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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点
新海南客户端、南海网、南国都市报
推出融媒体产品

讲述海南公路发展历程
本报海口2月4日讯（海报集团全媒体中心

记者韩静 吴春媚）“十三五”末，全省公路通车总
里程超4万公里，高速公路通车里程达1254公
里。2月3日，新海南客户端、南海网、南国都市报
推出融媒体产品《海南公路：4万公里的修炼》，截
至2月4日17时，该视频累计点击量超8万次。
据悉，该视频将在俄罗斯塔斯社官方网站播出，
向俄文地区国家用户推介海南。

海南公路，如同一条发展的纽带，横跨江海，
穿越山冈，沟通四方，从沿海到山区，从城市到村
落。据了解，该视频通过宏伟大气的航拍视角，
俯瞰海南互联互通的公路网，讲述海南公路的发
展历程，展示海南公路沿途魅力风景。视频发布
后获得许多网友留言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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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贫攻坚答卷

新春走基层·脱贫攻坚

2月4日下午，海南省供销社
联合省扶贫办、南海网、海南爱心扶
贫网在省委海南广场办公区启动今
年首场“消费助农大集市”活动。

活动现场设20个帮扶产品销
售摊位，来自14个市县25家有帮
扶机制的合作社和企业，带来100
多种时令水果蔬菜、海产品等特色
农产品参展。省直机关工委发动省
直各单位机关党委、各驻琼单位机
关党委和企事业单位党委等党组
织，积极引导机关党员干部职工参
加此次活动，踊跃认购，营造齐心协
力助农增收浓厚氛围。当天活动销
售额达21万多元。活动将持续至
2月5日。图为干部职工购买帮扶
产品。

文/海南日报记者 苏庆明
图/海报集团全媒体中心记者 蒙健

“消费助农大集市”
走进省委海南广场

本报定城2月4日电（记者刘梦
晓 叶媛媛）每月初，到缴纳电费的日
子，定安县龙门镇龙门村脱贫户梁秀
妹有些烦恼：用电多了，电费涨了。

2月4日，海南日报记者来到梁秀
妹家，她掏出刚收到的一张电费账单向
记者诉说：“今年1月份，家里的电费接
近200元；2017年1月，电费不过90多
元；2015年1月电费不过几十元哩。”

“那你跟我们说一说，这几年你
家年收入涨了吗？”记者问。

“家庭收入是逐年上涨，而且涨
得比电费快，但是节俭不能忘，脱贫
前的苦日子不能忘。”梁秀妹笑了起
来，顺手把烧水壶的电源插头拔了。

“我妈是苦日子过惯了，抠门着呢，

其实，我们家耗电最大、用电最多的是
她的电动缝纫机，这是我家的主要‘生
产力’。去年我家有一个月电费还涨到
快300元，大部分都是被缝纫机‘吃掉’
的。”梁秀妹的女儿李天河接过话，指着
放在侧屋的缝纫机说。

李天河告诉海南日报记者，家里
这几年日子好过了，冰箱、洗衣机、空
调、热水器陆续添置，可夏天温度不
到35℃，她母亲都不让开空调。“没脱
贫前，家里住着低矮的平房，没钱买
电器；脱贫后，家里盖起二层小楼，住
得亮堂了，家用电器一应俱全，可母
亲老说电器太耗电，电动缝纫机还等
着用电呢！”

其实，梁秀妹的用电账单记录着

她的脱贫历程。
2011年，梁秀妹的丈夫因病去世，

孩子正在上学，日子过得紧巴巴，没有
特长的她，在村民的建议下到镇上学习
防风布加工。为了学好手艺，梁秀妹不
分昼夜地练习。可学成手艺，手动缝纫
机效率低赚钱少，日子并不好过。

2014年，梁秀妹家被纳入建档立
卡贫困户，龙门镇政府和村帮扶单位给
她购买了猪苗、饲料等帮扶物资，帮助
她发展产业。有了产业支持，梁秀妹干
劲更足了，每天天刚亮就起床喂猪。

2016年，梁秀妹一家达到了脱贫
标准。2017年，她找亲戚借钱买了一
台电动缝纫机，加工防风布的效率提
高了，订单更是源源不断。照顾完孩

子后，再加工防风布，一天的时间被
她安排得满满当当。

随着技艺日渐熟练，工作认真细
致，梁秀妹加工出来的防风布，受到越
来越多客户的青睐，订单接二连三地
找上门来。2019年，她的电动缝纫机
坏了，正当她一筹莫展之际，龙门镇政
府伸出了援手，帮扶她重新购置一台
缝纫机，让梁秀妹的生意重回正轨。

“她干活特别认真仔细。”同村的
村民提起梁秀妹，都竖起大拇指。龙
门村乡村振兴工作队队员王光兴也
介绍，经过这几年勤劳的发展，梁秀
妹在当地缝纫加工防风布的领域里
渐渐缝出了名气，虽然镇上也有其他
的帆布加工点，但人们却习惯到梁秀

妹家。更有客户专程从几十公里外
的屯昌慕名而来。

90元、130元、180元……3年来，
梁秀妹接到的订单越来越多，家庭年
收入从2016年 2万元，上涨至2020
年5万多元。但是看着蹭蹭上涨的电
费，她却越发节俭。

“那可不是吗？钱要花在刀刃
上，我们现在脱了贫，但是赚的每一
分钱都不容易。”“烦恼”之余，梁秀妹
感受到更多的是幸福，现在家里已经
有两台电动缝纫机，作为主要的生产
工具，梁秀妹把它们当成了宝贝，“我
现在全身有使不完的劲儿，希望今年
的订单能更多，电费再涨一些我都愿
意交！”

定安龙门镇梁秀妹家的电费年年涨，收入节节高

电费账单里的脱贫故事

■ 本报记者 李艳玫

立春，晴朗蓝天下，苍绿的青
山怀抱着几栋红顶白墙的现代化
校舍。于去年建成开学的东方红
小学及其附设的幼儿园，成为了三
亚市育才生态区抱安村一道教育
新风景。

“我们的学习环境和城里学校一
样好了。”说起焕然一新的校园，东方
红小学四年级学生蒋丽亚兴奋不已。

抱安村位于三亚与乐东的交界
处，是三亚最偏远的乡村之一，孩子

上学曾是摆在村民眼前的一大困
难。“2012年前，村里有学校，但因为
生源流失而撤并到育才光彩小学，村
里的孩子需要到那上学。”抱安村脱
贫巩固户林文清说。

“十八相送”，林文清的爱人王时
这样形容送孩子上学的场景。“每周
五骑上摩托车跑18公里山路去接孩
子回家，每周日再把孩子送去学校，
一来一回将近2个小时。遇上风雨
天气，路上时间长不要紧，安全问题
是最担心的。”林文清说。

在抱安村，像林家夫妇一样，被

孩子远道上学而困扰的村民不在少
数。他们当中，有人外出务工，为了
接送孩子即使再远也要赶回家；有人
在家务农，辛苦劳作一天之后还要跑
上几十里山路接送孩子。

为了方便村民出行，孩子上学，
2018年 9月，三亚市开通抱安村保
文一小组至育才光彩小学的60路公
交线路，沿途经过1所学校、2个行政
村和13个自然村小组，从此3000多
名村民和200多名学生可以坐上公
交车出行。

公交线路的开通，让抱安村孩子

上学不再风吹雨淋，而东方红小学及
其附设的幼儿园办学，真正地把学校
办到村民家门口。出门左转，下坡，
步行不到200米，是林文清孩子如今
的上学之路。

“东方红小学办学，解决了抱安
村6个村民小组100多名适龄孩子
长期以来读书远、就学难问题，让贫
困家庭子女都能接受公平而有质量
的教育，夯实脱贫攻坚根基。”抱安村
驻村第一书记符继业说。

义务教育有保障是“两不愁三
保障”的重要指标，教育扶贫在脱贫

攻坚中发挥着保障性作用。在抱安
村，不仅落实各项教育资助政策，还
号召爱心企业资助学子上学，确保
精准助学“一个都不能少，一分都不
能少”。

据统计，从2018年至2020年，
抱安村共有 15 名学子考上大学。
如今，越来越多的贫困学子顺利完
成学业，以前因道路难行或家庭贫
困失学、辍学的现象再也没有了，新
一代人的梦想伴随着教育扶贫飞出
大山。

（本报三亚2月4日电）

通公交、办学校，三亚抱安村学子告别漫长求学路

公交进村 学校驻村

■ 本报记者 张文君
特约记者 刘彬宇 通讯员 吴晶

时下正是临高毛豆收获的季节，
一串串饱满的毛豆挂满了枝头。2
月4日上午10时许，在位于临高县
波莲镇乾彩村委会抱庞村的300亩
毛豆种植基地，脱贫户李不四等60
多名村民正在地里忙着采摘成熟的
毛豆，现场一派丰收的景象。

脱贫户李不四是抱庞村人，一
家4口人，家里种了橡胶和水稻，农
闲时，她和丈夫就在村里及周边村
的种植基地打零工。当得知村里

毛豆种植基地需要采摘人员后，她
便报了名，每天早早来到基地进行
采摘。

中午12时，抱庞村毛豆基地管
理员庞忠便为李不四等参与采摘的
村民，过秤称重毛豆，给他们结算工
资。“今天早上6点左右就过来采摘
了，一个上午采摘了150斤，每采摘
1斤就算8毛工钱，一上午就有120
元收入。”李不四说。由于家在附
近，吃完中饭后，她又返回基地继续
采摘毛豆。

海南日报记者在抱庞村毛豆基
地现场看到，中午时分，不少村民在

基地旁的大树下，席地而坐拿出从
家里带来的饭菜吃午餐，稍作休息
后，继续下地干活。“这些不回家的
村民都是外村人。为了节省时间，
他们选择从家里带饭来吃。”庞忠对
海南日报记者说，从2月1日开始，
每天有几十人在基地采摘，有时有
100多人，“这300亩的毛豆预计春
节前采摘完。”

这片毛豆基地是临高宏顺瓜菜
种植专业合作社种植的，该合作社采
取“合作社+基地+农户”的模式，吸
纳农户到基地务工，增加农户的经济
收入，带动抱庞村及南宝镇、多文镇、

加来农场等地村民种植毛豆面积达
1100多亩。“临高土地肥沃、光热充
足，适合种植毛豆，而且种植毛豆周
期短、成本低，经济效益非常可观。”
临高宏顺瓜菜种植专业合作社社长
黄健彪说，2018年冬季，合作社开始
种植近100亩毛豆，目前已增加到
1100多亩。

“去年 10 月底至 11 月初种下
毛豆，在种植过程中，没受冷空气
影响的毛豆亩产约1500斤，受到冷
空气影响的毛豆每亩产量约 900
斤。按当前每斤3元的市场价，每
亩有2700元至4500元收入。”黄健

彪介绍，合作社实行栽培、肥料、防
治病虫害、收获、销售“五统一”的
产业链发展模式，已和武汉、西安、
成都、兰州等地的多家酒店和饭馆
签订毛豆销售合同，“毛豆成熟后
由合作社进行统一收购，农户种植
毛豆不愁销路”。

据悉，临高全县共种植有约3.6
万亩毛豆，今年1月中旬开始采摘上
市，截至目前已采摘有8000多亩毛
豆，总产值约0.264亿余元，极大带
动当地村民增收致富。其余毛豆将
在春节后陆续采摘上市。

（本报临城2月4日电）

临高8000多亩毛豆喜获丰收，农民采摘忙

小毛豆成“增收豆”

琼海推进
村（社区）“两委”换届工作

本报嘉积2月4日电 （记者刘梦晓）2月 4
日，海南日报记者从琼海市委组织部获悉，该市当
前正推进村（社区）“两委”换届工作，覆盖全市
189个行政村、15个社区、5个居，涉及基层党员
12257名、选民35万多人。

根据部署，琼海市在村（社区）“两委”换届工作
中，既要把握“五个提升”，即“一肩挑”比例达到
100%，交叉任职比例提升；换届选举党员、群众参
选率提升；退役军人和大学生村官比例提升；村（社
区）“两委”干部致富带头人比例提升；学历和文化
素质水平提升。“1”即“一个下降”：村（社区）“两委”
干部年龄大幅下降。又要把握“三个不出现”，即不
出现不符合条件的人员当选；不出现拉票贿选的行
为和事件；不出现越级上访事件。同时，还要满足

“三满意”，即组织满意、党员满意、群众满意。
此外，在换届过程中，琼海还要严格实行“三

个先后”，即先资格联审后组织考察、先村（社
区）党组织后村（居）委会、先易后难，切实发挥
党组织在村（居）委会换届选举中的领导作用，
推动换届工作平稳开展。坚决落实“一肩挑”的
政治要求、做到应挑尽挑，力争换届后“一肩挑”
比例达到100%。

海南书画家李福顺
创作180米长卷作品

本报海口2月4日讯 （记者王黎刚）2月 3
日，在海南恩祥艺术馆，海南书画家李福顺的作品
《党啊！我的信仰》百米长卷犹如时光机一般，将
观众带入了中国共产党奋进的历史进程。

该书画长卷总长180米、高2.4米，共由104
个主题组成，采用了传统中国水墨画的形式，展
现了建党以来的103件重大历史事件，生动地讲
述了中国共产党自1921年建立以来波澜壮阔的
历程。

据了解，该百米长卷今年3月将在海南公开
展出，随后，还将在上海、贵州、江西、安徽、北京等
地进行全国巡展。

村（社区）“两委”换届进行时

海南电网
首个智能仓库正式投运

本报定城2月4日电（记者邵长春 通讯员
宋印官 唐南敏 黄钰翔）2月4日，南方电网海南
电网公司首个智能仓库在定安县正式投入运行，
标志着该公司智慧仓储体系初见规模。

新建成的智能仓库首次引入堆垛机、自动引
导小车等先进设备，充分利用云大物移智的相关
理念与技术，提升仓库智能化、数据化、标准化水
平，构建实物全感知的“智能化信息平台+自动化
物流装备”的智能仓库。

海南日报记者在现场看到，电表箱在出入库
作业时，仓管人员通过手持作业终端下发指令，
由仓库管理系统自动调用自动引导小车进行物资
的搬运，通过堆垛机或自助引导小车等智能设备
完成物资出入库，整个过程约15分钟就可以完
成。同时通过仓库管理系统与物资系统的数据互
联互通，极大提高作业效率和准确度，有效降低人
工成本。

“在电网建设、小区抄表到户、物资供应等方
面，智能仓库提供了有力保障，特别是在高温、台
风抢修时作用发挥将更为明显，能够快速调拨物
资，全力支援抢修复电。”南方电网海南电网公司
供应链部经理唐南敏表示。

按照南方电网公司“十四五”规划，2021年，
海南电网将进一步推进定安北部仓室外堆场及
陵水南部仓智能仓库改造，进一步提升仓储智能
化水平。到2025年，配套建成与海南自贸港和
智能电网综合示范省相适应的智慧供应链体系，
充分发挥供应链管理“资源保障、价值创造和提
升核心竞争力”三大核心作用，有力支撑海南自
贸港建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