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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省委、省政府关于退
役军人就业创业相关工作部
署，海南省退役军人事务厅在
全省开展“万名老兵创业行动
暨百站创百业活动”。海南省
退役军人服务中心联合海南
日报推出“建功自贸港 有我
有担当——退役军人创业先
锋”系列专题，挖掘退役军人
创业事迹，展示退役军人创业
风采，激发退役军人创业热
情，引导退役军人退役不褪
色、建功新时代，积极投身海
南自由贸易港建设，努力营造
支持退役军人就业创业的良
好社会氛围。

在“2019乐东‘哈密瓜王’评选活
动”中，海南乐东光伏神农农业旅游有
限公司生产的“求雨香”品牌哈密瓜被
评为“乐东哈密瓜王”。此时，已是公司
创办人王斌返乡创业的第23个年头。

王斌是乐东黎族自治县佛罗镇
求雨村人。1997年，已经退役12年、
在广东江门市驻广州办事处工作的
他受村干部感召，回到家乡创业。

起初，王斌租赁了1000多亩土
地养殖对虾，并专门赴日本学习养殖
技术，在他的苦心经营下，产业逐渐
有了起色。尽管如此，在当地政府号

召“退沙还耕”时，王斌还是积极响
应，并开始摸索种植西瓜。

养虾、种瓜，王斌有过丰收也有过
失败，但他相信“没有克服不了的困
难”。种植西瓜期间，王斌发现沙地种
植哈密瓜更有优势，于是向新疆朋友
取经，并用3年时间培育出适应乐东
气候条件和土地环境的哈密瓜苗。

从一开始的 15 亩、50 亩、100
亩，到如今的1000多亩；从抱着哈密
瓜到江浙一带推广找市场，到哈密瓜
成功出口到韩国、朝鲜、俄罗斯等国
家……王斌打造的“求雨香”品牌越

来越响，靠优秀的品质站稳了市场。
不满足于简单的种植、销售，王斌

还着力发展智慧农业。“求雨香”哈密瓜
产业基地作为乐东特色农产品调优增
效项目的标准化示范基地，正通过物
联网大数据、智能水肥一体化等手段
发展哈密瓜智慧种植，打造集产、学、
研、旅于一体的哈密瓜产业生态圈。

在创业兴业的过程中，王斌始终
不忘军人情怀和社会责任感。2018
年，海南乐东光伏神农农业旅游有限公
司与佛罗镇政府共同成立“佛罗镇哈密
瓜产业扶贫基地”，帮扶贫困户579户

2574人，除了给困难群众和退役军人
优先安排岗位外，还带动12名退役军
人共同创业，公司2018年至今已分红
100多万元。今年公司还成立了老兵
合作社，向退役军人提供就业岗位，鼓
励帮助他们再创业。

“坚持培育‘求雨香’企业品牌，严
控产品品质，扩大品牌宣传，提升品牌
附加值。”王斌说，公司将在原有基础
上再扩大种植规模，走品牌兴农、品牌
强农的发展道路，带动哈密瓜产业发
展，带领老乡们一起致富，帮助更多退
役军人再创佳绩。 （撰文/魏芳）

海南乐东光伏神农农业旅游有限公司董事长王斌：

老兵创业绽新绿 乐东密瓜甜万家

海南乐东光伏神农农业旅游有限公司董事长
王斌。 （受访者供图）

■ 本报记者 良子

“作为一名警察，勇敢打击违法犯
罪、尽力帮扶群众，才对得起自己的良
心，对得起头顶的警徽。”昌江黎族自
治县公安局刑事侦查大队大队长符应
平如是说。

从警24年，在扫黑除恶等大案中
屡建功绩，在人性化执法中帮扶群众
广受爱戴，符应平是违法犯罪分子的
克星，也是百姓心中的“青少年守护
者”，被群众称为“警察阿爸”。

因工作成绩突出，符应平曾三次
荣立个人三等功；2014年入选第七批

全国公安刑事科学技术青年人才；
2017年担任全省公安机关刑事技术
专家组成员；2017年荣立十九大安保
战时个人三等功；2018年获评省禁毒
三年大会战第二阶段先进个人。

面对罪犯：
冲锋在前骁勇善战

“作为刑警，就要有不放弃的韧
劲，面对罪犯，要勇于亮剑。”符应平这
样说，也是这样做的。

2019年9月，符应平根据群众举报、
上级转办关于颜广标团伙涉黑涉恶线

索，深入摸排发现颜广标、颜广川等人长
期盘踞昌江乌烈地区，实施盗挖河砂、
敲诈勒索、故意伤害等违法犯罪活动。

该团伙组织成员众多，社会关系
网络错综复杂，广大人民群众深受其
害却因顾虑重重不敢报案，致使该案
侦办工作一度陷入困境。面对这一情
况，符应平带领专案组队员深入被害
群众家中做足思想工作，符应平说，

“一次不行就两次，两次不行就多次，
总会有被害人愿意站出来和我们一起
并肩作战。”就是凭这种锲而不舍的精
神，符应平带领专案组通过走访调查、
梳理组织架构、查阅历史案件等，逐渐
打开了攻克该案的突破口。

10月28日收网打击启动，符应
平不顾双手被划伤，始终冲锋在一线，
与其他干警一起，抓获包括全部骨干
人员在内的犯罪嫌疑人50名。

凭着勇敢和智慧，符应平屡破大
案。2018年1月，符应平带领专案组
成功斩断以叶某青、陈某风为首的特
大网络“私彩”赌博犯罪团伙涉赌链
条。下半年，与同事成功侦破“2018-
419”公安部目标毒品案件。

近年来，符应平指挥和参与侦破
各类刑事案件970宗，抓获违法犯罪
人员682人、网上在逃犯279人，侦破
现行命案6起，破案率100%。带领昌
江县公安局反电诈工作专班打击电诈
违法犯罪，截至2020年 7月份保持
100%成功打击率。

面对群众：
柔情体贴尽心帮扶

2018年8月，一名女子带着女儿来
到昌江县公安局报案，称自己的女儿被
同龄人殴打、非法拘禁。然而，出于老
民警的办案直觉，符应平觉得案件还另
有隐情：如果仅是“校园霸凌”事件，那么
女孩身上为何没有一丝受伤迹象？并
且在被询问时始终低着头，话语很少，
似有心结。符应平怀疑其受到更严重
的伤害，对此，他细致询问。最后，女孩
母亲道出了事情的真相：女孩不仅被非
法拘禁，还被强迫卖淫。

符应平迅速组织带领专案组连续
加班一个星期摸底排查，最终打掉一
个组织强迫、容留、引诱幼女卖淫的犯

罪团伙，挽救了16名被强迫卖淫的未
成年少女。在闲暇之时，他还会主动
联系这些受害人和家属，对她们进行
安抚和教育。

对涉未成年人案件，符应平说，“孩
子都是宝贵的，不能因为突然的一抹
黑，就彻底否定他们，我们不放过每一
名嫌疑人，但也不放弃每一名误入歧途
或被迫害的孩子。”谈起未成年人保护
的时候，他总能流露出一股慈父般的情
怀。每次侦办涉未成年人案件时，符应
平都会记下他的联系方式，对其进行教
育或安抚，引导他们走入正途。

“我的孩子因为犯了盗窃罪，曾被
符大队长查获，在他耐心教育后，目前
已经摆正了心态，重返校园学习。”昌
江何女士告诉海南日报记者。

据统计，符应平曾经侦办过30余
名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帮助教育过其
中20余名，目前不定期地进行教育和
回访还有10余名。

“他纠正了我们的错误，也是我们
的引路人，我们都叫他警察‘阿爸’。”
符应平帮扶过的青年王不平说。

（本报石碌11月22日电）

昌江公安局刑侦大队大队长符应平：

罪犯的克星 群众的“阿爸”

编者按 2020年10月，中宣部、公安部联合在全社会广泛开展2020“最美
基层民警”推选宣传活动。为配合此项活动，省委宣传部、省公安厅联合启动
了“建功自贸港 寻找海南十佳民警的最美瞬间”学习宣传活动，从全省公安机
关“十佳人民警察”评选活动候选人中遴选出一批人选作为海南省“最美基层
民警”学习宣传活动对象。本报今起推出“建功自贸港 海南省十佳人民警察
候选人最美瞬间”专栏，敬请关注！

第三届海南岛国际电影节展映片单
“星光”展映单元

片名
《黑道与家族》

《北斋》

《如何成为好妻子》

《育蝇奇谭》

《职场心计文学梦》
《大卫·科波菲尔的

个人史》

国家
日本

日本

法国

法国

加拿大/爱尔兰

英国/美国

导演
藤井道人

桥本一

马丁·波渥斯

昆汀·杜皮约

菲利普·法拉多

阿尔曼多·伊恩努奇

时长
136’

129’

106’

77’

101’

119’

主演
绫野刚、馆博、尾野真千子
柳乐优弥、田中泯、阿部宽、永山
瑛太、玉木宏
朱丽叶·比诺什、埃德瓦·贝耶、友

兰达·梦露、诺埃米·洛夫斯基
格雷瓜尔·鲁迪格、戴夫·查普曼、

阿黛尔·艾克萨勒霍布洛斯

戴夫·帕特尔、蒂尔达·斯文顿、休·
劳瑞、彼得·卡帕尔迪、本·卫肖

展映性质
中国内地首映

中国首映

中国内地首映

中国首映

中国首映

中国内地首映

“另辟新径”展映单元
片名

《爱道》
《在其他任何地方》

《戏剧化女孩》
《如果那是爱》

《粉色火烈鸟之惑》
《录像时代》

国家
英国
比利时
荷兰
法国
西班牙
美国

导演
陆明龙

Isabelle Ingold，Vivianne Perelmuter
Vincent Boy Kars

PatricChiha
JavierPoloGandía
JackHenryRobbins

时长
83’
62’
90’
82’
82’
72’

“浮世图景”展映单元
片名

《甘林之火》

《公民北野武》

《电影创作家》

《他梦见巨人》

《康比纳工厂》

《小芭蕾》

国家

美国

法国

英国

英国

瑞士

法国

导演

安东尼·巴努阿·西蒙

伊夫·蒙马耶

马克·艾萨克斯

基思·富尔顿、劳·佩佩

加布里埃尔·特耶多

安妮·克莱尔·多利维特

时长

90’

72’

75’

84’

75’

90’

展映性质

亚洲首映

亚洲首映

亚洲首映

亚洲首映

中国首映

“采珠拾贝”展映单元
片名

《阿伊努之森》
《乐队的夏天》

《苦乐》
《任天堂之死》

《加沙，我的爱》

《死于之间》
《无马之日》

《我啊，走自己的路》
《水中之盐》
《太阳之子》
《如果风坠落》

《南巫》
《混凝土之下》
《美好的世界》
《世界的血管》

国家
日本
伊朗
印度

菲律宾/美国
巴勒斯坦/法国/德国/葡萄

牙/卡塔尔

阿塞拜疆
马来西亚/日本/法国

日本
孟加拉国
伊朗

法国/比利时/亚美尼亚
马来西亚

法国/黎巴嫩
日本

德国/蒙古

导演
Takeshi Fukunaga
Manijeh Hekmat

Ananth Narayan Mahadevan
Raya Martin

Arab Nasser/Tarzan Nasser

Hilal Baydarov
杨毅恒

Shuichi Okita
Rezwan Shahriar Sumit

Majid Majidi
Nora Martirosyan

张吉安
Roy Arida

Miwa Nishikawa
Byambasuren Davaa

时长
84’
75’
100’
99’
87’

92’
112’
138’
100’
99’
100’
105’
78’
126’
96’

展映性质
中国内地首映
中国内地首映
中国首映
中国首映

中国首映

中国首映
中国首映
中国首映
中国首映
中国首映
中国首映

中国内地首映
亚洲首映
亚洲首映

中国内地首映

“经典”展映单元
片名

《黑暗宇宙》（2015）

《恶魔》（1972）

《银色星球》（1988）

《着魔》（1981）

《无尽之夏》（1965）

《紫色正午》（1960）

《飞侠哥顿》（1980）

《洞》（1960）

《小岛惊魂》（2001）

国家

法国

波兰

波兰

法国/德国

美国

法国/意大利

英国/意大利/荷兰/美国

法国/意大利

西班牙/美国/法国/

意大利/英国

导演

安德烈·祖拉斯基

安德烈·祖拉斯基

安德烈·祖拉斯基

安德烈·祖拉斯基

布鲁斯·布朗

雷内·克莱芒

迈克·霍奇斯

雅克·贝克

亚历杭德罗·阿梅纳瓦尔

时长

97’

119’

166’

124’

95’

113’

111’

132’

101’

主演

萨宾·阿泽玛、让-弗朗索瓦·巴尔
梅、乔纳森·日奈

莱赛克·泰来钦斯基、沃捷希奇·帕
斯佐尼亚克、玛乌戈热塔·布劳内
克

安德烈·瑟韦林、杰吉·特雷拉、格
拉齐娜·迪拉格

伊莎贝尔·阿佳妮、山姆·尼尔、格
玛吉特·卡斯滕森、海因茨·贝能
特、约翰娜·霍费尔

罗伯特·奥古斯特、迈克·汉森

阿兰·德龙、玛丽·拉福莱、莫里
斯·罗内、埃诺·克里萨、弗兰克·拉
铁摩尔

萨姆·琼斯、梅乐蒂·安德森、马克
思·冯·叙多夫、托波尔、奥内拉·
穆蒂

迈克尔·康斯坦丁、马克·米歇尔、
吉恩·凯乐蒂、菲利普·勒鲁瓦、雷
蒙德·梅尼尔

妮可·基德曼、克里斯托弗·埃克莱

斯顿、菲奥纽拉·弗拉纳根

“聚焦”展映单元
片名

《空调》（2020）
《马赛行动》（2017）

《土狼》（1992）
《我不是女巫》（2017）

《这是我的愿望》（2020）
《谁杀死了阿历克斯队长》（2010）

国家
安哥拉
南非

塞内加尔
英国/法国/德国/赞比亚

尼日利亚/美国
乌干达

导演
弗拉迪克

迈克尔·马修斯
吉布里尔·迪奥普·曼贝蒂

朗加诺·尼奥尼
艾里·厄斯利、楚可·厄斯利

纳瓦纳·I·G·G

时长
72’
120’
110’
93’
116’
64’

“万象中国”展映单元
片名

《来处是归途》（2020）
《归去来兮》（2019）
《热汤》（2020）

《一意孤行》（2020）
《又见奈良》（2020）
《野马分鬃》（2020）

导演
刘泽
李汶
章明

郭俊立
鹏飞

魏书钧

时长
97’
80’
100’
93’
97’
129’

主演
唐小然、张鸿敬、李坤棉、时晓飞

范佳蕾、王墨尘、吴顺林
陈都灵、李梦、白梓轩、赵燕国彰

段奕宏、万茜、齐溪
吴彦姝、英泽、国村隼、永濑正敏

周游、郑英辰、王小木

展映性质

中国首映
亚洲首映
世界首映

“天涯海角”展映单元
片名

《完美普通家庭》
《恶途》

《掘地父子》
《边境前缘》
《二月》

《夏末快乐之旅》
《怪鱼物语》
《未知幸运》
《加加林》

《年轻人在此》
《何塞》
《小鱼》
《神石》

《马卡卢索往事》
《孤独动物》

《不一样的天空》
《85年盛夏》

《擦窗男孩也想要一
艘潜水艇》

《打开心世界》

国家
丹麦
乌克兰

希腊/法国
俄罗斯

保加利亚/法国
法国

法国/比利时
意大利
法国
爱尔兰

法国/西班牙
美国

阿根廷/墨西哥/卡塔尔/英国
意大利
德国
法国
法国

乌拉圭/阿根廷/巴西/荷兰/菲律宾

美国

导演
玛露·雷曼

娜塔莉亚·沃洛日比特
乔治斯·格里戈拉基斯

马克西姆·达什金
卡门·卡列夫
布鲁诺·梅勒

奥利维耶·巴比内
尼科朗基洛·杰洛米尼

范妮·利亚塔德、杰里米·特鲁伊
欧文·马肯
奥雷尔

查德·哈蒂根
亚历杭德罗·特里 马可·塔拉夫

艾玛·丹特
梅兰妮·威尔德
克洛伊·马兹洛
弗朗索瓦·欧容

亚历克斯·皮派诺

莫娜·法斯特欧德

时长
97’
105’
101’
82’
125’
80’
89’
108’
95’
96’
72’
100’
72’
89’
83’
90’
100’

85’

98’

展映性质
中国内地首映
亚洲首映
中国首映
亚洲首映
中国首映
中国首映

亚洲首映
中国首映

中国首映
亚洲首映

中国内地首映
中国首映
亚洲首映
中国首映

中国内地首映

中国内地首映

亚洲首映
制表/张昕

■ 本报记者 王培琳 特约记者 单云鹏
通讯员 潘彤彤

投运在即，美兰机场二期所有硬
件设施准备就绪。

11月18日，海南日报记者在美兰机
场二期出发层大厅看到，做最后监控系
统调试的工程师、给安检区玻璃墙贴防
护膜的小伙子、免税店里做装修的工人
……各类工作人员忙而有序地做着最后
准备工作。计划2025年满足年旅客吞

吐量3500万人次、年货邮吞吐量40万
吨的美兰机场二期，近期将开展投运前
的最后一次验收，通航进入倒计时。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要“把
握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
新发展格局”。作为海南交通窗口的
美兰机场，通过二期建设，积极助力海
南打造成面向太平洋、印度洋的航空
门户枢纽。

当天，监控系统工程师杨岩跟同
事们正在忙碌。调试接近尾声，所有

监控报警系统的排查，更要仔细严谨。
杨岩说，美兰机场二期有350多

个手报按钮、4000多个摄像头，在运
营之前，要确保全部上线，为机场提供
全方位、无死角的安全警报系统。

美兰机场二期扩建项目以“智慧
机场3.0”为建设目标，围绕“平安机场、
绿色机场、智慧机场、人文机场”，以新
技术、新应用为抓手，进一步提高安全
水平、运行效率、服务品质和建设管理
能力。

美兰机场建设指挥部相关负责人
介绍，在智慧机场方面，目前投入的有
人脸识别预安检、安检智能回筐等30

个信息化系统。届时可应用人脸识
别、自助行李托运等高新科技，为旅客
创造便捷高效的通关流程。

二期扩建项目正式投入运行后，美
兰机场航站楼总面积将达到44万平方
米，机场容量将达到3500万人次/年，值
机柜台达209个，安检通道83条，服务
保障能力得到大幅提升。据预测，到
2035年，美兰机场将成为我国重要的区
域枢纽空港，年旅客吞吐量提升至6400
万人次，货邮吞吐量达到120万吨，实现
临空经济区生产总值450亿元。

2019年，海南全省始发航线基本覆
盖“四小时八小时飞行经济圈”。国内航

线网络已基本覆盖所有省会城市、重点
旅游城市；执飞境外航线103条，覆盖东
亚、东南亚、南亚、大洋洲、欧洲等区域。

在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加快、离岛
免税政策不断优化，境外疫情严峻、境
内游替代出境游的背景下，多家航空公
司都有意继续加大在海南的运力投放。

省交通运输厅相关负责人表示，
我省也正在打造更加开放的航空运输
政策体系，研究放宽空域管制与航路
航权限制。积极争取国家民航局支持
指导，争取试点开放第七航权工作早
日落地，加快推进航空枢纽建设。

（本报海口11月22日讯）

助力海南迈向航空门户枢纽

美兰机场二期通航进入倒计时
五中全会精神在基层

海师今年已面向全球
引进高层次人才332名

本报讯（记者陈蔚林 通讯员曾丽芹）海南日
报记者日前从海南师范大学获悉，今年，该校积极
落实海南面向全球招聘三万岗位人才计划，已经
面向全球引进了332名高层次人才，占全省引才
计划总量的1.1%。

截至10月下旬，海南师范大学编制内签约人
才114人，柔性签约人才101人，意向签约人才
102人，人才总签约率96%。其中，计划引进高薪
人才38人，已引进54人，签约率达142%。

在该校全职引进的人才中，享受国务院特殊津
贴人才2人，中组部“千人计划”1人，中宣部“双万”
人才1人，国家级重点实验室主任1名。此外，该校
还柔性引进了院士11名（含外籍院士9名），教育部
长江学者5名，二级教授30名，海（境）外人才24名
（含意向），已入编落户外籍人才1人。

海南师范大学党委负责人表示，学校将继续
积极落实省委、省政府引才工作，以“人才强校”为
发展战略，推进制度集成创新，激发人才干事创业
内生动力，为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贡献海师力量。

省脱贫致富电视夜校
今晚播出

本报海口11月22日讯（记者陈蔚林 实习生
王梦洋）第209期海南省脱贫致富电视夜校将于
11月23日20时在海南经济频道、20时30分在三
沙卫视，11月29日16时20分在海南卫视播出。

本期推出电视夜校创办四周年特别节目，涵
盖了“感恩励志”“向脱贫光荣户看齐”等板块内
容，并启用全新舞美，丰富视觉体验。

观众还可以登录海南网络广播电视台，下载
“视听海南”手机客户端收看本期节目。

陵水隆广镇将表彰“脱贫光荣户”

激发内生动力 巩固脱贫信心
本报椰林11月 22日电（记者李梦楠 梁君

穷）为进一步发挥先进典型的示范带动作用，充分
激发贫困户内生动力，巩固其脱贫致富信心，11
月24日晚8时，陵水黎族自治县隆广镇将在隆广
镇中心小学举办2020年陵水隆广镇“脱贫光荣
户”表彰晚会。

据悉，晚会现场将集体表彰隆广镇2020年省
级“脱贫光荣户”17名、县级“脱贫光荣户”18名、镇
级“脱贫光荣户”28名。此外，晚会现场还安排了歌
舞、沙画、诗歌朗诵以及独具特色的隆广村民时装
秀等表演，将为群众带来一场精彩的文化演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