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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老破小”到“高大上”——

店家“擦亮”招牌 琼菜“叫响”品牌

“2020美丽乡村一堂课”公益活动

10位体育明星
走进琼海沙美村

本报嘉积12月23日电（记者刘梦晓）12月
23日，2020美丽乡村博鳌国际峰会“美丽乡村一
堂课”公益活动在琼海市沙美村举行，旨在为在世
界体育冠军和乡村少年儿童之间编织“感受爱、凝
聚爱、传递爱”的纽带，进一步推动体育精神走进
校园。

据悉，今年是琼海第二次举办“美丽乡村一
堂课”公益活动。郑海霞、张宁、张虹、邢傲伟、
许艳梅、郭丹丹、王仕鹏、张博、周蜜等10位体育
明星运动员走进琼海沙美村，和来自博鳌中心
学校的学生们进行现场互动。同时，运动员为
学生们教授轮滑技巧，宣讲冬奥知识，示范羽毛
球动作。在授课的同时，运动员们将自己的励
志故事分享给学生们，激励他们发扬更快更高
更强的体育理念，敢于拼搏，长大后更好地建设
家乡。此外，明星运动员们还向学生们捐赠了
篮球、羽毛球、图书等。

在分享中，滑雪冠军郭丹丹以“我的成长历
程”为课题，饱含激情、风趣幽默地讲述了自己
的冰雪故事。当她分享自己的心路历程时，感
人的故事让学生们听得津津有味，很多学生流
下了热泪。

“每一位名将，都有一段段难忘的成长经
历。但相同的是无论在什么时候，都要努力拼
搏，不向困难低头。”速滑冠军张虹在现场说。
她还结合2022年冬奥会话题，深入浅出地为学
生们科普冰雪及速滑运动等竞技知识，赢得了
学生们热烈的掌声。

本次活动由中国宋庆龄基金会、海南省农业
农村厅、琼海市人民政府、美丽乡村博鳌国际峰会
组委会主办。

陵水开展
“寒冬送温暖”专项活动

本报椰林12月23日电（记者梁君穷）近日，
为切实做好寒潮天气的各类民政服务对象防寒保
暖工作，陵水黎族自治县相关部门和各乡镇积极
开展“寒冬送温暖”专项活动，为该县低保对象、分
散供养特困人员、低收入家庭等人员送上御寒物
资。截至12月23日，陵水共为困难群众发放物
资2000余件。

12月23日，陵水县总工会详细了解困难劳
模的身心健康和生活现状，为在档困难职工56
人，困难劳模16人送去毛毯144张。据悉，自12
月18日以来，陵水各相关部门前往养老机构、建
档立卡贫困户、困境儿童、困难群众家中，对困难
群体进行慰问，并向他们发放了粮油、棉大衣、棉
被等慰问物资。

与此同时，各乡镇也纷纷响应号召，通过实地
走访、微信、电话慰问等多种方式，摸底排查困难群
体在低温天气期间的日常状况和基本生活需求，并
及时发放御寒物资。本号镇提前摸底排查群众御
寒需求，给困难群众送去棉大衣、棉被等御寒物资，
为248户群众发放棉大衣188套，棉被250张。

送温暖 抗严寒

海报

时下，北方正值寒冬，过
冬的候鸟纷纷飞来海口东寨
港湿地栖息、觅食。据了解，
每年这个时候，海南得天独厚
的自然生态环境吸引众多候
鸟来越冬，前来越冬繁殖的候
鸟达100多种，海口东寨港湿
地已成为“鸟的天堂”。

本报记者 张茂 摄

海口：
东寨港湿地

迎来越冬“客人”

共建自贸港 有事好商量
■ 本报记者 刘操

最近，东方市三家镇红草村村民
的生活条件得到极大改善：困扰村里
8年之久的自来水正常供水“建、用、
管”问题得到了解决，村民们终于不
用再为每日用水发愁了。

今年以来，东方积极推动基层协
商民主试点工作开展，稳步推进政协

协商与基层协商有效衔接，既解决了
村民想办又不敢办的事，又办成了一
批乡镇党委想办又办不成的难事，得
到社会的好评和点赞。

“自来水一直都‘不来’。”红草村
村民这样形容过去8年他们的用水状
况。红草村村委会主任张明强介绍，
长期以来，由于村附近加压泵站压力
不够，红草村供水时间始终无法保

证，经常要隔10天或8天供水一次，
每次供水时间也只有几个小时。“长
时间供水不正常，相当多的水表损
坏，水管缺少维护，老化严重。”

村民用水问题长期无法解决，村
干部闹心，百姓烦心。今年初，东方
市政协在红草村筹建基层协商议事
室，将“解决红草村自来水正常供水
及管理问题”确定为议题开展协商。

“解决供水有没有具体时间表？”
“水表和老旧的水管改造怎么操作？”

“加压泵站如何配备管理人员？”……
在红草村第一次基层协商民主议事
会议上，14名利益相关方代表抛出一
系列有关切身利益问题后，东方市自
来水公司相关人员当即承诺在加压
泵站加压、对老化供水管升级改造。
东方市水务局相关人员也承诺对全
村用户水表进行更换。

东方市政协主席潘乙宁介绍，东
方市政协在推动协商民主成果转化
运用上下功夫，探索建立一支由市政

协委员、村监会成员和利益相关方组
成的监督队伍，全过程监督问效。在
相关方持续的推进下，今年7月，红草
村实现了正常供水。

潘乙宁表示，经过实践，协商议
事已成为东方提升基层治理体系和
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手段。截至目
前，东方全市10个乡镇、1个经济区、
11个社区、17个行政村召开了基层协
商民主议事会议，实现乡镇、社区全覆
盖。 （本报八所12月23日电）

东方探索推进基层协商民主试点

难题“议一议”民心“聚一聚”

“当下是琼菜品牌发展的最好机
遇。”林俊春坦言，但如果想要谋求进
一步发展，还需多方共同努力。

被海南省烹饪协会、海南省琼菜
研究中心授予“元老级琼菜大师”荣
誉称号的陈中琳掌厨数十年，正式招
收了10位徒弟。他告诉记者，自己除
了教授厨艺外，还会定期召集10位徒
弟汇聚一堂，要求徒弟各自烧菜，共
同品尝，切磋厨艺，“大家借机提高烹

饪技艺，分享经营理念，让琼菜企业
得以不断创新，抱团发展”。

作为“元老级琼菜大师”，陈中琳
认为，要想成就品牌，琼菜厨师应当
注重菜品的精细化、精美化，“为了保
持原汁原味，许多琼菜菜品的外相粗
犷，带壳、带骨，吃起来不方便、不雅
观，应当在出品上动脑筋，让菜品既
好吃又好看”。

厨房好味的老客田先生也是一名

餐饮从业者，他告诉记者，包括自己在
内的许多琼菜品牌店都在追求菜品创
新，扩大客户群，但是保持本地特色是
琼菜品牌发展的大前提，“如果失去了
地方特色，客人就不会感兴趣”。

石梁平则认为，琼菜店的品牌化
发展离不开现代化管理模式，“小作
坊的小打小闹走不远，必须要走大融
合的道路，实行现代化、集团化管理，
从上至下、各个门店都贯彻同一套理

念、同一套模式，才能打造出类似海
底捞的餐饮大品牌”。

陈建胜表示，省烹饪协会也将组
织会员不定期进行琼菜推介、行业交
流、餐饮比赛，同时下大力气培养琼
菜厨师后备军，为琼菜店的品牌化之
路提供不竭动力。

“也希望政府多多扶持琼菜行业
发展。”林俊春说。

（本报海口12月23日讯）

■ 本报记者 习霁鸿
实习生 陈燕

12月底，在现有4个店
面的基础上，“18岁”的琼
菜王餐饮管理公司（以下简
称“琼菜王”）即将“上新”第
5家分店；以海口金牛岭公
园为圆心的方圆3公里内，
仅海南汉群厨房好味餐饮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厨房
好味”）一家琼菜品牌就有
2家门店，人均消费在百元
以上的中高端琼菜店多达
近10家……

过去，有人曾评价老牌
琼菜店：“藏在老街老巷，停
车是难题，味道超级好，环境
脏乱差。”很长一段时间，大
多琼菜店的环境羞于示人。

但近年来，不少琼菜店
一改过去面貌，各自脱胎出
新模样，不仅环境更加优
美，菜品也更加精良、服务
更加到位。琼菜店的品牌
化趋势愈加明显，而这些琼
菜店也正逐渐成为更多人
认识海南自贸港的新窗口。

“以前，琼菜只是粤菜的一个分
支，做琼菜的饭馆大多只关注菜品本
身，不愿意打出明显的‘琼’字招牌。
现在嵌‘琼’字的饭馆越来越多，大家
都在争相突出‘琼’味。”海南省烹饪协
会创会会长、海南省琼菜研究中心荣
誉理事长林俊春研究琼菜数十年，十
分清楚个中变化。

“小时候去吃本地菜，只能去‘老、
破、小’的琼菜馆，没有其他选择。”12
月21日晚上，在琼菜记忆世贸店就餐

的海口市民冯先生告诉海南日报记
者，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家里聚餐都会
选择龙泉集团、琼菜王、厨房好味、琼
菜记忆等品牌琼菜店，“不但菜品好，
环境也好。”唯一让他“头疼”的是需要
提前订位，否则可能得排队。

而排队，恰恰说明了品牌琼菜店
的火爆。省烹饪协会会长、海南三厨
新海府餐饮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新海府”）董事长陈建胜介绍，目前海
口以琼菜为主打菜的餐厅已有大大小

小两三百家，“开一家，活一家，火一
家，大家肯定愿意继续开”。

“行情火热还体现在网络传播背
景下的口口相传，很多省外客人慕名
而来。”琼菜王总经理伍志伟清楚地记
得，就在本月中旬的一天，临近饭店打
烊时间，一群自驾游省外客人赶到店
里，打算以一顿琼菜结束此次的海南
之旅。“和过去一样，当天我们延长了
营业时间，客人们如愿吃上了文昌鸡、
东山羊、小黄牛、五指山野菜等琼菜，

纷纷留下好评。”伍志伟说。
陈建胜表示，来新海府就餐的

客人中，约一半都是外地人，2019
年春节黄金周，新海府的客流量和
收入同比增长超过 20%，省外游客
占比超过60%。

厨房好味执行总裁曾令满也告诉
记者，尤其是在每年下半年的旅游旺
季，该公司的各大门店就会汇聚各地
客人，“在店里能听到各种方言，十分
热闹”。

告别“老破小” 品牌琼菜店“开一家活一家火一家”

林俊春认为，琼菜食材多样、质
优，且烹饪讲究原汁原味，符合当代人
对健康的追求，这是琼菜店品牌化的
重要基础。

但时代在变，食客的需求也在
变。纵观省内已成品牌的琼菜店，往
往都会在菜品创新上下功夫。

就在两个月前，厨房好味研发了一
道全新菜品——清焖东山羊肉。相较
于常规打边炉和红焖的做法，清焖东山
羊肉不加水，佐料简单，既传承了海南

人喜清淡的口味，又在烹制手法上有所
创新，一经推出便大受食客欢迎。“我们
各门店的研发团队基本上每周都碰头
讨论，保证各门店菜品的口味和口感统
一标准。”曾令满说道。

在琼菜王，菜品实行月度末位淘
汰制，即每月淘汰现有菜品中点单率
较低的10道菜，再研发10道新菜。

“新菜研发出来后，各分店的研发团队
共同交流、讨论、改进。一道菜要调整
很多次才会端上桌，”伍志伟说，“市场

调查团队还会不定期电话回访顾客对
菜品的评价。”

“现在中高端琼菜店的菜品融合
了中外口味，烹饪方式也有所变化，实
现了传统和创新的结合。”海南民间美
食家石梁平认为，要想发展壮大，这种
变化是必须的，“一方面要坚持传统，
因为传统里包含着乡愁与乡情，一方
面也要作出新的尝试，从而适应不断
变化的市场需求”。

除了琼菜店本身的转变，政府部

门、行业组织、消费环境等外部因素也
起到了正向作用。2013年，省烹饪协
会和省琼菜研究中心评选出34家海
南省首批琼菜名店；2019年，海口市
商务局主办了“中国（海口）海南鸡饭
创新发展论坛暨海南鸡饭十大金牌名
店评选”……一系列举措都扩大了琼
菜品牌店的影响力。

“更重要的是，海南自贸港利好政
策吸引了大量人才和游客，进一步促
进了餐饮行业消费升级。”陈建胜说。

变身“高大上” 坚持传统同时顺应潮流创新菜品

发力“新机遇” 仍需注重菜品精细化、管理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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稳步推进慢性病综合防控示范区建设，目前我省已建成7个国家级慢性病综合防控示范
区和5个省级示范区，国家级与省级示范区县区覆盖率分别为31.8%和22.7%，达到国家“十三
五”规划国家示范区县区覆盖15%目标。

加强市县级综合医院慢性病和健康管理中心建设；2019年全省高血压患者规范管理率、
糖尿病患者规范管理率分别为76.7%和74.8%，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从2016起，无本地疟疾病
例报告。麻疹发病率多年保持在全国较低水平，连续12年无甲类传染病疫情发生，连续27年
无脊灰野病毒感染病例，连续21年无白喉病例报告，5岁以下人群乙肝表面抗原（HBsAg）阳
性率下降至1%以下。

艾滋病感染者、病人发现和质量管理力度加大，“十三五”期间抗病毒治疗3711例，至
2019年治疗成功率为95.05%，艾滋病疫情始终保持在低流行状态。全省结核病防治三位一
体服务体系逐步建立，结核病诊疗能力得到提升。全国率先实现疫苗冷链温湿度实时监管和
省内疫苗流通全程可追溯全省全覆盖，全省适龄儿童免疫规划接种率继续维持95%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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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全省12个市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进行了原址或搬迁建设。
“十三五”期间，省级财政设立健康服务发展专项资金，用于支持各市
县疾病预防控制机构标准化能力建设。省政府累计投入2.4亿元，新
建了省级结核病医院和东部精神卫生中心，进一步提升了全省结核
病和精神卫生防治能力。促进人群心理健康，全省平均严重精神障
碍报告患病率 4.7‰、规范管理率 81.15%、面访率 85.9%、服药率
74.77%、每10万人口精神科执业（助理）医师4.8人。健全和完善精
神卫生防治体系建设，改扩建省安宁医院、东西中部精神卫生中心精
神专科医院，支持农场医院和民营资本举办精神专科医院，各市县均
开设了精神科（心理）门诊，配备了精神科医师、注册护士及心理咨询
师，其中海口、琼海、东方等3市开展了精神障碍患者社区康复工作，
全省精神卫生资源明显增加，服务能力得到较大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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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海南作为一个整体来打造六级卫生应急救援网络（国际
级、国家级、省级、区域级、市县级、乡镇级），大力推进国家海上
紧急医学救援基地（海南）项目、全省紧急医学救援体系和能力
提升重点项目、全省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防控应急队伍建设项目，
以及国家核辐射紧急医学救援基地（海南）项目建设，出台《海南
省改革完善紧急医学救援体系和能力提升重点项目实施方案》，
不断加强五大区域医学救援中心和市县120急救中心建设，将
辖区二级以上医院统一纳入当地120急救中心并作为网络医
院，承担本市县区域内的院前紧急救援任务，并将乡镇卫生院急
救站建设列入海南省乡镇卫生院标准化建设内容，统一标准进
行建设。通过积极打造六级卫生应急救援网络，依法科学做好
急性传染病防控工作，妥善处置各类突发事件。

疾控体制机制改革稳步推进 卫生应急工作不断强化

海经贸重视师资队伍建设

大力实施“人才兴校”战略
本报海口12月23日讯（记者陈蔚林 通讯

员王晓灵）日前，海南经贸职业技术学院引进一名
长期在美国高校担任孔子学院中方院长的英语专
业博士、教授到校工作，为该校外语外贸类专业建
设和国际交流与合作增添了一名得力干将。

2019年，教育部公布中国特色高水平高职学
校和专业建设计划（简称“双高计划”）第一轮建设
单位名单，海经贸位列其中，是海南唯一入选该计
划的高职院校。获此殊荣后，该校多措并举，做实
引才、育才、用才“三篇文章”，以人才资源的新优
势推动中国特色高水平高职学校建设，为海南自
贸港贡献海经贸智慧。

海经贸相关负责人介绍，一年来，该校高度重
视师资队伍建设，大力实施“人才兴校”战略，在“引”
上下功夫，组织多场高层次人才考核招聘，重点引好
海外留学归国人才、行业企业技术人才和候鸟专家
型人才；注重盘活人才存量，在“育”上下功夫，修订
教职工攻读博士学位管理办法，有计划地组织教职
工赴境内外合作院校开展专题集中培训；积极搭建
平台、建立机制，确保人才“用”得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