本届欢乐节艺术演艺周推出的5台
惠民演出均在海南省歌舞剧院上演，观众可登录
海南省歌舞剧院微信公众号或售票窗口购票，惠
民票价分别为90元、120元和180元。

海南草莓音乐节
再次助阵欢乐节
11月28日至29日在陵水开唱

本报海口11月16日讯（记者赵优 通讯员
李艺娜）2020年（第二十一届）海南国际旅游岛欢
乐节即将开幕，草莓音乐节前来助阵。海南日报
记者11月16日从本届欢乐节组委会获悉，2020
海南草莓音乐节将首次落户欢乐节陵水分会场，
于11月28日至29日在雅居乐清水湾举办，为广
大乐迷奉上精彩演出和沙滩派对。

据介绍，雅居乐清水湾·2020海南草莓音乐
节将草莓舞台、爱舞台、MSE 电音舞台和
YOUNBLOOD新血计划·嗨岛舞台全面升级，共
有40余组备受期待的音乐人参演。目前已经发
布4个舞台的明星阵容，包括痛仰、重塑雕像的权
利、大波浪、新裤子、五条人、满舒克、福禄寿、吉克
隽逸、Lima等。

除4个舞台会不断为大家带来精彩演出外，
今年海南草莓音乐节还将融合椰岛本土特色，集
草莓音乐节潮流元素，为大家呈现丰富的特色海
南草莓周边活动，并打造多元化的草莓海南音乐
之旅。音乐节当天，清水湾海岸线上空也将有百
架无人机进行精彩表演。

美团发布《海口夜间经济发展报告》

“90后”占据夜间消费
“半壁江山”

本报海口11月16日讯（记者张期望 通讯员
熊哲）11月16日，美团APP发布了2019年10月
至2020年10月《海口夜间经济发展报告》。在8
个样本城市中，海口夜间消费额和餐饮夜间消费占
比均位居第3位，海口20岁至30岁年龄段“90后”
占海口夜间消费用户比重达到51%。

《海口夜间经济发展报告》显示，疫情后海口
夜间消费额呈现“V型”复苏形势且势头强劲，已
经超过疫情前水平。龙华区和美兰区是海口市夜
间消费额最多的市辖区，占全市夜间消费额的
42%和31%。从海口夜间消费用户的年龄分布
看，20岁至30岁和30岁至40岁年龄段的用户是
夜间消费主力军，占夜间消费用户总数的87%。

关注2020年
海南国际旅游岛欢乐节

11月16日，在三亚市天涯区妙山村田间，菜农在移栽菜苗。
随着第22号台风“环高”对海南影响结束，三亚迎来晴好天气，当地农民

加紧抢种冬季瓜菜，以确保好收成。据了解，今年三亚计划种植冬季瓜菜17
万亩，力争产量突破47万吨。 本报记者 武威 特约记者 陈文武 图/文

11月15日，在白沙黎族自治县荣邦乡岭尾村黎族织锦
技艺传习所，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黎族双面绣技艺代表性
传承人符秀英（图①右）向学生传授黎锦技艺。

近年来，该传习所共培训100多位村民初步掌握绣织
黎锦技艺，增加收入。（如图②） 本报记者 李天平 摄

截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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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育胶苗
100万株

预计今年生产干胶
3.5万吨

实现橡胶产值
25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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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亚：冬季瓜菜抢种忙

白沙：黎锦织就好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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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