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共有8个项目
被列为全国旅游扶贫示范项目

8个旅游扶贫村
被纳入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名录

在旅游景区和乡村旅游点
共设立旅游扶贫商品销售点 116个

先后开发旅游扶贫商品
50余种

2016年
至今

我省通过旅游扶贫直接带动

1.55万余户5.79万余人脱贫

制图/陈海冰

■ 本报记者 赵优 通讯员 李艺娜

“走过路过，不要错过农家新鲜水
果哟，好吃又实惠！”12月15日上午，
在位于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三道镇的
海南槟榔谷黎苗文化旅游区的惠农街
上，三道镇甘什村村民黄小梅正在自
家经营的商铺前一边卖力吆喝，一边
整理着摊位，五颜六色的水果吸引不
少游客驻足购买。

眼前的景象放在往年，再平常
不过，但今年初新冠肺炎疫情让在
惠农街经营商铺的 130 户农户集
体歇业。经过几个月的等待，海南
旅游产业逐步复苏。今年 8月，农

户们重新开铺经营，惠农街再现烟
火气。

惠农街共有130间铺面，是海南
槟榔谷黎苗文化旅游区于2016年专
为三道镇甘什村免费打造的扶贫一
条街。经过景区和农户几年时间的
用心经营，惠农街已成为远近闻名的
特色商品街。4年来，黄小梅不仅见
证了槟榔谷黎苗文化旅游区的变化，
也借助景区提供的发展机会顺利实
现脱贫。

近年来，我省以增加贫困人口
收入、增强贫困地区自我“造血”能
力为目标，加快推进旅游扶贫工
作，深入挖掘贫困地区乡村旅游发

展潜力，因地制宜发展乡村旅游，
通过建立“旅游+扶贫”新模式助力
脱贫攻坚。

自2016年成为全国首个全域旅
游创建示范省以来，我省以“美丽海
南百镇千村建设”为抓手，把发展乡
村旅游作为精准扶贫和实施乡村振
兴战略的关键举措，依托农村地区
的绿水青山、田园风光、乡土文化等
资源发展特色乡村游，取得了明显
成效。

开房车去乐东黎族自治县尖峰镇
露营看繁星、在琼海市南强村度假赏
艺雕、在海口市山尾头村抓蟹吃海鲜、
在白沙黎族自治县罗帅村徒步玩溯

溪、在澄迈县侯臣村品咖啡……一个
又一个乡村依托生态优势，走上了发
展特色旅游产业的道路，成为旅游扶
贫的范本。通过发展乡村旅游，许多
贫困村民在家门口吃上“生态饭”，变
好风景为“好钱景”。

与此同时，我省有关部门整合
海南丰富多彩的乡村旅游文化资
源，通过举办乡村节庆活动聚人流、
促消费。今年以来，“乡”约海南·精
彩无限 2020 美丽海南乡村扶贫消
费活动先后在儋州、白沙、定安、万
宁等市县举办，带旺了乡村旅游消
费。在陵水站活动中，近 400 名市
民游客观赏田园美景，逛爱心扶贫

集市买扶贫农产品。“海鲜干货、咸
鸭蛋这些东西特别好，我们买一些
回去，为脱贫攻坚作点贡献。”来自
海口的游客徐莉说。

经过多年实践和探索，我省不仅
形成了以琼海市为代表的全域发展
型、以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什寒村为
代表的整村推进型、以保亭什进村海
南布隆赛乡村文化旅游区为代表的区
域联动型、以海南槟榔谷黎苗文化旅
游区为代表的景区带动型和以五指山
市雨林茶乡为代表的品牌打造型等旅
游扶贫五大模式，还涌现出一批旅游
扶贫典型案例。

（本报海口12月15日讯）

我省挖掘乡村旅游发展潜力，促进贫困人口脱贫致富

农民吃上“生态饭”好风景变“好钱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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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饮水

12 月 15 日，屯昌县特殊
教育学校，舞蹈老师在教学生
跳舞。

屯昌县特殊教育学校于去
年建成，是一所以智力障碍和自
闭症儿童为教育对象的九年义
务教育全日制公办学校。该校
为来自建档立卡贫困户和农村
低保家庭的经济困难学生申请
了特惠性资助及普惠性资助，资
助标准为：小学段非寄宿生
3900 元/年，寄宿生 5400 元/
年；中学段非寄宿生4525/年，
寄宿生5900元/年。

本报记者 李天平 摄

用爱守护
“残缺花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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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扶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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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热线：66810888

我局于2020年11月18日在《海南日报》A11版发布的
《儋州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公告》（儋自然资公告
〔2020〕18号），因故延期。具体延期事项：1.咨询和购取挂
牌出让手册原截止时间为2020年12月16日16:00，现延期
至2020年12月23日16:00；2.交纳竞买保证金原截止时间
为2020年12月16日16:00，现延期至2020年12月23日
16:00；3.竞买资格原确认时间为2020年12月16日17:00
前，现延期至2020年12月23日17:00前；4.挂牌原截止时
间为2020年12月18日17:00，现延期至2020年12月 24
日11 :00 。

特此公告
儋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0年12月16日

延 期 公 告
儋自然资公告〔2020〕21号

海口市鑫海华庭房产转让公告
项目编号：QY202012HN0208

受委托，按现状公开挂牌转让海口市秀英区海榆中线11号
鑫海华庭D栋202、203、204、205和206共5套房，挂牌价分别
为108.98万元、65.06万元、108.98万元、61.92万元和114.98
万元。公告期：2020年12月16日-2020年12月29日。对竞
买人的基本要求及条件等详情请登录海南产权交易网（http://
www.hncq.cn）、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网（http://zw.hainan.
gov.cn/ggzy/）查询。联系方式：海口市国兴大道61号华夏银
行大厦 18 楼海南产权交易所，电话：66558007 麦先生、
66558023李女士；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中心1楼受理大厅4号
窗口，电话：李女士0898-65237542。

海南产权交易所
2020年12月16日

2座钢丝网水泥平台挂牌转让公告
项目编号：XZ202011HN0178-1

受委托，按现状公开挂牌整体转让2座钢丝网水泥平台，

挂牌价格为1,363,941.00元。公告期：2020年12月16日至

2020年12月29日，资产详情请登录海南产权交易网（http://

www.hncq.cn）、E交易网（http://www.ejy365.com/）、海南

省公共资源交易网（http://zw.hainan.gov.cn/ggzy/）查询。

联系方式：海口市国兴大道61号华夏银行大厦18楼海南产权

交易所，电话：66558034黄小姐、66558023李女士；海南省公

共资源交易中心1楼受理大厅4号窗口，电话：李女士0898-

65237542。

海南产权交易所

2020年12月16日

文昌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关于进行《文昌市航天大道片区
控制性详细规划（修编）》公示启事

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和文昌市城市规划委员会审议通过，我
局拟按程序公示《文昌市航天大道片区控制性详细规划（修
编）》。为广泛征求社会各界人士意见和建议，现按程序进行公
示。1、公示时间：30天（2020年12月16日至2021年1月14
日）。2、公示地点：文昌市政府网站，海南日报，现场公示。3、
公示意见反馈方式：（1）电子邮件请发送到：wczrzj@163.com；
（2）书面意见请邮寄到文昌市文城镇清澜开发区白金路2号文
昌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规划编制室，邮政编码：571339；（3）意
见和建议应在公示期限内提出，逾期未反馈，将视为无意见。
4、咨询电话：0898-63332128，联系人：林望。

文昌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0年12月16日

临高县临城镇临新路5套商铺拍卖公告
受委托，我司定于2021年1月20日上午10:00在临高县财政局

七楼会议室依法公开拍卖：
临高县临城镇临新路5套商铺，竞买保证金20万元/套。铺面编

号、参考价及面积详见《商铺拍卖清单》。
说明：1、每份竞买保证金可以竞买任意一套铺面（依此类推）。

2、《商铺拍卖清单》是本拍卖公告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标的展示时间：自见报之日起至2021年1月19日止
标的展示地点：标的所在地
有意竞买者请于2021年1月19日下午17时前到海口我司了解

详情并办理竞买手续或于1月19日当日下午17时前到临高县临城
镇临新路临高县供销合作社二楼会议室报名（以保证金到账为准）。

联系地址：海口市滨海大道115号海垦国际金融中心906室
联系电话：13976269488 13398975899

海南恒鑫拍卖有限公司 2020年12月16日

声 明
海口市信达·海天下原业主大会公章和业主委员会公

章并未遗失。根据海口市美兰区灵山镇人民政府文件，灵

山府【2020】355号认定“海口市信达·海天下业主大会”（公

章编号：46010000047056）“信达.海天下业委会”（公章编

号：46010000007895）两枚公章合法。即日起两枚公章正

常使用。

特此声明

海口市信达海天业主委员会

2020年12月16日

关于召开三亚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的通知
各位股东：

我司定于2020年12月31日（周四）下午15:30以现场会议
的形式在三亚市解放二路365号三亚农商银行总行九楼会议室
召开2020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本次会议的权益登记日
为2020年12月15日，即截止2020年12月15日登记在册的股东
均有权参加本次股东大会。本次会议将审议的提案有《关于海南
典泛实业有限公司股权受让的提案》等。有关本次会议的股东出
席要求、议案详细文本、会议投票方式等会议材料已于2020年12
月16日上传至我行公共信息披露邮箱：hnb365@126.com.密码：
syns0529，股东也可联系我行工作人员获取。联系人：孙婧、刘霞
红；联系电话：88233647。

三亚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12月16日

■ 本报记者 刘梦晓

一块撂荒地，如何盘活产生效
益？琼海市嘉积镇雅洞村给出的答案
是：养殖小龙虾。

12月15日，雅洞村脱贫户颜冬
夫像往常一样，来到村里的稻虾综合
种养产业示范基地给虾喂食。数十亩
连片的虾塘里，养的全是活蹦乱跳的
小龙虾。

颜冬夫把饵料撒入虾塘中，看着
活力十足、争相吃食的小龙虾，他的
脸上洋溢着笑容，“看这些虾养得多
好啊！”

一年多以前，颜冬夫还在四处打零
工。那时，颜冬夫家中有生病的老人，

孩子上学开销不小。尽管没什么手艺，
他还是选择在农闲时外出打工。

“虽然挣得也不多，但比在家种地
强一点。”颜冬夫说，为了维持一家人
的生计，他将家里之前用于种植传统
农作物的3亩地撂荒，地里很快长满
了杂草。

2019年的一天，颜冬夫接到村党
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黄畅的电话。

“黄书记问我，愿不愿意把我家的撂荒
地流转给村里集中管理使用，给我租
金，也给我提供工作岗位。”颜冬夫觉
得这是件好事，于是赶回村里和黄畅
见面。

回村后颜冬夫了解到，为解决农
用地撂荒问题、促进农业生产，村里计

划通过“政府+合作社+农户”的模式，
因地制宜发展稻虾种养产业，带动村
民脱贫致富。在琼海市相关部门和嘉
积镇政府的大力支持下，去年12月，
雅洞村“两委”干部牵头成立了琼海温
泉雅洞稻虾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不
久后，颜冬夫把地租给了合作社。

合作社将包括颜冬夫家的地在内
的120亩撂荒农田作为稻虾试点种养
基地，引导农户以农田入股合作社，学
习水稻无公害生态栽培技术、小龙虾
养殖技术，发展稻虾种养产业。同时，
合作社吸纳企业帮扶雅洞村14户脱
贫户的30万元产业发展资金，让脱贫
户成为合作社的“股东”，让他们每年
可获得分红。

颜冬夫进入合作社务工，从事喂
虾、设施设备维护、巡查管理等工作，
每天有100元的务工收入，还能就近
照顾家人。

同时，雅洞村“两委”干部和乡村
振兴工作队积极跑市场、对接客户，销
售小龙虾。“打通小龙虾销路，产业发
展才有出路，我们必须加把劲。”雅洞
村乡村振兴工作队队长吕先龙说。

今年8月，第一批试养的小龙虾
卖出了近20元一斤的价格；11月，在
琼海有关部门举办的“发展高效农业，
助力脱贫攻坚”秋冬农产品展销活动
中，琼海温泉雅洞稻虾养殖农民专业
合作社与来自海口的参展商签订了小
龙虾收购意向书，约定的收购价格达

40多元每斤。
“冬天是我们村的小龙虾生长和

销售的旺季。”黄畅介绍，每到冬天，
作为小龙虾主产区的安徽、浙江、江
苏等地受天气影响，小龙虾产量减
少。而海南气候温暖，小龙虾生长速
度快、品质好，该村养的小龙虾受到
市场青睐。本月底，合作社将向江
苏、上海等地销售一批小龙虾，售价
或可达80元每斤。他表示，在琼海
相关部门的支持下，雅洞村正在全力
打造小龙虾品牌。

“养小龙虾市场前景好，现在就盼
着年底分红了！”说罢，颜冬夫又在虾
塘边忙起来。

（本报嘉积12月15日电）

琼海雅洞村盘活土地发展养殖产业，打造小龙虾品牌

小龙虾闯大市场 撂荒地变“淘金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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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

东方农村贫困地区自来水普及率达100%

一网好水润民心
■ 见习记者 肖开刚

“用自来水厂的水，基本不停水，生活方便多
了。”12月15日下午，东方市大田镇报白村的脱
贫户符备弟一回到家，便打开水龙头洗手，自来水

“哗哗”地流出。他告诉海南日报记者，他们村地
势高，以前村民合伙打水井，然后用水泵从水井中
抽水到各家各户的水塔里，供村民们使用，但水压
不稳定，且经常停水。去年，当地政府着手解决农
村贫困地区安全饮水问题，该村用上了自来水厂
供应的放心水。

报白村安全饮水问题得到解决，直接受益于
去年底大田净水厂建成试投产。“村里的生活用
水，目前由大田净水厂统一供应，相比以前饮水安
全更有保障。”报白村驻村干部符发超说。

“我们供应的自来水是可以直饮的。”近日，大
田净水厂厂长符雄在报白村入户检查供水情况时
说，该水厂的水来自戈枕水库，经过专业处理，水
质优良且稳定。

像大田净水厂这样的农村中小型水厂，东方
目前共有8个。“十三五”期间，东方市委、市政府
高度重视农村饮水安全工作，共投入财政资金8.8
亿元建设农村饮水工程83宗，全力补齐农村贫困
地区安全饮水短板，推进城乡供水一体化，使全市
农村地区自来水普及率、水质检测覆盖率、水质合
格率全部达100%。

东方市水务局局长王斌表示，接下来他们将加
快推进“智慧水务”建设，充分发挥集水源地取水、水
厂制水、管网配水、群众用水等环节监控功能于一体
的“智慧水务”平台的作用，对供水各环节进行统一
管理，逐步实现同城、同网、同质、同价和同服务的供
水管理目标。 （本报八所12月15日电）

昌江大安村脱贫户黄山：

起早摸黑种冬瓜
幸福日子“沉甸甸”
■ 见习记者 刘婧姝 特约记者 林朱辉

12月15日凌晨5点，天还未亮，昌江黎族自
治县海尾镇大安村脱贫户黄山便打着手电筒，来
到冬瓜地里施肥、除草，开始了忙碌的一天。

眼下正值冬季瓜菜上市季节，他一心想让冬
瓜再长长个头、多卖点钱。“今年冬瓜收购价超2
元一斤，我已经收到收购商9万元订金。”看着一
个个二三十斤的冬瓜吊在竹架上，黄山笑得合不
拢嘴。他跟海南日报记者算了一笔账，“种了20
多亩，亩产量为1万多斤，除去6000元一亩的成
本，纯收入非常可观。”

聊起脱贫前的生活，黄山直摇头。“以前住的
是40多平方米的瓦房，遇上台风天，屋内多处漏
雨。”黄山说，以前家里主要靠种甘蔗和水稻维
持生计，一年收入不过五六千元。2014年，父亲
生了一场重病，当地政府将他家列为建档立卡贫
困户。

黄山回忆，他家被列为建档立卡贫困户后，
村干部和帮扶责任人给他送来了脱贫致富的“金
点子”。“大安村灌溉水源好，你种黑皮冬瓜再合适
不过了。”大安村党支部书记陈义宏建议。

与家人商量后，黄山决定试一试。为了学习掌
握种植技术，他每周准时收看脱贫致富电视夜校，遇
到种植技术难题，就向农技专家请教。通过学习积
累，他逐渐掌握了黑皮冬瓜种植技术。2014年12
月底，黄山种的12亩冬瓜卖了8万多元。

“种冬瓜3个多月就能采收，我还得再干点别
的，增加收入。”黄山介绍，农闲时他会在附近打零
工。2016年底，黄山一家摘掉了“贫帽”。脱贫后
的黄山干劲更足了，今年9月他一口气种了25
亩冬瓜。 （本报石碌12月15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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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贫典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