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11月9日，在琼中绿
橙加工厂，工人们正在对新
鲜绿橙进行包装。

本报记者 李梦瑶 摄

⬆ 11月9日，在琼中新
进农场一处果园内，果农正
在采摘琼中绿橙。

本报记者 李梦瑶 摄

乡村振兴先锋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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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省退役
军人服务中心联
合海南日报继续
推出“建功自贸
港 有我有担当
——退役军人创
业先锋”系列专
题，挖掘退役军
人创业事迹，展
示退役军人创业
风采，激发退役
军人创业热情。

编者按

脱下军装后，五指山黎苗不老食品有
限公司董事长王仕君一头扎进烹饪行业，
20多年来，他潜心研究新菜品、传道授业、
助农脱贫致富，在烹饪行业取得出色的成
绩。不久前，王仕君作为五指山代表团一
员，参加“2021年全国行业职业技能竞赛
——全国餐饮行业职业技能竞赛”，在中
式烹调赛项荣获金奖。他本人参加全国、
省级烹饪技能大赛荣获金奖4次，培养烹
饪专业人才5000余名。

据介绍，王仕君1990年至1994年在
河南开封某部队服兵役。从部队退伍后，

他放弃了原有的工作安排，选择到餐饮行
业谋职，从一名普通厨师做起，并到知名餐
饮企业拜师学艺。经过多年的刻苦磨炼，
他的厨艺飞速长进，成为某酒店厨师长。

“我想把我学到的烹饪知识和技能传
授给更多的人，但由于餐饮行业人员流动
性大，平时工作任务也比较重。于是，我
就萌生了去学校担任烹饪专业教师的想
法。”王仕君说。2006年，他转行当了中
专院校的烹饪老师。

2012年，王仕君遇到海南省农林科技
学校校长李芳伟，在李芳伟的盛情邀请下，

他从海口来到了五指山，一待就是10年。
目前，王仕君是海南省农林科技学校烹饪
专业带头人。在日常工作中，他力争在教
学烹饪方面求创新，为该校培养烹饪专业
人才 1512 名，编著校本教材《黎苗风
味》。2014年，他研发的“海南黎苗风情
宴席”“田螺焖鸡”分别被海南省烹饪协会
评为海南名宴席、海南特色名菜……

2017年，王仕君发动组织成立五指
山市旅游烹饪协会，通过协会平台积极参
与协助当地政府组织的各类美食节、精准
扶贫农副产品推广等活动，钻研创新农产

品深加工，开发出黎苗风味长桌宴，融入
当地特色食材及少数民族饮食文化，推动
当地农副产品销售。

2019年，学校选派王仕君为五指山毛
道乡生态科技特派员。到岗后，他成立了
五指山黎苗不老食品有限公司，下设果蔬
加工扶贫车间、五脚猪养殖等，研发创新产
品有百香果酒等产品，产品取得了生产许
可证，面向全国市场并且入驻中国扶贫网
832平台销售，市场前景良好，并帮扶28户
贫困户，为脱贫攻坚、乡村振兴作出贡献。

（撰文/易建阳）

五指山黎苗不老食品有限公司董事长王仕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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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李佳飞

椰影婆娑，绿水环绕，初次来到文
昌市会文镇凤会村的人，一定会被这
个美丽的小村庄所吸引，而村子的蜕
变不过是近两三年的事。凤会村驻村
第一书记、乡村振兴工作队队长郑庆
煌和他的队员们，积极推动乡村建设，
并见证它的不断发展。

“生态美，产业兴，乡风好，我们和
当地村民一样自豪和珍惜。”11月9
日，郑庆煌在接受海南日报记者采访
时感慨，近年来，在省级职能部门以及

文昌市委、市政府的关心支持下，凤会
村的变化有目共睹，村民的幸福指数
也大幅提升。

凤会地处会文镇西南部，村庄所
属石壁河下游地段，水系发达，资源丰
富。然而，上世纪70年代，由于当地
河道改造，避弯取直，造成凤会、新开、
边溪、宝峙等老河道未连通而积淤，加
上两岸污水直排，破坏了原本良好的
生态环境。加上排水功能弱化，导致
洪涝灾害时有发生。

2019年3月，48岁的郑庆煌从文
昌市供电局被派驻到凤会村担任驻村
第一书记和乡村振兴工作队队长。他
到任后开始拜访每家每户，并定下“规
定”——每周二上午召开村党支部会

议。通过狠抓主题党日、“三会一课”
等工作，形成了“村里大事小情上村党
支部会讨论”的工作机制。

茂亭村民小组部分村道没有硬
化，工作队立即向相关部门申请资金，
不到一个月，路就修好了；村里十字坑
洋1200亩农田因为灌溉用水不足，常
常面临减产欠收，于是郑庆煌向派出
单位文昌供电局申报电力项目支持，
解决了农田灌溉用电问题……

“有什么困难就打他电话，他都会想
办法帮忙解决。”凤会村上昌二村村民小
组村民潘玉明说，在乡村振兴工作队的
积极推动下，村委会争取到大量资金进
行基础设施建设，人居环境越来越好。

2020年，文昌市水系连通及农村

水系综合整治试点县项目石壁河凤会
段开工，郑庆煌同村干部一道，协助施
工队勘探河道、做村民思想工作，促使
项目顺利建成。

“水系连通工程整治的不仅是河
道，还有沿河两岸的生态景观及配套
污水处理设施，力争做到‘河清、水畅、
岸绿、景美’。”郑庆煌说，通过疏浚河
道、清除河内有害植被，凤会河段防
洪、排涝、灌溉等功能逐渐恢复。配套
岸坡整治，凤会村新增了3处污水处
理莲花池，在莲花盛开的季节，一池一
池绽放的紫色睡莲，为整个村庄增添
了几许雅致。如今，凤会村已呈现一
幅水清岸美的图景。

发展产业方面，乡村振兴工作队

联合村党支部，坚持“党建+特色产
业”发展思路，大力宣传推广凤会糖
贡、信封饼、凤会粽子三大品牌产业，
让凤会特色农产品美名远播，农户产
品供不应求。

“下一步，我们将以壮大村集体经济
为目标，继续做大做强品牌产业，同时借
助水系连通工程，发展以采摘，观光旅
游，电商平台为一体的休闲农业，打造海
南省五星级美丽乡村。”郑庆煌说。

文昌市会文镇凤会村党支部书记、
村委会主任林健乐对乡村振兴工作队赞
不绝口。“他们就像凤会村的自家人，赢
得了每一户村民的信赖。相信凤会在大
家的努力下会越来越好！”林健乐说。

（本报文城11月9日电）

文昌市会文镇凤会村乡村振兴工作队：

打造水美乡村 发展特色产业

本报营根11月 9日电 （记者
李梦瑶 通讯员陈欢欢）“今年都是
新树结的果，甜着呢。”11月9日，位
于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黎母山镇新
进农场的一处果园里，果农陈道吉
手持剪刀来回穿梭，不一会儿便收
得满满几筐熟透的琼中绿橙。

海南日报记者了解到，眼下正值
琼中绿橙采摘上市季，目前琼中共有
153家企业、合作社和农户种植琼中
绿橙，种植面积达2.6万亩，预计今年
产量1000万斤，产值达1亿元。

“琼中绿橙果实饱满、酸甜适
度、化渣率高，备受广大消费者青睐，
然而市场上也冒出了不少‘李鬼’。”
琼中绿橙协会办公室主任于春杰介
绍，为保护“琼中绿橙”品牌，琼中今
年在原有的“琼中绿橙溯源码”基础
上，新增了三个功能，即——

完善原料、生产、加工和销售
节点等溯源信息，消费者扫码即可
了解谁采摘、谁清洗、谁选果等信
息，精细到每一箱、每一个操作流
程和每一个操作人；新增质量问题

上报功能，若消费者收到问题果
品，可直接扫码上报，绿橙协会将
有专人对接负责赔付；新增追溯信
息监管系统，通过后台即可看到全
国各地区溯源码扫码分布情况，包
含扫了几次、在哪扫等，帮助更好
监管产品流通销售情况。

“通过大数据管理，我们相当于
让每一颗琼中绿橙都拥有了属于自
己的‘身份证’，推动琼中绿橙产业
向可追溯、信息化转型升级。”于春
杰介绍，与此同时，该县153家企

业、合作社和农户还与海南中部菜
篮子发展有限责任公司签署了统购
统销协议，这意味着琼中绿橙上市
后将实行统一收购、统一监管、统一
管理、统一营销、统一销售和统一结
算，有效保护果农利益的同时进一
步巩固“琼中绿橙”品牌。

当天，琼中还举行了“琼中绿
橙”品牌发布会暨电商下乡签售会，
除往年订单式销售模式外，今年琼
中还将通过淘宝、抖音、快手等多渠
道推广营销“琼中绿橙”品牌。

临高举行旅游文化美食节
本报讯（记者张文君）11月5日至7日，由海

南省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厅支持，临高县人民政府
主办的“美食美味 临海临高”2021年海南（临高）
旅游文化美食节暨海南旅游美食与商品巡回展销
会（以下简称展销会）在临高文澜文化公园举行。

本次展销会以“美食美味 临海临高”为主题，
展期为11月5日至7日三天，展览面积1万平方米，
标准特色展位150个，设有临高馆、临高美食街、市
县美食街、企业美食街、海南一镇一品展区、省内企
业食品展区、啤酒烧烤专区、非遗产品专区、工艺品
区、红酒牛排专区等。展出产品涵盖临高特色美食、
特色商品、特色食品、特色潮饮、农副产品等。

同时，组委会还举办了超级网红大V现场直
播盛典、“美食美味，临海临高”文艺晚会等同期活
动，市民游客不仅能品尝到临高美食，更能现场感
受临高的风土人情。

“旅读海南”系列主题活动
明日启动
文化名人邀游客探寻海南文化

本报海口11月9日讯（记者赵优 通讯员李
艺娜）由省旅文厅主办、省图书馆承办的“旅读海
南”系列全民阅读主题文化活动将于11月11日启
动，旨在积极响应书香中国主题读书活动，推动文
化和旅游融合发展，探索“图书馆+旅游”新模式。

本次活动将通过征集主题口号、打造网络热
门话题、文化名人参与等方式，邀请广大游客探寻
海南文化脉搏，进一步丰富海南旅游的独特体验
和文化印记。主办方将邀请国内文化界具有一定
影响力的学者、作家到海南赶赴一场文化之旅，
与海南本土作家、网络阅读达人将组成“旅读海
南品读团”，深度体会海南的东坡文化、热带文
化、海岛文化、移民文化、民族文化等。嘉宾们
的每次旅行都将被录制成《旅读海南》电视节
目，在电视平台、网络平台广泛传播，打造海南主
题文化活动新IP。每位特邀嘉宾抵琼期间，除了
参与《旅读海南》节目录制，还将在海南省图书馆
举行书籍签售、读书分享、文化交流等活动，与海
南媒体、文学爱好者共同探讨文化的传承与发展、
分享阅读心得。

为吸引更多旅行达人、文学爱好者参与活动，
让文化惠及群众，本次活动从10月27日至11月
20日开展口号征集活动，参与者可根据“旅读海
南”主题构思一句紧扣主题、朗朗上口、简洁明了
的口号。活动将最终评出最佳口号1个，优秀口
号10个，投稿人有机会获得1万元现金奖励和省
内精品民宿1晚的住宿券。

本次活动还将在抖音平台发起“旅读海南”话
题活动，参与者可录制短视频“#旅读海南”参与活
动，视频内容为任意场景+文学作品片段，可以朗
诵配图，也可以文字配图，活动历时2个月。每个
月会根据视频点赞数和评论数评出“旅读之星”。

今起环岛高铁、海口市郊列车
实施新列车运行图

本报海口11月9日讯（记者邵长春 通讯员
符转）海南日报记者从海南铁路海口车务段了解
到，为进一步提高运输效率效益，更好满足市场需
求，海南环岛高铁、海口市郊列车定于11月10日
零时起实施新列车运行图。

此次调图后，海南环岛高铁、海口市郊列车部
分车次增加新的运行区间。其中海南环岛高铁增
加了海口站至三亚站区间沿西段运行的列车，海
口市郊列车部分车次延长至老城镇站始发终到，
预计11月14日正式运营。

据介绍，海南环岛高铁新列车运行图开行
“C”字头动车组列车65.5对，其中东段本线车31
对，西段本线车14对，三亚至三亚环岛列车12.5
对，海口东至海口东环岛列车8对，较旧图增加6
对。新图分为日常图和周末图。日常图开行动车
组列车50对，其中海南环岛高铁东段本线车25
对，西段本线车9对，三亚至三亚环岛列车9对，
海口东至海口东环岛列车7对；周末图开行动车
组列车53对，其中海南环岛高铁东段本线车25
对，西段本线车9对，三亚至三亚环岛列车12对，
海口东至海口东环岛列车7对。

海口市郊列车分为日常图和周末图，日常图
开行“S”字头动车组列车56对，其中海口至海口
东21.5对，海口至美兰16对，老城镇至美兰17
对，海口东至老城镇0.5对，海口东至美兰1对；周
末图开行S字头动车组列车64对，其中海口至海
口东28.5对，海口至美兰17对，老城镇至美兰17
对，海口东至老城镇0.5对，海口东至美兰1对。

■ 本报记者 袁宇 通讯员 刘云鹏

11月9日，在琼海市潭门镇西村
蒙古洋，村民邱观洪正在检查自家地
里辣椒的长势，一垄垄辣椒长势喜
人。在邱观洪家菜地周边，不少村民
趁着好日头下地开耕，掀起种植冬季
瓜菜的热潮。

“最近趁着天气好，抓紧施肥、铺
地膜，希望赶个好收成。”邱观洪告
诉海南日报记者，今年他们家种了
约25亩辣椒，大约在明年元旦前后

上市，“目前来看应该会有一个不错
的收成。”

记者了解到，潭门镇今年种植的
冬季瓜菜品种主要是辣椒和青皮冬
瓜，预计种植总面积约1.5万亩，同比
增长15.3%，其中辣椒种植面积已达
到1.1万亩。在潭门各个田洋，随处
可见农户耕地排水、铺设地膜，抢抓
冬季瓜菜种植生产的劳动场景。

潭门镇农业服务中心农业技术
人员林漫介绍，受前段时间持续强降
雨天气影响，原定冬季瓜菜的种植计
划相比往年延误15天至1个月，“目
前农民正抓住天气转好的时机，加紧
进行备耕备种和补种补栽。镇里也

全力支持，帮助大家清理积水，疏通
排水沟，并且下派农技专家到田间地
头指导农户恢复生产。”

记者了解到，今年琼海还出台了
系列措施调动农民种植蔬菜的积极
性，包括投入700余万元实施5个常
年蔬菜基地建设项目，完善基地高效
节水配套工程，同时全面铺开蔬菜价
格指数保险，建立健全风险分散机
制，保障农民利益和市场价格稳定。

值得一提的是，琼海还通过实施
淡季种植补贴，对在夏秋季种植常
年蔬菜的农户、合作社等主体给予
种植补贴，提高种植积极性，解决夏
秋季蔬菜种植面积偏低、供应量不

足的问题。
据悉，琼海市今年冬季瓜菜计划

种植16万亩，主要品种为冬瓜和辣
椒。“目前市场行情看好，已经有一些
客商来到地头观察长势，接洽收购事
宜。农民参与的积极性也很高。”林
漫表示。

琼海市农业农村局相关负责人
介绍，该局下一步还将优化推广简易
网棚，推广一些耐高温耐湿的蔬菜品
种，扎实做好保供稳价工作，保障好
群众的菜篮子。并协同其他部门，在
收购监督、价格保障等方面有更多作
为，为农户保“价”护航。

（本报嘉积11月9日电）

琼海多举措调动农民种菜积极性

抢抓好天气 田间种菜忙

白沙七坊镇发展竹制品产业
助农增收

制作竹扫帚
收入节节高

本报牙叉11月9日电（记者曾
毓慧 通讯员符俏剑 符子怡）“这个竹
编工厂离家近，工作上手也快，收入有
保障，在这里干工心里踏实！”11月9
日，位于白沙黎族自治县七坊镇南洋
村的海南富竹环卫制品有限公司厂
区，村民李永进等人正在用竹器编制
扫帚等环卫制品，只见细条穿梭间，一
个个环卫工具雏形渐成。

据悉，南洋村等周边乡村至少种
植百余亩竹林，竹子年产量有6万根
左右。以往，这些竹子大多销售于建
筑工地企业，效益并不明显，但经测
算，如能把竹子合理利用制作成竹扫
帚等环卫工具，竹子的“身价”能增长
好几倍。2019年8月，海南富竹环卫
制品有限公司看准这一产业，以“政
府+公司+农户”的模式，开启了发展
竹编产业及帮扶农户就业之路。经过
短短2年多时间的努力，如今该企业
每月能制成销售大约3万把环卫扫
帚，以及环卫用品、竹制品近1万件，
共计带动附近脱贫户80余人在家门
口务工。

经统计，自2020年3月至今，该
企业向附近农户购买竹子原材料及支
付临时工款共计约180万元，并发放
工资及分红超70万元。

东方3个老旧小区
改造全面完成

本报八所11月9日电（记者刘
婧姝 特约记者方宇杰）2021年东方
市“我为群众办实事”事项之一的“城
镇老旧小区改造”项目目前已经全面
改造完成，涉及的3个小区均已竣工
验收，这是海南日报记者11月9日从
东方市住建局获悉的。

2021年，东方计划改造的城镇老
旧小区为八所海关老旧小区、东方市
广播电视台老旧小区和东方市自然资
源和规划局东方大道老旧小区，共3
个小区，改造栋数19栋，住户192户、
建筑面积约1.99万平方米，投入改造
资金共418.59万元。

11月9日，海南日报记者走进八
所海关小区看到，改造后的小区房屋
外墙无破损，且粉饰整洁，美观大气。
小区环境得到了改善，没有散放的垃
圾，电动车停车棚已投入使用。

“现在改造后，面貌焕然一新，建设
有小公园、篮球场，休闲锻炼很方便。”
东方市八所海关小区居民王漫说。

东方市住建局有关负责人表示，
接下来将进一步提高老旧小区物业管
理能力，建立小区维修基金，确保后期
的维护管理，让居民住得舒心也放心。

琼中建立绿橙追溯信息监管系统
预计今年产量达1000万斤 将实行统购统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