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月24日至26日
海口三亚有6场招聘会

近3000个岗位虚位以待
本报海口11月23日讯（记者易宗平）11月

24日至26日，海口、三亚将有6场招聘会，届时至
少有2926个岗位虚位以待。

11月24日
8时30分至12时，在海口市嘉华路2号举办

的“‘职’在民企、共创未来暨2021年民营企业专
场招聘会”，参会企业54家，岗位总数998个。15
时至18时，在海口万达广场举办的“聚四方之才
共建自贸港”——省人力资源开发局（省就业局）
公益招聘会暨秀英区现代服务业专场（一），参会
企业28家，岗位总数218个。

9时至11时30分，三亚市吉阳区迎宾路189号
人力资源市场二楼招聘大厅，将举办“爱心助航 就
创青春”三亚市高校毕业生就业服务行动暨留琼就
业创业系列活动现场招聘会，参会企业35家，岗位
总数529个。

11月25日
海口将有2场招聘会：8时30分至12时，省人力

资源开发局一楼公共招聘服务大厅将举办公益招聘
会，截至11月23日晚，报名参会企业有38家，岗位总
数644个。15时至18时，将在海口万达广场举办的

“聚四方之才 共建自贸港”——省人力资源开发局（省
就业局）公益招聘会暨秀英区现代服务业专场（二），截
至11月23日晚，报名参会企业已有14家，岗位总数
141个。后续或将有企业报名入场。

11月26日
15时至18时，将在海口万达广场举办的“聚四

方之才 共建自贸港”——促就业、暖民心2021年秀
英区返乡农民工公益专场招聘会，截至11月23日
晚，报名企业已有23家，岗位总数396个。后续也将
有企业报名入场。

招聘信息

今年海南乐多多生态有限公司毛豆
种植面积将超过 7000亩

规划未来种植毛豆扩大到 2万亩

只朝村毛豆种植面积有800亩

农民把地出租给企业
每亩地一季租金有 850元

农民帮企业种植、采收、运输毛豆
有务工收入

不种植毛豆的季节
农民每年还可以种一季水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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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振兴先锋榜

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看变化

■ 本报记者 高懿

11月22日上午，气温骤降，澄迈
县福山镇敦茶村乡村振兴工作队队员
周德存在了解村民种植冬季瓜菜管理
情况后，马不停蹄地和两名队员来到
敦茶村下属自然村洋道村石榴观光采
摘园，了解目前石榴采摘情况。

“近年来休闲农业采摘游火热，村
里将石榴种植与旅游观光、采摘相结
合，可以说是一举两得。”洋道村村民

小组组长陈利群对海南日报记者说，
现在村里石榴的种植面积有1200多
亩，引导10多名村民发展规模化种
植、瓜菜水果代购代收、经营农家乐
等，累计解决65人的就业问题。

“集体带发展、党员打头阵、群众尝
果实”是敦茶村乡村振兴工作队的发展
规划。“开展乡村振兴工作，首先要充分
发挥基层党组织的带头作用，重点提升
基层党组织的组织力，把村民组织起
来，积极参与乡村建设。”敦茶村乡村振
兴工作队队长刘兴对记者说。

“今年6月，我来驻村时发现，村
里民风好，村容村貌好，但村级集体经

济需要进一步壮大。”刘兴说，该工作
队结合实际情况，帮助洋道村巩固原
有的“美丽乡村旅游+农家乐+石榴采
摘”农旅观光经济模式。

符善南是洋道村的一名脱贫户，曾
以种植石榴为生，但只会种不会卖是他
最头疼的问题。“原来种出来的石榴，5
毛钱一斤都没人收，只能烂在地里。现
在开展石榴采摘之后，5元一斤都不够
卖，每个月收入能稳定在3500元左
右。”符善南对记者说，收入提高后，自
己也盖起了房，生活越来越有盼头。

村民生活越过越好，基层党建的
建设也不能落后。在乡村振兴工作队

的带动下，敦茶村建起集党建、村务、
妇女儿童、共青团、综治维稳、新时期
文明实践站、乡村振兴电视夜校课堂、
远程教育点、镇村干部学历提升课堂
等功能于一体的党群服务中心。

敦茶村党支部书记冯善祥对记者
说：“自从建起党群服务中心，村民们
有事都乐意在此开会商讨，老党员们
来这里看书、开展文体活动，增添不少

‘烟火气’。”
不仅如此，为不断提升基层治理

能力和农村生活水平，敦茶村还建立
起“日保洁、周整治、月评比”人居环境
常态化整治机制。同时，组织成立7

个自然村建立治安联防护村队，今年
常态化开展巡查105次，处理问题13
个，实现社会治安问题“零发生”，成功
打造禁毒示范村、平安综治示范村。

看着敦茶村村民们的生活越过越
好，刘兴对于日后乡村振兴工作也有
了更清晰的工作思路。他对记者说：

“‘党建+产业发展+美丽乡村’的这条
路我们会坚持走下去，我们将依托该
村优良的生态环境和特色农业资源，
全面拓展农业休闲、体验等业态，持续
推进抓党建促乡村振兴，努力让村民
有更多的收获感和幸福感。”

（本报金江11月23日电）

■ 本报记者 周月光

小小毛豆，对乐东黎族自治县大安
镇的农民来说，是致富“金豆”。进入11
月份，乐东山区毛豆种植就忙起来了。

11月18日早晨6时，太阳还没出
来，大安镇只朝村农民刘国锋就戴着
头灯，拎着扳手和一包旋耕机刀片，钻
进停在家门口的轮式拖拉机前部，更
换旋耕机刀片。

“毛豆种植季开始了，前两天我耕
了50多亩地，旋耕机刀片磨损得厉害。”
刘国锋说，耕一亩地能有70元收入，只
有及时更换刀片才能提高机器效率。
海南日报记者在他家门口注意到，除这
辆轮式拖拉机外，还有一辆皮卡车。

据了解，只朝村毛豆种植面积有
800亩。农民把地出租给企业，每亩
地一季租金有850元；农民帮企业种
植、采收、运输毛豆，有务工收入；不
种植毛豆的季节，农民每年还可以种
一季水稻，一家全年口粮有保障。

“我家共有7亩水田，去年种完稻
谷出租给企业种毛豆，租金收入近
6000元；毛豆采摘季节，我爱人去采
摘毛豆，一天能挣300元；我运输毛
豆，一天能挣300元。”刘国锋说，因为
看好毛豆产业发展，去年11月他买了
拖拉机和皮卡车。

刘国锋一个儿子在广东当兵，一
个儿子在福建打工，家里盖的是两层
楼房。他说，这栋楼房是2015年建

的，去年还新建了厨房，家里还买了两
台农机。

更换旋耕机刀片，刘国锋从早上
6时一直忙到了9时。更换下来的刀
片有13个，有的磨成尖刀的样子，有
的磨成薄铁片的样子。随便吃了几口
早餐后，他就拎着瓶装水爬上拖拉机。

只朝村的田洋平整，中间修建有3
米多宽的水泥路。刘国锋开进一个田
块，纵横旋耕几趟，不到20分钟就耕好。

这时，坐落在只朝村的毛豆种植企
业——海南乐多多生态有限公司基地
负责人王俊风来到田头，大声对刘国锋
喊，公司毛豆基地又扩大了，隔壁西黎
村新签订400亩地，今年公司毛豆种
植面积将超过7000亩，耕地要抓紧！

记者走进海南乐多多生态有限公
司加工厂，这里设备齐全，有办公楼、
职工食堂、预冷库、毛豆清洗包装生

产线等。
王俊风说，今年公司毛豆种植面

积增多，正在安装第二条生产线，公司

规划未来种植毛豆扩大到2万亩，带
动山区更多农民种“金豆”。

（本报抱由11月23日电）

乐东黎族自治县大安镇农民刘国锋——

毛豆变“金豆”托起致富梦

澄迈县福山镇敦茶村乡村振兴工作队——

牵住基层党建“牛鼻子”蹚出农旅融合“新路子”

刘国锋驾驶拖拉机翻耕土地，为种植毛豆做准备。 本报记者 武威 摄

22家家政服务企业集聚临高

1831个就业岗位供选择
本报临城11月23日电（记者张文君）为进

一步开展家政服务劳务对接助力乡村振兴行动，
11月23日上午，海口市龙华区人社局、海口市
秀英区人社局和临高县人社局在临高临城镇滨
江公园联合举办2021年家政服务劳务对接专场
招聘会。

据了解，本次招聘会共有海航物业、月子帮、
海格管家、好育佳家政、品尚家政、和为本家政、紫
贝家政、无忧房管家等22家家政服务企业参与，
针对不同年龄、能力等人员，提供保洁、育婴师、月
嫂、保姆、护工、催乳师、普工、环卫工、厨师等
1831个就业岗位。

临高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有关负责人表
示，除了举办招聘会外，主办方后期将计划加强订
单式、定岗式、定向式职业技能培训，培育劳务品
牌，借助品牌效应带动有组织劳务输出规模，带动
更多脱贫人口和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并给予脱
贫人口自主创业减免税费、提供创业担保贷款等
优惠政策。

三亚已关停40个
无证照培训机构

本报三亚 11月 23日电 （记者
黄媛艳）海南日报记者11月23日从
三亚市委常委会上获悉，三亚已有
130所学校开展课后服务，查处并关
停无证照培训机构40个，查处广告
违规机构5个，全面推进“双减”工作
落实。

在做好校内减负提质工作的同
时，三亚也着力开展校外培训机构治
理工作。三亚已建立校外培训机构
专项治理联席会议制度，成立专项治
理工作领导小组，对全市校外培训机
构进行拉网式排查。截至目前，已查
处并关停无证照培训机构40个，查
处广告违规机构5个，下发限期整改
通知 51 份，妥善处理 4 起退费纠
纷。三亚加强对校外培训机构的督
导检查，原有已审批的175家校外教
育培训机构，已转型44家、注销19
家、暂停12家。

本报五指山11月23日电（记者
谢凯 特约记者刘钊）11月 23日下
午，在五指山市第一小学操场，伴随
着动感的音乐，身穿黎锦元素服饰的
学生们在老师的带领下，整齐地跳着
一套独具特色的课间操，校园民族文
化氛围浓厚。

据了解，这是 11月以来，五指
山市在该校作为试点推广的黎族共
同舞课间操，具有好看好记好学的
特点。黎族共同舞课间操推广半个
月以来，该校师生基本掌握了动作
要领。

“这是我们根据五指山市省级非
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黎族共同舞
改编而成的一套 6 节非遗版课间
操。”五指山市一小体育教师组组长
王进炳说，学校前期派出体育老师和
音乐老师到市文化馆学习黎族共同
舞后，面向全校学生推广教学。

作为我省少数民族聚居区域，五
指山市拥有多达23项非物质文化遗
产保护项目，如何更好推进非遗传
承，打造黎族苗族群众的精神家园，
是摆在当地文化工作者面前的现实
问题。

“黎族共同舞是省级非物质文化
遗产，节奏铿锵有力、动作相对粗犷
简单。”五指山市文化馆馆长张欣欣
介绍说，青少年是非遗传承的关键一
环，文化馆结合“非遗进校园、进课
堂”行动，将黎族共同舞改编成课间
操，融入青少年校园生活。

张欣欣说，今年2月以来，五指
山市文化馆特邀专业人士深入五指
山市毛阳镇等地进行采风，记录和完
善黎族共同舞技艺，历时九个月完成
改编创作，并把五指山市一小作为试
点学校，先行推广黎族共同舞课间

操，“下一步，五指山市文化馆还将联
合市教育局在全市各中、小学校中推
广黎族共同舞课间操。”

“改编后的黎族共同舞课间操
让传统课间操变得丰富多彩，可激
发青少年的学习兴趣，扩大非遗文
化影响力，让少数民族的独有技艺
得到更广泛的学习和传承。”五指山
市教育局副局长王琼军说，将配合
文化部门做好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
保护工作，让优秀传统文化植根青
少年校园生活，增强青少年民族文
化自信。

五指山市在校园推广黎族共同舞课间操

非遗进学校 传承有新人

“双减”在行动

澄迈开展
送教下乡活动

本报讯（记者高懿 通讯员周敏）
为充分发挥青少年学生校外活动中心
育人功能，扎实推进“双减”工作落实
落地，让乡村学生共享特色教育资
源，11月22日，澄迈县青少年学生校
外活动中心走进金江镇美亭学校龙坡
小学，开展“科艺缤纷 情暖乡村”送教
下乡活动。

此次送教下乡活动内容丰富又
有趣，包含声乐、书法、绘本阅读、航
模和科技课堂教学及成果展示。“送
教下乡活动，不仅仅为乡村学校带去
更丰富的教学资源，更是为乡村孩子
打开了更广阔的大门。”龙坡小学校
长吴康说。

据澄迈县青少年学生校外活动中
心负责人介绍，下一步，该中心还将定
期组织工作人员，分赴到全县各镇的
边远乡村学校，为乡村学校的孩子们
送去公益特色课程，让他们享受到优
质的课外教育资源。 槟榔谷景区研学游受热捧

本报讯（记者赵优 实习生陈梦馨 通讯员潘
达强）11月20日，来自海南热带海洋学院附属中
学、保亭中学、儋州市第五中学等多个学校的师生
来到海南槟榔谷黎苗文化旅游区，开展非遗研学
教育实践活动。海南日报记者从该景区获悉，景
区已逐步探索出一条可持续发展的研学之路，11
月以来接待研学活动人数达8000人次。

自6月23日2021海南非遗研学大赛成果发
布之后，在政府引导、学校组织、教育机构运作、旅
游景区大力推动的“四方联动”机制下，海南非遗
研学实践教育活动蔚然成风。海南槟榔谷黎苗文
化旅游区紧抓机遇，应势推出非遗研学“第二课
堂”，在品读中一问一答，让手中的研学手册成为
行走的“百科全书”，实现课堂与自然的深度融合。

依托丰富的旅游资源，该景区围绕海南非遗
研学路线、课程创新产品核心要素，打磨出针对中
小学非遗研学教育实践的“教科书”：以“学”为导
向，以“趣”为切入点，个性化打造“探秘非遗”“农
耕渔家”“黎锦作坊”“藤编型秀”“扎染DIY”“雨林
拓展”网红体验路线，为各中小学量身定制不同需
求的研学产品，寓教于乐、学以致用的非遗课堂。

乘“双减”之风
健学生体魄

清华附中文昌学校以“校本课程+阳光体育大课间”的模式开展课后服务，共开设了61门校本课程。学生根据自己
的兴趣爱好，通过“空中学堂”网络平台进行选课，享受形式多样、寓教于乐的课后服务。图为11月23日，该校学生在
操场上练习跳高。 本报记者 袁琛 摄

海南医学院首个
党校实践基地挂牌

本报讯（记者陈蔚林 通讯员雷浩泽）11月20
日至21日，海南医学院党委组织新上任的30名中
层干部，前往定点帮扶村——乐东黎族自治县抱
由镇番豆村开展“党建引领乡村振兴”系列活动。

活动中，海南医学院一行走访番豆村脱贫户，
了解他们的生产和生活状况，鼓励他们抓好生产、
搞好生活，早日过上富裕幸福的小康生活。

活动期间，海南医学院首个党校实践基地在
番豆村挂牌，该校机关党委党办支部、院办支部、
组织支部、宣传支部、保卫支部等5个党支部与番
豆村党支部结对共建，通过建立常态化联系机制，
共同开展专题党课、主题活动、党建工作座谈等，
把海南医学院党建工作经验带到乡村振兴工作一
线，帮助定点帮扶的基层党组织迅速提升组织力、
凝聚力和战斗力。

据悉，海南医学院还在番豆村举办了“致富带
头人”培育暨乡村振兴实践教学活动，组织番豆村
致富带头培育对象到万宁龙滚成钛种养专业合作
社现场观摩绿色农业，并聘请了10名创业导师长
期对该村村民进行创新创业指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