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嘉积4月7日电（记者曾毓慧）4
月7日一早，“沿着高速看中国——大美中
国 海南之旅”媒体采访团一行从海口迎宾
大道出发，经龙桥互通在G98海南环岛高
速公路向南行驶大约100公里，1小时左
右便到达位于琼海市的博鳌亚洲论坛会
址，大家在领略这座“国际范”的外交小镇
风采的同时，还能近距离感受颇具“田园
风”的南强——大路坡美丽乡村“会客厅”
不一样的魅力。

这里是万泉河入海口，这里是备受世人
瞩目的海南博鳌。当媒体采访团一行抵达
会址前，工作人员正在忙于博鳌亚洲论坛成
立20周年的布展工作。据悉，博鳌亚洲论
坛2021年年会将于4月18日至21日举办，
这一外交小镇不断续写着中国同世界交融
发展的大篇章。

而在距会址数公里开外的大路坡村，则
是不一样的“田园风”。听风苑、拾巷阁、穿
林庐…一间间南洋民居风格且不失田园意
境的特色民宿错落有致，推门而进，不乏母
子床、四口之家等量身定制的风格，让人倍
感舒适。

在毗邻的路坡雅叙会议中心，与民宿一
样，透过270度视野的玻璃幕墙，窗外那片
百余亩的田洋花海尽览眼前，向日葵等恣意
绽放，不时有游客穿行于栈道赏花、拍照。
据悉，近年来，在当地政府部门与碧桂园海
南区域等齐力共建下，2019年，博鳌镇南强
村在博鳌亚洲论坛年会中首次亮相，成为博
鳌开启“田园风”外交的“会客厅”，颇受国内
外各方好评。为此，政企再选点毗邻南强村
的大路坡村，打造路坡雅叙会议中心以及民
宿配套，在充分满足博鳌亚洲论坛年会接待
的同时，也扮靓了村庄的生态景观，成为琼

海乃至海南建设美丽乡村的样本之一。“这
村够美吗？我是看习惯了，但还是看不腻
呢。”正在忙于浇花的村民莫泰玉介绍，他与
当地数十名村民经常会被雇请过来管护花
海，干完一天活儿，每人就能赚着100元工
钱，他对此很知足。

“这几年，省内各个市县通往琼海博鳌的
高速路网越来越便捷，我是常来常看，常看常
新，每次都有新收获。”经济日报记者潘世鹏
认为，从“国际范”十足的年会外交，到邀约各
国政要前往颇具“田园风”的乡村“会客厅”茶
叙，不一样的风格与礼仪，但展现的是博鳌不
变的自信与从容。潘世鹏说，现今，南强村、
大路坡村，正在被打造为生态农业、艺术交
流、精品度假、康养等为一体的美丽乡村，得
益于近年来海琼高速、文博高速陆续建成通
车，且周边路网不断完善的优势，博鳌镇区与
乡村越来越有人气，当地村民们常态化吃上
旅游饭的前景令人期待。

当天，媒体采访团一行还参访了海南自
贸港博鳌乐城国际医疗旅游先行区，这里位
于琼海市区与博鳌亚洲论坛会址之间的万泉
河两岸，距博鳌机场、博鳌高铁动车站、文博
高速及东线高速公路均不超过10分钟车程，
交通区位优势十分明显。近年来，依托海南
自贸港优惠政策，已有14家医疗机构在博鳌
乐城国际医疗旅游先行区建成运营，截至
2020年底，已经有波士顿II型人工角膜移植
术、双腔无导线起搏器等超过130种特许药
械在该先行区使用。国际旅游岛商报记者刘
宁玥注意到，除卫生医疗外，位于博鳌的一龄
生命养护中心、中法康复医学中心等康养产
业也在快速发展中；可以期待的是，博鳌乐城
国际医疗旅游先行区有望治愈更多的重症病
患，以及提供更加优质的康养服务。

“沿着高速看中国——大美中国 海南之旅”采访活动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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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4月11日（星期日）上午9：30-12：00
主讲人：陈胜华（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教学科研部党史教研中心主任，教授）
讲座主题：井冈山斗争与井冈山精神
讲座地点：海口市国兴大道省图书馆一楼报告厅
电话：0898-65202275
公益讲座 免费听讲
温馨提示：请各位听众在入场前戴好口罩，并按照省图书馆的疫情防控要求出示

“健康码”有序进场；由于省图书馆正在进行二期场馆建设，停车场停用，建议大家乘坐
公交车前往。

海南自由贸易港大讲坛4月11日讲座预告

本报讯（记者傅人意 通讯员崔璐 唐
清杰）海南日报记者近日从海南省农业科学
院获悉，根据农业农村部统一部署，在省农
业农村厅等部门协调下，省农科院从2017
年4月起开展海南省农作物种质资源普查
与收集工作。截至今年3月，新收集农作物
种质资源1099份（有效资源为908份），开
展各类作物种质资源鉴定评价和繁种编目
742份，收入国家库、种质圃等603份（其中
粮食作物236份，经济作物97份，蔬菜129
份，果树141份）。

通过此次普查和调查工作，省农科院对
海南农作物种质资源开展资源普查、鉴定评
价、编目入库等系列工作，抢救性地保护当
地的地方品种，以防资源流失。此项工作收
集了一些特色种质资源，如山栏稻、谷子、金
黍、花生、芝麻、紫扁豆、莱豆、小狗豆、南瓜、
海南锥、油茶、尖蜜拉、千年酸豆等，既丰富
了海南种质资源的多样性，也为今后的育种
应用和示范推广提供基础。

新收集的优异热带金黍、千年酸豆、海南
锥、毛桃等特色资源具有重要的经济价值；新

发现的毛桃被列为2018年种质资源普查与
收集取得的十大重要成果之一，该资源的发
现将毛桃种植区域南移到北纬19度，进一步
证实海南是可以种植部分北方落叶果树，也
为海南热区种植北方果树提供了重要参考。

通过此次行动，山栏稻、油茶、尖蜜拉等
一些海南特色种质资源得到大力推广，并助
力海南农民增收。山栏稻作为热带山地旱
稻，具有突出抗旱和米质优等特点。2017
年-2020年，省农科院粮食作物研究所科
研人员多次赴白沙、五指山、琼中、乐东、保
亭等地，设立山栏稻新品种示范点，示范品
种为黑、红、香、糯四大类特色山栏新品系。
目前，白沙山栏稻种植面积从2016年的不
足千亩，增长至目前的4600亩。

省农科院还建立尖蜜拉核心示范基地
600亩，辐射推广面积5000亩以上。尖蜜
拉产业每年为周边农民提供近200多个就
业岗位，成为澄迈、定安、琼中等市县重点推
广的高效果树新品种及重点培植的新兴高
效果业，进一步有效地推动我省农业产业结
构调整。

省农科院开展农作物种质资源普查与收集

新收集种质资源1099份

沿着高速看中国——大美中国 海南之旅

学党史学党史 悟思想悟思想 办实事办实事 开新局开新局

同心奔小康
■ 本报记者 李佳飞

特约记者 黄良策

拧开水龙头，“哗”地一声，清澈
的水流喷射而出，村民黎明赶紧将阀
门往回拨了拨，让水流变缓了些，这
才伸手冲洗指间的沙土，再掬起一捧
水来，往脸上泼洗。

“用自来水是真方便！但不要浪
费。”黎明洗完脸一边关上水龙头一
边笑着说。

今年52岁的黎明肤色黝黑，在
文昌市东路镇美德村委会南明村务
农半辈子，用上自来水却不过半年光

景。此前，由于村庄偏远，加上地势
高，想把自来水厂的水送到农户家
里，水量和水压都远远不够。

那之前村民用水怎么办？打井。
4月7日，海南日报记者在黎明

家看到，接进他家庭院的水管共有两
条，一条是自来水管道，一条来自村
民共用的水井。

“自来水通不过来的时候，我们
都用井水，虽然也能基本满足生活需
要，但有两个缺点，一是水量小，如果
碰上干旱天气，用水就很紧张了；二
是水质达不达标，我们心里没底，不
像经过处理和检测的自来水，用着放
心！”黎明认真地解释道。

为解决和黎明家一样的3900多
户村民的用水问题。2020年，文昌市

水务局启动了东路水厂应急供水一体
化项目建设，投入100多万元，在靠近
村庄的东路水库旁，新配备了一套自
来水处理和供应设备，并在通往村庄
的管道节点增设了两套加压泵，确保
安全的自来水及时输送到农户家里。

在东路水库边上，记者看到了已建
成投入使用的一体化水处理设备，形似
一座巨大的水箱。头戴安全帽的水厂
负责人李强正按惯例检查相关设施。

“别小看这个‘水箱’，它打通了
农村供水服务的‘最后一公里’，解决
了10个村庄数千村民的安全饮水问
题。”李强说。

为确保每日供水质量达标，文昌市
农村饮水安全工程水质检测中心每天都
会对水源水、出厂水、末梢水进行监测。

在保障供应方面，东路水厂配备
了专业的工程维修队伍，建立了“网
格化”工作机制，按照“小管不过夜，
大管不超过24小时”的原则，做到随
时爆管随时抢修，及时恢复供水。

文昌市水务局局长邢展告诉海
南日报记者，结合党史学习教育“为
民办实事”活动的开展，接下来，文昌
还将进一步加快城乡供水一体化步
伐，计划实施从石壁水库、天鹅岭水
库向清澜水厂引水工程，建设管网
30公里，实现清澜供水水源保障，让
更多市民群众用上“放心水”。

采访结束前，黎明还带记者参观了
他家的洗澡间，接通自来水后，他便安装
了太阳能热水器，一家人冲澡更方便。

（本报文城4月7日电）

■ 本报记者 袁宇

“劝郎哥，认真听，酗酒不是好事
情；酒性烈，不可贪，害人害己伤性命。
劝郎哥，下决心，严重局面要认清；倡勤
俭，戒奢侈，明朝迎接世太平。”4月7日
8时，在万宁市长丰镇七甲村内的火龙
果种植基地里，一堂党史学习教育课
正在开讲。周恩来创作《戒酒歌》的党
史故事，让前来听课的七甲村“两委”
干部与群众听得津津有味。

为什么在七甲村讲这段与酒有
关的党史呢？这是万宁“8595”红旗
不倒党史宣讲团经过精心调研后选
择的课题。

“讲这段党史，是希望大伙不酗
酒，集中精力谋发展。”讲述《戒酒歌》
这段党史的是万宁市委党校的90后
教师翁锦云，她告诉海南日报记者，
宣讲团进村多次调研发现，七甲村已
发展起火龙果种植、种桑养蚕等多种
产业，这些产业目前发展顺利，正是
用人之际，“因此以这段党史故事向
村民做正向激励。”

党史学习教育课从8时开始，至

9时结束。期间不时有村民赶来聆
听。座位不够了，后来的人就站在树
荫下，倚着树木站着听。大伙聚精会
神地聆听，不时报以热烈的掌声。

生动有趣的党史课讲完了，来自
万宁思源学校的宣讲师詹剑清又给
村民们讲起了他们身边的党员故
事。“老党员高秀义大伙儿都认识
吧！去年抗击新冠疫情时，70岁的
他第一个带头参与到村口设卡值

守。”詹剑清从七甲村老党员高秀义
义无反顾投身抗击疫情最前线的故
事讲起，将七甲村党员干部的抗疫事
迹串联起来，动员村民踊跃接种新冠
病毒疫苗。

“今天的宣讲更加坚定了我服务
村民的决心。”2018年顺利脱贫并在
今年参选七甲村委会副主任的胡魁
烈说，七甲村也是革命老村，他从小
聆听革命烈士的英勇事迹，深深明白

“幸福都是奋斗出来的”，“我作为党
员，将认真学习党史，在日常工作中
保持共产党人的奋斗精神，千方百计
为村子引进更多产业，服务好村民。”

“今天的活动很贴地气，也让我
更加体会到幸福生活来之不易。”七
甲村村民黄明丽深受感触。她表示，
回到家里后，还会叫上全家人尤其是
年轻一辈共同学习党史。

万宁“8595”红旗不倒党史宣讲团
长丰宣讲小组负责人何毅告诉记者，为
了让党史学习教育深入基层、更贴近群
众，不仅在选题上精心挖掘本地党史资
源，更结合实际情况组织宣讲活动，“我
们选择村民上工前的时间开讲，以村干
部与火龙果种植基地的工人为主要对
象，期待能够通过党史学习教育鼓舞斗
志，让他们更积极参与乡村振兴。”

海南日报记者了解到，万宁市委
创新形式，由青年干部和基层团干部
组成“8595”红旗不倒党史宣讲团，让
党史学习教育走出会议室、走进田间
地头，扎实开展党史学习教育，让党
史讲得好、听得进、传得远、记得住。

（本报万城4月7日电）

文昌东路应急供水一体化建设让3900多户村民用上“放心水”

接上自来水 幸福自然来

万宁党史宣讲团把党史学习教育课开到七甲村火龙果基地

田间地头上 巧讲党史课

本报海口4月7日讯 （记者昂
颖 特约记者何光兴 通讯员谢娣）4
月7日下午，省委统战部在海口举办
省直统战系统党史学习教育专题讲
座，学习国防大学教授、中国人民解
放军少将金一南主讲的党史主题课
程《为什么是中国》，引导广大统战干
部和统战成员把党的历史学习好，把
党的成功经验传承好、发扬好，推动
党史学习教育向纵深发展。

本次讲座采用全程网络直播模式
进行。讲座中，金一南通过平实的语
言、翔实的历史、生动的事例及精辟的
论述，回顾了中国共产党波澜壮阔的百
年奋斗历程，再现了党领导下的人民军
队在历史重大关头承担救国使命的历
史轨迹，展现了中国共产党矢志践行初
心使命，团结带领人民进行革命、建设、
改革伟大实践的壮丽篇章；同时，紧密
结合当下局势，以全球视角解读中国道

路、描绘中国力量、彰显中国自信，为省
委统战部广大党员干部和统战成员上
了一堂生动的党史党课。

讲座结束后，大家纷纷表示，要
持续传承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
在历史中汲取前进的勇气和力量，时
刻牢记昨天的苦难辉煌，无愧今天的
使命担当，敢闯敢试、敢为人先，奋力
开创新时代统战工作新局面。

省委统战部将以此次党史专题

讲座为契机，持续深入抓好党史学习
教育，引导全省统战干部、统一战线
广大成员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
领悟力、政治执行力，做到学史明理、
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力行，把党
史学习教育各项任务落到实处，加快
推进海南全面深化改革开放和中国
特色自由贸易港建设，助力开启全面
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以
优异成绩迎接建党100周年。

省委统战部举办省直统战系统党史学习教育专题讲座

学好百年党史 汲取奋进力量

本报海口4月8日讯（记者邓海宁 通讯
员黄裕光 云蕾）4 月 8日凌晨，随着艾菲航
空执飞的 F77896 航班从海口美兰国际机
场起飞前往德国法兰克福哈恩机场，海口
⇌法兰克福定期“客改货”国际货运航班正
式开通。

据了解，该航班每周固定两班，周三、周
日从海口起飞，经停莫斯科后飞往哈恩机场，
每周可为海口至欧洲新增约60吨的空中跨
境运力，更好地满足海口往返欧洲的航空货
物运输需求，本条货运航线的主要货源是出
口跨境电商货物，暂时不涉及免税货物。

此次货运航线的包机商为新疆天顺供应
链股份有限公司，自2018年开通乌鲁木齐⇌
法兰克福哈恩货运航线至今已执飞近600架
次，有丰富的全货机运营经验。公司业务范
围涵盖第三方物流、供应链管理、物流园区经
营、国际航空物流、国际铁路物流。

据介绍，海航机场集团于2017年8月正
式收购哈恩机场82.5%股权，全面参与哈恩
机场日常运营管理。哈恩机场拥有优秀的
基础设施，能够满载起降空客A380等大型
机型，是德国最重要的跨区域货运枢纽机场
之一。

截至目前，海航机场集团已顺利开通海
口至法国巴黎、韩国仁川、俄罗斯莫斯科、德
国法兰克福等4条国际全货机航线，努力构
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
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助力海南自贸港建设。

本报讯（记者袁宇）4月6日，新加坡亚洲美安
医疗集团有限公司（亚美集团）与伦敦国王学院医院
签订合作协议，在海南自贸港博鳌乐城国际医疗旅
游先行区共建肝脏中心。这也意味着乐城先行区将
再添一个强力专科。

据介绍，此次双方合作建设国王学院医院亚洲
肝脏中心，该中心将利用国王学院医院作为欧洲最
大的肝脏移植中心所拥有的先进医疗技术和知识，
未来努力打造成为亚洲顶尖肝病防治中心，为中国
及东南亚饱受肝病困扰的广大患者提供与世界先进
水平同步的优质诊疗服务。

琼海市政府相关负责人表示，新加坡亚美集团
与国王学院医院的强强联手，将为肝病患者提供全
面的、高水平的肝脏诊疗服务，将进一步推动乐城先
行区的医疗技术水平和医疗服务品质与世界先进水
平同步，进一步促进琼海康养旅游行业提质升级和
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造福琼海老百姓和世界各地
旅医海南的患者。

国王学院医院在海南博鳌乐城打造的肝脏中
心，也是其在亚洲规划的首个独立运营的肝脏中
心。乐城先行区管理局党委书记、局长顾刚表示，这
是海南自贸港对外开放的具体展现，充分体现海外
市场对海南自贸港建设的信心和对中国对外开放的
高度认可。同时也将助推乐城先行区打造世界一流
的国际医疗旅游目的地和医疗科技创新平台。乐城
先行区管理局将打造公共开放的平台，促进相关技
术产品加速转化应用，提供更好的服务，以更优质的
医疗产品吸引海内外尤其是东南亚有需求的患者到
乐城就医旅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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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宁“8595”红旗不倒党史宣讲团在该市长丰镇七甲村开展党史宣讲，将
党史学习教育下沉到田间地头。 本报记者 袁宇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