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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耀天涯——我省第八届全国道德模范及提名奖获得者事迹

■ 本报记者 傅人意

一家海南农业企业，从最早50亩
的种植面积发展到如今的2.8万亩，
从小企业发展成为中国高端凤梨品
牌、中国资本市场热带水果第一股，秘
诀是什么？

答案是：诚信。11月5日，第八
届全国道德模范及提名奖获得者名单
公布，当得知自己获得第八届全国道
德模范提名奖时，海南天地人生态农
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地人公
司）董事长徐咏梅说：“能获得这个奖
十分不容易。这份荣誉既是一份国家
对自己和企业的肯定，也是鞭策自己

不断奋进的推进器。”
徐咏梅认为，“诚实守信”道德模

范提名需要考察企业经营的每个方
面，也对自己是全方位的考量，起码应
具备个人品德、家庭美德、职业道德、
社会公德。诚信，也是企业健康发展
的基石。

1999年，徐咏梅刚到临高创业，
种植了50亩的香蕉。一开始，她不被
当地百姓所接受，甚至有人怀疑她是
来抢占村民土地的。有一件事情开始
改变了村民的看法。

徐咏梅发现基地所在的村没有
井，村民要到很远的河里取水喝，不仅
远而且不卫生。徐咏梅就主动去村里

帮村民打了一口井。当村民喝到了甘
甜的井水时，慢慢接受这个“外来人”。

创业以来，天地人公司基地开到哪
里，就为村民路桥修到哪里。20年来为
村民修路15条、修桥9座、打饮水井20
余口、修建校舍12间、资助贫困大学生
50余名，并建立了农民技术培训学校和
建档立卡贫困户农业培训基地免费为
农户、建档立卡贫困户做培训。

徐咏梅的诚信经营也赢得了越来
越多的客户信赖，长期以来与百果园、
长沙绿叶等几十家果业渠道、批发客
户等建立了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并
率先实现了订单农业，销售网络遍布
全国。

2015年，全国打赢脱贫攻坚战正
式打响，天地人公司主动与贫困户签
订了精准扶贫协议。“精准扶贫既是爱
心帮扶，也是诚信的庄严承诺。”徐咏
梅说。

徐咏梅认为，产业方向与扶贫模
式有机结合，才能产生更大的经济效
益和社会效益。围绕如何建立长效扶
贫机制、激发建档立卡贫困户内生动
力的问题，在实践中徐咏梅带领公司
探索出产业精准扶贫模式：利用土地
入股保底+分红+务工模式,创建“三
位一体”扶贫模式。

一组数据凸显成效：原来建档立
卡贫困户种植桉树每亩地年产值只有
500 元，改种凤梨每亩年产值达到
18000元。

截至2020年12月底，天地人热

带水果产业扶贫项目实现分红
3015.46万元，帮助7137户、31328名
建档立卡贫困人口脱贫出列。

天地人公司不仅让更多农户走上
致富路，还不断培训员工让其掌握
发展技能。“我刚来公司时，只能当保
安，经过公司这几年的培训，我学会了
香蕉种植技术、如何管理工人，慢慢地
成长为公司一个千亩基地的场长。目
前年薪近20万元，还买了小汽车盖起
了小楼房！”临高临城镇和兴村脱贫户
王海骄傲地说。

徐咏梅表示，接下来，天地人公司
将进一步发挥国家级龙头企业的模范
带头作用，助力乡村振兴，为海南自贸
港建设作出应有的贡献，带领天地人
公司在诚信的道路上继续砥砺前行。

（本报海口11月11日讯）

第八届全国道德模范提名奖获得者徐咏梅：

一诺千金办企业 帮扶群众共发展
临高杂交水稻示范点
完成双季3000斤目标
创琼北双季稻亩产最高纪录

本报临城11月11日电（记者张文君 通讯
员王信隆）11月10日，在临高县东英镇文英村杂
交水稻试验示范点，海南省农业科学院三亚研究
院组织有关专家，对2021年海南省重大科技计划
项目“海南双季稻亩产3000斤新品种筛选及配套
技术研究与示范”进行测产验收。该项目由袁隆
平指导的粮食作物绿色高效产业化提升工程团队
实施，通过 1年的努力，杂交水稻双季亩产达
1554.66公斤，完成袁隆平提出的任务指标，创琼
北双季稻亩产最高纪录。

受两次台风的影响，该示范点今年晚造种植
的杂交稻“吉丰优1002”在项目团队的精心管理
下，仍实现超高产。专家组考察了整个水稻试验示
范田，再随机抽取3丘代表性强的田块进行实割实
测。收割后的稻谷经称重、去杂质和测定含水量
后，测得该试验示范田晚造平均亩产650.23公斤。

据了解，今年6月26日，文英村水稻试验示
范田种植的“超优千号”通过专家组早造测产验
收，平均亩产904.43公斤。因此，最终双季稻取
得亩产1554.66公斤的成绩，超额完成袁隆平院
士杂交水稻双季亩产3000斤的攻关目标。

省农业科学院三亚研究院粮食作物绿色高效
产业化提升工程团队王效宁研究员表示，双季亩
产实现3000斤，一方面提高了水稻单产，还能够
增加水稻播种面积进而提高粮食总产，这是解决
粮食安全的有效途径。实施本项目，还能够营造
全省粮食生产的良好氛围，吸引带动更多的企业、
合作社、农户投入粮食生产，对扩大全省粮食生
产，特别是促进稻—菜轮作改良土壤有重要意义。

昌江今年发放1265万元
耕地地力保护补贴

本报石碌11月11日电（记者张文君 特约
记者黄兆雪）今年以来，昌江大力实施耕地地力保
护，共发放了1265万余元耕地地力保护补贴给
1.8万余户农户，将补贴与耕地地力保护挂钩，激
励农户主动保护耕地地力，促进耕地质量提升。
这是海南日报记者11月11日从昌江黎族自治县
农业农村局获悉的。

“今年居民收到的耕地地力保护补贴比去年
的要多。通过发放补贴，能提高大家种植水稻积
极性，激励其主动保护耕地地力，还能提高其经济
收入。全居今年共种有约1700亩水稻，比去年还
多了300亩。”红田居居委会副主任郭清伟说。

据了解，昌江实施耕地地力保护补贴中，其补
贴对象为拥有水田承包权且在水田种植水稻、番薯
等粮食作物，且享受补贴的对象确保水田不撂荒，
休耕不得超过一年，地力不降低。同时补贴方式
为，补贴资金统一通过社会保障卡“一卡通”发放。
今年，昌江给1.8万余户农户共发放了1265万余元
补贴，涉及8个乡镇，6.3万余亩田地。

东方简化失业保险
申领程序
群众申领更便捷

本报八所11月11日电（记者刘婧姝 特约
记者方宇杰）东方市失业人员申领失业保险已实
现材料简化，办理失业保险不再需要提供身份证
复印件及劳动合同解除证明，现场办理只需提供
身份证号码或者社会保障卡号以便业务人员查验
身份即可。这是海南日报记者11月11日从东方
市人社局获悉的。

“失业人员只需要在海南政务服务网填写姓
名、身份证号码、手机号、银行账号、参保地五项基
本信息，无须提供证明材料，我们利用业务经办系
统对比核实失业人员的参保信息、失业状态和失
业原因，如果社保没有出现停保的状况，就给予失
业保险金发放。”东方市就业服务中心失业保险经
办人员陆忠平说。

陆忠平介绍，申请人通过海南政务服务网统
一入口提交的申领信息，经办人在3个工作日内
完成审核。如果在当月18日前完成申请，失业保
险金则在当月月底前发放，目前，失业保险按照海
南省最低工资标准的98%进行发放。

“我们还通过微信公众号，公车站宣传栏、
业务窗口张贴网上办理流程等方式引导群众通
过海南政务服务网、微信、海南人社App等失
业金网上进行申请提交材料，无须跑腿，最大程
度为群众提供便利。”东方市人社局相关负责人
表示。

■ 本报记者 傅人意

椰语堂天猫旗舰店椰奶清补凉
一箱直降20.9元、海南知名茶企尚
南堂推出鹧鸪小青柑茶叶半价促销
活动、海南翔泰食品旗舰店酸菜鱼

“拍1盒发3盒”，居本店淡水鱼类热
销第一名……11月11日，消费者迎
来第13个“双十一”购物节，琼货品
牌主打“绿色”“优质”，表现亮眼。

在海南新锐护肤品牌寻荟记天
猫旗舰店，该品牌在“双十一”期间
推出控油水乳、唇膏、护手霜、防晒
霜等新品。“今年‘双十一’期间已经
预销售超过50万件产品。”寻荟记

创始人林瀚表示。
据了解，2021年6.18购物节，寻

荟记品牌全渠道GMV2000万元，
今年销售额有望突破2亿元。林瀚
表示，去年公司还投入近千万元用于
种植基地智能化升级，发展绿色循环
农业，将更绿色、更优质的护肤产品
回馈消费者。

“兴科普莱赞100%黑巧克力、
兴隆海南咖啡豆、兴隆白胡椒粉这
三款产品成为兴科天猫旗舰店的爆
款，源自消费者对海南可可豆、胡椒
等优质原料的认可。”海南兴科热带
作物工程技术有限公司是中国热带
农业科学院香料饮料研究所开发管

理的公司，该公司副总经理苏宁介
绍，“双十一”期间团队正在紧锣密
鼓地进行快递打包，“目前已经有
1000多个包裹，主要是来自江浙、
东北一带的订单，今天下午仍有很
多消费者下单。”

新琼货不断出击，“老字号”品牌
也加速蝶变。去年以来，不少海南企
业克服疫情影响，不断提升产品品
质，在贸易市场与产品结构上进行调
整，将“以外贸为主”变成“外贸、内贸
结合”的贸易方式。比如海南翔泰渔
业股份有限公司积极开发“海南鲷”
多样化产品，在天猫翔泰食品旗舰
店，包括小酥鱼、酸菜鱼、海鲜冬阴功

即时冷冻品、藤椒即食冷冻品等产
品，吸引消费者下单。

“每年‘双十一’，春光的椰子粉都
是爆款，今年也不例外！”海南春光食
品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表示，今年春
光集团更注重客户体验及消费多样
化，用多品联带销售，满额赠品方式，
让更多消费者品尝到春光集团更多品
类产品。

11月11日，天猫事业群副总裁
吹雪在“双十一”媒体沟通会上表示，
29万家参与天猫“双十一”的商家表
现出色，包括国潮老字号、新品牌以
及国际大牌都拿到了不错的业绩。

(本报海口11月11日讯)

本报海口11月11日讯（记者
邓钰 通讯员邓睆）海南日报记者
11月11日从京东华南区公关部获
悉，我省用户“双十一”当天成交额
环比增长32%，家电、通讯、食品、
家具等品类消费走势良好。下单
用户中，35 岁以下年轻用户占比
57%，消费新用户趋于年轻化，女性

居多。
今年“双十一”，我省居民更注重

提升生活品质，在文旅、健康领域，消
费走势有所提升，本地生活和旅游出
行、健康服务、珠宝首饰、生鲜、食品
饮料5大品类同比增长最快。

椰树、养生堂、京润、南国成为
“双十一”京东平台销售额最高的本

地品牌。椰树椰子汁还成为当之无
愧的“爆款产品”，成交额挤入我省
热销商品前五榜单。

此外，我省政府、企业和电商平
台合力畅通农产品上行渠道，琼海、
乐东、文昌、五指山和万宁5市县的
本地高质量农产品上行增长量在我
省位列前茅。

东方东河镇污水处理
一体化项目试运营

本报八所11月11日电（记者
刘婧姝 特约记者方宇杰）近年来，
东方市将乡镇污水处理设施建设作
为该市重点项目来推进，在全市10
个乡镇铺开。目前，东河镇污水处
理一体化PPP项目已全面竣工验
收，正在试运营阶段。

11月 11日，海南日报记者在
东河镇污水处理一体化PPP项目
现场看到，污水处理厂及配套的
提升泵站、泵井已建设完成，东新
村和东风村等大部分生活污水已
接入污水厂，目前污水处理厂正
调试运作，日处理量约200至250
立方米。

据 悉 ，该 项 目 总 投 资 约
2147.17万元，项目建设内容包含
污水处理厂1座、污水提升泵站1
座、污水提升泵井1座、新建配套污
水管网10.655千米。同时还配套
污水检查井，预留接户井，及路面破
除与恢复。

东方市乡镇污水处理一体化
PPP项目于2018年年底动工建设，
项目总投资约 5.49 亿元，包括板
桥、三家、新龙等10个乡镇的10宗
污水处理工程项目。目前10宗乡
镇均已开工建设，已完成投资约
3.86亿元，计划今年年底建设完成
9宗。

“我们将加强日常监管，积极协
调建设中存在的问题，确保项目按
质按量按时完成。”东方市水务局城
乡水务室主任王华说。

“双十一”琼货如何出圈？

“绿色”“优质”成主打牌

京东“双十一”我省成交额环比增长32%

35岁以下用户占比近6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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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0日，海口市秀英村美德
村卫生室的医生钟鸣使用“健康一
体机”对村民进行体检，并通过5G
信号将检测数据上传至上级卫生机
构进行实时助诊。

目前，全省7家三甲医院、18
个市县的县级医院、340家乡镇级
医疗机构和2693家村卫生室进行
了5G智慧化升级，村民不出村可
远程挂号就诊。
本报记者 封烁 通讯员 戴瑞 摄

5G赋能
隔空会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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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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钟治军，一名“85后”的小伙子，2006
年，刚满18岁的钟治军怀揣着一腔热血
和对军营的无限向往光荣入伍，服役于中
国空降兵部队，曾参加2008年汶川抗震
救灾。2011年退役后，钟治军受到海南
创业政策的吸引来到海南，并决定扎根琼
中黎族苗族自治县什寒村，在大山里开启
他的创业之旅。

什寒村位于五指山的山脉之间，绵延
的峰峦，在云端若隐若现，有着“天上什
寒”的美誉。初到琼中，钟治军与两个战
友租了10多亩地，创办了琼中县第一家

年产百万枚的标准化笼养式蛋鸡养殖场。
“在大山里创业也不是那么容易的，

尤其是当钱花完了梦想还没实现的时候”
钟治军说。因管理经验不足，一个晚上死
了6000多只鸡，看到厂房里的景象，钟治
军和他的两个战友傻了眼。

5年的部队生活锻造出钟治军不服输
的性格。第二天，钟治军找到相关部门反
映情况，技术人员马上赶往现场查找原
因，帮助他们解决问题，主管部门还推荐
他们上了养殖技术培训班，并帮助他们获
得支持退役军人的银行贷款。在政府的

帮助下，钟治军的养殖场大获成功。
钟治军作为琼中创业青年的代表被团

省委评为“海南农村青年致富带头人”和“海
南向上向善好青年”荣誉称号。养殖基地也
被评为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退役军人创
业示范基地”和“农村青年致富带头人创业
示范基地”。

2018年，钟治军乘着于乡村旅游逐
渐兴起的东风，联合什寒村委会成立了琼
中天上什寒农旅发展有限公司。企业通
过“乡村旅游+民宿+餐饮+互联网平台+
农业”融合发展。

为发展乡村旅游，钟治军组织什寒村
退役军人和年轻人利用在部队所学的军
事地形学、按方位角行进及本地采药路线
等一起开发什寒村的山地徒步旅游。而
后组织什寒村民成立黎苗歌舞演出队，传
承黎苗文化。同时，依托“白沙起义”“什
乒会址”“国兴洞”等讲好红色故事，发展
红色旅游。

钟治军目前创办了4家企业，覆盖种
养殖、旅游、民宿、社区电商等多种行业，
直接带动村民就业400多人，还带动琼中
618名贫困户脱贫致富。 （文/马卉）

琼中天上什寒农旅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钟治军：

发展农旅产业 带动村民增收致富
钟
治
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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