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月25日，航拍海口江东芙蓉
河湿地公园（芙蓉河综合治理工程
（示范段）项目）。截至目前，项目主
体已基本完工，现正进行边角修复、
渣土清运、苗木补种、设备调试等收
尾工作。

本报记者 封烁 摄

江东新区起步区水系
综合治理工程主体基本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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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张文君 通讯员 王凯

2月26日一大早，在临高县波莲
镇和棉村委会和勋新村，脱贫户王敏
和搭档王昌久早早来到村里的三角梅
盆栽种植基地，进行人工浇水、修剪枝
叶等工作。当天，海南日报记者在和
勋新村看到，村民的房前屋后种上了
一株株艳丽的三角梅。

“在这里工作，每月有2000元的
稳定收入，还能享受分红，比之前到处
打零工强多了。”王敏说，他于去年来
到基地务工，负责给三角梅浇水、修剪
枝叶，“有公司的专业技术人员指导我
们做好三角梅养护，工作上手快。”

和棉村委会下辖5个自然村，过
去是临高建档立卡贫困村，村民主要
以小规模种植水稻、橡胶、甘蔗等经济
作物以及外出务工为生，村里缺少产
业，且房前屋后存在不少闲置土地。

去年，在临高县委、县政府大力支
持下，和棉村委会按照“两整一通一
建”的工作思路，整合村民房前屋后闲
置土地资源，整合产业扶贫项目资金
和村委会自筹资金，成立临高县和棉
热带作物种养殖专业合作社，并与海
南雅新园艺开发有限公司开展合作，
通过“合作社＋”的模式，种植40亩三
角梅，因地制宜发展三角梅庭院经
济。同时，村里还创建了农村人居环

境卫生整治“六个一”亮点，推动美丽
乡村建设。

去年11月，全村种植了40亩三
角梅，共3.2万株盆栽。“全村共有71
户贫困户入股三角梅种植基地项目，
村民不仅可以享受分红，基地还能吸
纳村民就业。”和棉村驻村第一书记兼
乡村振兴工作队队长劳文格说，“经过
7至8个月的生长期，预计三角梅今年
6月上市。除去成本，预计有22万余
元的纯收入。”

据了解，在三角梅种植过程中，海
南雅新园艺开发股份有限公司提供了
三角梅种苗和专业的种养护技术，并
由公司统一收购，确保销售渠道。而

和棉热带作物种养殖专业合作社则负
责三角梅的种植和日常养护，平常由
两人负责养护，在施肥和大面积修剪
枝叶环节，合作社便组织10多名村民
来务工。

“公司以低于正常销售价，即每株
7元的种苗价格（加盆栽）提供给和勋
新村，并安排技术人员为村民提供一
对一免费的种植养护指导。针对种植
达标的三角梅，公司以每株18元的价
格进行回收。”海南雅新园艺开发股
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曹五院说，选择与
和棉村开展合作，让公司进一步专注
于销售环节，做好三角梅花卉的营销
工作。

“之后，我们将根据产业发展的实
际情况，进一步将三角梅种植模式向
其他自然村推广，努力打造一村一
品。”波莲镇委委员、武装部部长秦成
泽说。

目前，和勋新村共种植30多种三
角梅品种。“相比其他的产业，三角梅
生长周期短、见效快，是个不错的产
业，还能美化环境。”波莲镇科技副镇
长谢岳山说，结合镇里的计划，下一
步，将以和棉村的三角梅产业为依托，
打造一条观光旅游的线路，再配套发
展民宿、农家乐，让游客进得来、留得
下，让产业多点开花。

（本报临城2月26日电）

临高波莲镇和棉村委会整合土地资源和资金，大力发展三角梅庭院经济

做好“花”文章 走稳致富路

本报海口2月26日讯（海报集
团全媒体中心记者 蔡蓉）2月25日，
记者从海南国际传播中心获悉，海南
国际传播中心、海南国际传播网在海
外社交媒体平台Facebook（脸书）上
的官方账号@HiHainan的粉丝量已
突破10万，成为海南自贸港主流媒体
首个粉丝量突破10万的海外社交媒
体官方账号。

“去年上半年，海南国际传播中心
在脸书平台开通了官方账号@Hi-
Hainan，如今粉丝量在较短时间内突
破10万，得益于我们对海外传播规
律的研判，以及基于大数据基础上的
精准传播。在对外传播方面，我们充
分借助海外传播官和外籍专家的力
量，听取他们的对外传播建议，并通
过分析全球热词，了解掌握海外受众

对海南的兴趣点，在此基础上强化海
外传播内容的策划，并进行精准推
送。”海南国际传播中心、海南国际传
播网海外社媒账号运营编辑介绍，
HiHainan脸书账号的粉丝主要来自
美国、英国等欧美国家，以及印度、菲
律宾、马来西亚、新加坡、巴基斯坦、
乌克兰等“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
区，35岁以下的年轻用户占比高达

75%，这些年轻用户对海南自贸港的
开放政策、人文历史、热带滨海风光、
特色美食等内容保持着较为浓厚的
兴趣和较高的关注度。

“由于海南是中国三大侨乡之一，
我们的脸书账号有大量的华侨粉丝，
他们很关注家乡的变化，互动性很
高。”该编辑说。

海南国际传播中心是由海南省委

宣传部直接领导的省级对外传播机
构，是海南构建自由贸易港对外传播
整体格局中的重点平台，是海南自贸
港“333”国际传播新体系建设的总抓
手，由海南日报报业集团负责运营。
该中心旗下的海南国际传播网
（www.hicn.cn）是海南自贸港首个
主流对外传播网站，是海南最大的多
语种对外传播综合门户。

海南国际传播中心脸书账号粉丝量突破10万
粉丝主要来自美英等欧美国家及“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

备战东京奥运会

国家乒乓球队将
继续留在陵水集训

本报海口2月26日讯（记者王黎刚）海南日
报记者26日从中国乒乓球协会网站获悉，中国
乒乓球队将继续留在海南陵水集训，备战东京奥
运会。为了保护运动员安全、健康，国乒退出将
在卡塔尔多哈举行的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
（WTT）中东赛事汇两站比赛。

1月8日，国家乒乓球队抵达陵水集训，共有
70余名运动员、教练员及保障人员集结陵水，备
战东京奥运会。这是自去年以来国家乒乓球队
第二次来陵水集训。

中国乒协秘书长、国家队男队主教练秦志戬
表示，协会和教练组结合出国参赛旅行途中可能
存在的疫情风险、回程没有合适航班以及回国后
还有21-28天无法训练的隔离期等情况进行了
充分考虑，认为这将极大影响运动员训练备战和
后续全运会预赛的安排，也充分听取了各单位和
参赛运动员的意见，一致认为现阶段留在国内训
练是最好的选择。

谈到下一阶段的安排，秦志戬表示，将争取
在3月底到4月初选择合适的时间，积极稳妥完
成好全运会预选赛。

我省两单位获
“全国林草科普基地”称号

本报讯（记者孙慧 实习生杨韫颖）近日，
由中国林学会评选的第五批全国林草科普基
地揭晓，由我省林学会推荐的海南黎母山学而
山房和海南海香园获得“全国林草科普基地”
称号。

据了解，“全国林草科普基地”是以自然保护
区、森林公园、野生动植物园等为主体的科普场
所，基础设施较为完善、科普功能相对齐全。通
过充分利用社会各类科普资源，普及林草科学知
识，大力推进全国林草科普基地发展。近年来，
海南充分发挥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体制试点
建设启动的机遇，广泛开展以湿地生态、爱护鸟
类、保护环境等为主要内容的形式多样的科普教
育活动，让更多的公众走入科普基地感受自然、
了解自然、爱护自然。

海南黎母山学而山房位于黎母山脚下，是海
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建设的自然保护区之一，它
是特色民宿，是生态研学基地，是不少大学、企
业、行业协会的户外基地。海南海香园拥有沉香
合作种植面积8000多亩，系中国农业农村部热
作标准示范园，主要致力于沉香优良品种选育和
人工结香技术的研究、推广以及打造海南优质沉
香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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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建美丽乡村，目的是从根本上改变那
些村庄的落后面貌，为脱贫致富、乡村振兴打
下基础，而在脱贫攻坚方面，近年来，碧桂园
海南区域则将更多的精力放在了产业扶贫
上，捐建海南碧乡石壁食品厂，就是其中的典
型案例。

2017年，为改变琼海市石壁镇水口仔村的
落后面貌，碧桂园海南区域、海南宝莲城（博
鳌）实业有限公司捐资近800万元为该村建设
了海南碧乡石壁食品厂，帮助这个偏远苗村
发展食品加工产业。成立近4年来，这个“量
身定制”的精准扶贫产业项目，展现出良好的
发展势头，仅去年端午节期间，就带动当地30
多名贫困人口就业，实现人均增加工资性收入
1300多元，不仅给当地村集体经济发展和村
民就业增收、脱贫致富注入了动力，更让曾经
有“等靠要”思想的村民主动谋求发展与改变，
日子越过越好。

捐建美丽乡村、发力产业扶贫，是碧桂园
海南区域近年来在公益慈善领域持续探索和
努力的一个缩影。数据显示，截至今年1月，碧
桂园海南区域在省内开展公益扶贫项目共106
项，累计捐赠金额超过1.43亿元，直接受益人
口13.9万，惠及人口约113万，公益足迹涉及
包括乡村振兴、产业扶贫、爱心助学、环境保
护、抗疫助农、危房改造、赈灾救灾、残障资助
等在内的慈善事业全部领域。

随着脱贫攻坚取得全面胜利，目前，碧桂
园集团已开始将扶贫工作重心向乡村振兴转
变，从产业、人才、文化、生态、组织等方面积极
探索民企参与乡村振兴的有效模式，持续结合
集团优势及各地特色，搭建城市与乡村之间的
桥梁，通过社区新零售“碧优选”、自有扶贫品
牌“臻碧乡”，将农村好产品快速运到全国各地
城市社区；助力打造农业及相关的产业体系，
让更多农民分享到产业发展的红利，让农村成
为安居乐业的美丽家园。而此次获得国家表
彰后，杨国强亦表示：“感谢党和政府给予碧桂
园机会，让我们有幸参与脱贫攻坚这项伟大的
事业。我和我的企业会继续参与乡村振兴，尽
我们的能力把工作做好。”

2月 25日，全国
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
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
举行，党中央、国务
院决定授予 1981 名
个人“全国脱贫攻坚
先进个人”称号，授
予1501个集体“全国
脱贫攻坚先进集体”
称号。其中，碧桂园
集团创始人、董事局
主席杨国强荣获“全
国脱贫攻坚先进个
人”称号。在碧桂园
帮扶的市县中，有21
个“全国脱贫攻坚先
进集体”在大会上获
得表彰，这其中就包
括儋州市大成镇新风
村党支部和中共陵水
黎族自治县本号镇委
员会。

值得一提的是，
随着脱贫攻坚取得全
面胜利，目前，碧桂园
集团已开始将扶贫工
作重心向乡村振兴转
变，从产业、人才、文
化、生态、组织等方面
积极探索民营企业参
与乡村振兴的有效模
式，让更多农民分享
到产业发展的红利，
让农村成为安居乐业
的美丽家园。

碧桂园以实干担当助力海南脱贫攻坚

将答卷镌刻在扶贫路上

民营企业作为中国经济的重要
力量，在反贫困的伟大事业中充分
发挥决策机制灵活、市场反应灵敏、
资源配置高效等方面优势，以各种
方式积极参与打赢脱贫攻坚战，为
取得最终的伟大胜利作出了突出贡
献。碧桂园集团及其创始人杨国强
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

自 1997 年起，杨国强发扬先富
帮后富的精神，积极投身教育扶贫
事业，两次拿出一半身家设立仲明
大学生助学金、创办国华纪念中学，

通过设立助学金、创办慈善学校、发
动爱心助学行动等举措，帮助超过
10万名贫困学子改变命运。党的十
八大以来，杨国强又投资近10亿元
先后创办广东碧桂园职业学院和甘
肃临夏国强职业技术学校，为家庭
贫困的学生免费提供职业教育，大
力开展职业教育扶贫，帮助他们掌
握一技之长。

杨国强及碧桂园集团还全面参
与公益扶贫事业，从最早驻村帮扶英
德树山村开始，不断探索拓展、深入

推进，并在2018年将扶贫上升至主
业高度，派出专职扶贫队伍，结对帮
扶广东英德市、甘肃东乡县、广西田
东县等全国9个省份14个县（市），
集团扶贫项目至今已覆盖全国16个
省份57个贫困县，并因地制宜推进
教育、产业、就业、党建等精准帮扶
举措，探索可造血、可复制、可持续
的长效帮扶机制。

“我曾经一贫如洗，是国家给了
我助学金，让我读完高中，是党和国
家改革开放的好政策，让我有机会

服务社会，回报社会是应尽的责
任。”自创业之初，杨国强就将“对人
好，对社会好”作为企业精神内核，
并提出“希望社会因我们的存在而
变得更加美好”的企业使命。二十
多年来，杨国强和碧桂园集团公益
慈善捐赠累计超87亿元，助力超49
万人实现脱贫。因在扶贫方面的突
出贡献，杨国强曾多次获得国家级
表彰，他曾在2015年荣获“中国消除
贫困奖创新奖”，2016年又获评“全
国脱贫攻坚奖奉献奖”。

正是因为在公益扶贫事业领
域持续贡献力量，在2月 25日召开
的“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
上，杨国强荣获“全国脱贫攻坚先
进个人”称号。而在碧桂园帮扶的
县市中，也有 21 个“全国脱贫攻坚
先进集体”在大会上获得表彰，这
其中就包括儋州市大成镇新风村
党支部和中共陵水黎族自治县本
号镇委员会。

新风村，曾是一个深度贫困
村。为了盘活村里的土地资源，发
展乡村旅游，2019年9月，在儋州市

委、市政府的指导下，碧桂园海南区
域、海南雪茄风情小镇旅游区建设
管理有限公司、东方晨旭置业有限
公司通过海南省慈善总会捐赠1300
万元，启动新风村美丽乡村建设，帮
助当地发展特色民宿产业。从2019
年 9月动工建设，到 2020 年 8月底
完全移交，在近一年的时间里，碧桂
园海南区域给新风村带来的不仅是
焕然一新的村庄环境，一栋多功能
的活动中心和两栋共16套高标准乡
村旅游度假民宿客房，还有民宿管
家、保洁员、保安、厨师、绿化种养等

众多就业岗位，在吸纳村民就近就
业、创业的同时，也吸引着越来越多
的年轻人回乡发展。

“今年春节期间，村里的游客络
绎不绝，民宿天天都是满房状态，大
家都觉得，发展民宿产业这条路
子，走对了。”25 日下午，赴京参加
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的新风
村党支部书记李可祥表示，党中
央、国务院授予新风村党支部“全
国脱贫攻坚先进集体”称号，是对
新风村脱贫攻坚成果的肯定，也给
新风村未来的发展增添了信心，

“有党和政府的坚强领导，有碧桂
园这样的爱心企业帮扶，新风村摆
脱了深度贫困村的帽子，也有了自
己的产业，我相信未来的发展肯定
会越来越好。”李可祥说。

在捐建新风村美丽乡村之前，
2018年，为了助力陵水黎族自治县
的脱贫攻坚工作，碧桂园海南区域就
曾通过海南省慈善总会捐赠500万
元人民币，在陵水本号镇建设黎跃村
美丽乡村，通过修缮基础设施、危旧
房改造、打造旅游业态等，最终帮助
当地实现了整村脱贫。

为乡村未来增添信心 | 以产业发展带动就业，村庄焕然一新

矢志扶贫二十余载 | 企业及其创始人曾多次获国家级表彰A

B

C 让农民分享发展红利
积极探索民企
参与乡村振兴有效模式

海南碧乡石壁食品厂员工们在包粽子。儋州新风村美丽乡村旧貌变新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