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日，在G98环岛高速
公路三亚崖州湾科技城段改
建工程工地，工程人员正在
有序施工。该项目计划于
2022年底完成主线工程建
设，届时崖州湾科技城将实
现南北互通，交通功能得到
进一步完善。

本报记者 武威 摄

冬日天涯暖
项目施工忙

关注全国乡村治理示范村镇

■ 本报记者 曾毓慧 通讯员 孟文健

12月1日一早，在白沙黎族自治县
打安镇打安村长岭村民小组，朝阳拨开
晨雾，透过民居那一排排红砖筑起的
镂空矮墙，即可看到在庭院里一垄垄青
菜长势喜人和瓜果垂吊于藤蔓底下。

微风不时轻拂，寻着一股素雅的
花香，就来到村民符作强自家的兰花
种植大棚里。这会，他一边忙着分株、

育苗，一边告诉海南日报记者：“兰花
种苗是政府提供的，政府还安排技术
人员上门辅导技术。我这占地一亩的
大棚一年产值少说也有两三万元！”

“一亩大棚，可栽种6000多株文
心兰，只要达到A级标准，十株捆成
一束，就能卖出30余元，大多远销云
南、上海等省市。”打安镇驻村干部吴
俊才介绍，自2018年起，在各级帮扶
单位的支持下，该镇采取“政府扶持+

企业带动+农户管理+村民入股”的发
展模式，创建了属村集体经济的党建
扶贫示范基地，腾出40亩土地发展兰
花种植产业，共计种植了大约28万株
兰花，并优先培训村民在基地务工实
现稳定增收，预计今年兰花产值将近
100万元。

打安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
陈有堂介绍，有关部门还整合资金，帮
助符作强等14户村民合理利用庭院
空间，搭建起一个个种植大棚用于发
展兰花种植产业。

这样宜居、宜业的好景致，在打安

镇可不是长岭村独有。打安镇党委副
书记周昌龙介绍，近年来，该镇按照全
国乡村治理示范村镇相关工作要求，
统筹做好橡胶主导产业，并按照“长短
结合、种养互补”的思路，通过夯实基
层党建力量，力推“党支部+专业合作
社+农户”“专业合作社+致富带头人+
农户”等模式，带动村民创业、务工，逐
步形成了多元化产业发展的格局。

现今，除长岭村发展兰花特色产
业外，打安镇南达村种有近百亩紫玉
淮山，福妥村种有数百亩生态香稻，可
程村则种有百余亩雷公笋等，“一村一

品”特色产业助农增收成效喜人。
按照规划，打安镇将依托境内九

架云雾、九架木棉、南九石壁等特色景
观，逐步探索并推进“美丽乡村+旅
游”生态旅游产业，在现已建成长岭
村、南达村等美丽乡村示范点的基础
上，加速推进子雅、福妥、田表村等呈
点状分布的美丽乡村建设，并蓄势打
造打安—合水—南达美丽乡村旅游连
片示范区，因地制宜地发展观光农业、
农家乐、民宿等项目，让美丽乡村转化
为“美丽经济”。

（本报牙叉12月1日电）

白沙打安镇力推“一村一品”，逐步形成多元化产业发展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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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振兴先锋榜

■ 本报记者 李梦瑶 通讯员 林小丹

12月1日中午时分，屯昌县南坤
镇曙光村水车村民小组村民王贤坤忙
完手头的活后，又一次遛弯至村里的
水陂拆除重建工程施工现场“监工”。

“嚯，这水陂比昨天又‘长高’了不少。”
翻出手机里昨天拍摄的照片与现场仔
细对比，王贤坤惊讶地发现施工进展
比自己预想的还要快。

让王贤坤挂心的这处水陂，关系
到水车村及周边村庄共400余亩水田
的灌溉问题。

2019年 12月，政府为解决村民
出行隐患，拆除了水车村存续多年
的漫水桥，转而动工建设新的水车
桥，但桥旁的水陂也随之被拆除了
一部分，其余部分后来被雨水冲
垮。“原本用来截水的水陂被毁，导
致我们无水种植。”曙光村委会主任

王兴介绍，如今村民们已误了一季
水稻，约300余亩。

今年7月，此事被《海南日报》海
报监督栏目报道后，引起屯昌相关部
门高度重视。该县委“一把手”及相关
职能部门主要负责人第一时间深入现
场办公，给出新建水陂的解决对策，同
时该县结合党史学习教育，将其纳入

“查堵点、破难题、促发展”活动，一条
绿色通道随即也在多部门联动下被迅
速打通。

“涉水项目审批通常需要12个工
作日，考虑到民生问题，县行政审批服
务局不到一周时间便为我们办好了全
部审批手续。”屯昌县水务事务中心副

主任谭伟纲告诉海南日报记者，与此
同时，该中心与县资规局、县财政局及
南坤镇政府等单位加强协作，于10月
22日完成项目招投标工作，并用不到
一周时间顺利完成清表工作。

之后，施工单位克服雨季汛期影
响，在完成围堰、施工道路建设、旧水
陂拆除等一系列工程前期准备工作
后，推动新建水陂工程于11月1日进
入实质性施工建设阶段。“我们在严抓
工程质量的前提下，经过自我加压、科
学调度，将工期从原本的90天压缩到
了58天。”该项目施工现场监理员林
小尤表示，目前工人们正忙着给水陂
浇筑混凝土，工程进展过半，预计12

月底即可竣工。
尽管距离水陂竣工还有一个月时

间，眼下王贤坤和其他村民却早已按
捺不住。原来，为了让村民们尽快恢
复生产，不久前屯昌县水务事务中心
还向县财政局申请7.62万元，在河边
安装了一处临时电泵抽水设施。

“等水引到田洋里，把地泡软一
些，再过几天我们就能将弃荒农田
重新打理起来，开始准备冬种了。”
轻轻拧开水泵开关，只见河水瞬间
顺着管道哗哗流进干涸已久的水
渠，这让王贤坤忍不住发出了一阵
爽朗笑声。

（本报屯城12月1日电）

屯昌水车村新建水陂预计12月底竣工，400多亩缺水农田将重焕生机

协作解难题 引水润民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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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日销售额破3000万元
11月环比增长超52%

海控全球精品免税城
月销售再创新高

本报海口12月1日讯（记者邵长春 通讯员
臧会彬 胥圣兰）11月30日，海控全球精品免税
城L3层正式启幕，全场近百个品牌，上千种优质
离岛免税产品集结，为广大消费者带来年终好物
和优惠福利，当日销售额突破3000万元，月销售
额再创新高突破3.8亿元，环比增长超过52%。

据统计，截至11月30日23时59分，海控全
球精品免税城单日销售额突破3000万元，客流
量同比提升30%，部分新增品牌店铺的日销售
额轻松突破百万元，酒水类商品全店销售额近
1000万元。

海控全球精品免税城明确自身定位，发展特
色品类，差异化引进品牌和产品，结合节庆活动，
精心策划不同主题的营销活动，让广大消费者能
以最优惠的价格购买到最优质的离岛免税商品，
进一步擦亮离岛免税金字招牌。

“店里新引进了很多国外的高端品牌，我想抓
住年终岁末优惠折扣机会，打算把明年的护肤品、
化妆品都买了。”经常往返北京海口两地的李女士
说自己深刻感受到了商场内的变化。

据了解，海控全球精品免税城自今年1月31
日一期开业以来，入驻品牌262个，其中自二期水
瓶座8月30日正式营业以来，截至11月30日，共
新增入驻品牌40个，其中涉及香化、酒水、眼镜、
手表、玩具等五大品类。

海控全球精品免税城负责人表示，海控全球
精品免税城将适时引进国际一线品牌入驻，丰富
免税品种类，打造差异化竞争格局，同时履行好市
场主体责任，做好风险防范，齐心协力做大做强免
税消费市场，为促进境外消费回流作出贡献。

海南热带海洋学院
崖州湾创新研究院揭牌

本报讯（记者徐慧玲 黄媛艳 通讯员汪思
辰）近日，海南热带海洋学院崖州湾创新研究院揭
牌，将依托崖州湾科技城政策优势和海洋热带海洋
学院、海南省海洋与渔业科学院的学科、科研和人
才优势，通过开展海洋等领域技术研发和成果转
化，推进科技创新，打造海洋科学、水产南繁等领域
科技创新的孵化器，助力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

海南热带海洋学院崖州湾创新研究院注册成
立于今年9月30日。根据规划，海南热带海洋学院
崖州湾创新研究院将建立健全运行机制和管理体制，
完成功能实验室布局和建设，引育特色创新团队，打
造一流科研创新平台、强化产学研一体化建设，并在
海南省、三亚市政府的大力支持和海南热带海洋学院
的指导下、崖州湾科技城帮助下，拟在2022年底或
2023年年中建成千吨级教学实训科考船。

当天，崖州湾科技城、海南热带海洋学院、海
南热带海洋学院崖州湾创新研究院还举行合作协
议签约仪式。根据合作协议，在科技创新上，海南
热带海洋学院、海南热带海洋学院崖州湾创新研
究院将发挥人才等方面的优势，满足崖州湾科技
城涉农、种业等方面的人才培养需求。

本报嘉积12月1日电（记者邵
长春）12月1日，琼海市长坡镇群先
村南昌村小组村民李彦本起了个大
早，在和村里椰子树的主人谈好价
格后，就开始了摘椰子的工作。

不到中午，李彦本的三轮小货
车已经装满新采下的椰子，他将这
车椰子卖到了长坡镇土桥椰子收购
点。椰子经过分拣，将被装上大卡
车送到澄迈的仓库，再经由美团优
选平台配送到全岛各地的消费者手
中。

而就在差不多同一时间，海口市

民潘丹打开了相关APP，下单了5个
椰子，在这个APP中每个椰子的价
格是2.88元，通常来说，她购买的椰
子第二天就会送到指定收货地址。

从田间地头到消费者的手中，
美团优选、多多买菜等社区电商的
新销售模式缩短了中间流通环节，
也让很多海南人卖椰子、买椰子的
途径有了新变化。

海南骏翔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董
事长周朝忠介绍，以前他做百货、
生鲜生意，去年他对社区电商产生
了兴趣，“疫情发生后，很多人都选

择通过社区网购的形式购买生鲜
用品，让我看到了这块业务的发展
潜力。”

从去年9月起，周朝忠开始和某
社区电商平台合作，经过一年多的
发展已成为该电商平台在海南最大
的生鲜供应商。其公司在文昌琼海
等地设了 3个椰子收购场站，土桥
收购站是其中一家。该公司高峰时
在海南岛内一天就卖出2万多个椰
子。此外，该公司还通过社区电商
平台为岛外广东、广西等地供应海
南椰子，多的时候一天能卖出 8万

多个。
“原来没做社区电商时，淡季售

卖水果不大好估计收购量，有时候
收多了，还会滞销。”周朝忠说，现在
基本解决了销售问题，旺季淡季不
愁卖，担心的只是供货不足。

记者了解到，椰子价格随市场
波动，今年有段时间椰子价格很高，
从农户手里收购就需要六七块钱。
但总体来说，因为量大和减少流通
环节，社区电商的销售模式让椰子
价格有很大的优势。

附近的村民对这种模式也比较

认可，长坡镇孟文村土桥村小组组长
洪德全说，该村基本上家家户户都种
椰子，如果一户种100棵，每棵树一
年结50颗椰子，就是5000个椰子，
是一笔不小的收入。“这种电商模式
收购量大，现在大家基本不愁卖。”

美团优选海南区域负责人表
示，该公司下一步还将发挥渠道优
势，助力海南农产品直接跟城市社
区直接对接，并加强农产品上生产、
采摘、检验检疫、分拣、分级、采后保
存等方面能力建设，助力海南农产
品品牌打造和标准化生产。

本报三亚12月1日电（记者李
梦楠）12月1日上午，三亚市中级人
民法院开庭审理两起一审行政诉讼及
行政赔偿案件，三亚市人民政府市长
包洪文作为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
诉。据悉，市长作为地级市人民政府
正职负责人出庭应诉，为海南省首例。

两案系土地征收及行政赔偿纠纷，
原告认为三亚市政府未经征收补偿即

将其土地交付三亚市交通运输局使用
的行政行为和三亚市交通运输局占用
其土地的行政行为违法，提起诉讼，请
求法院判决确认两被告前述行政行为
违法，并赔偿其损失。

庭审中，双方当事人围绕法庭归
纳的争议焦点进行举证、质证，充分发
表辩论意见。经法庭调查，三亚市政
府没有征用原告土地，但三亚市交通

运输局实际占用了原告的土地。由于
案涉土地已被规划调整为绿地，原告
也无法继续使用，在法庭的主持调解
下，三亚市政府同意下一步启动征地
手续，进行征地赔偿，在征地赔偿的时
候，一并协商解决三亚市交通运输局
占用原告土地费的问题。原告同意该
调解方案，当庭撤回对市政府的征收
与赔偿的两个诉讼案件，也一并撤回

对三亚市交通运输局的违法占用的诉
讼案件。

“我们将持续努力提升依法行政
的能力和水平，提升运用法治思维和
法治方式深化改革、推动发展、化解矛
盾、维护稳定的能力，并带头依法决
策、依法行政、接受监督。”包洪文表
示，三亚还将继续进一步增强公职人
员的法治意识和为民服务意识，避免

在征收工作中产生不必要的争议，维
持好被征收人的合法权益，确保做到
公开公正、阳光透明，切实将矛盾争议
化解在基层、萌芽状态和行政程序中。

据悉，三亚将落实行政机关负责
人出庭应诉工作纳入2021年市委依
法治市委员会工作要点，此前三亚市
政府副市长贾文涛以及时任三亚副市
长吴清江曾出庭应诉。

海南椰子产销直供，种植户和消费者得实惠

村里收 网上卖 产销旺

三亚审理两起行政诉讼及行政赔偿案件

市长出庭应诉 践行依法行政
陵水新村镇盐尽村乡村振兴工作队：

带领村民种好“甜蜜瓜”
■ 本报记者 王迎春

11月30日，陵水黎族自治县新村镇盐尽村
的哈密瓜产业正迎来今年第一茬的“瓜熟蒂落”。

“现在村民可以通过土地、资金、劳动力等方
式入股合作社，入股方式更灵活了。”盐尽村乡村
振兴工作队队长朱志凯口中的合作社，是新村镇
盐尽村委会依托引进的海南胜杰农业发展有限公
司，采取“党支部+企业+合作社+农户”的模式，
成立的陵水朝阳人种养合作社。

如今形成了一定规模的哈密瓜产业，为村民
带来了甜头，正成为盐尽村打造“一村一品”的方
向。而2019年2月，盐尽村第一批乡村振兴工作
队刚到任，就遇上了哈密瓜的“考题”：种植哈密瓜
先期投入大，温室大棚与灌溉系统都需要资金，与
此同时，借贷入股合作社的村民们，面临着哈密瓜
种植还未分红，银行贷款期限到了的情况。

乡村振兴工作队与村委会立即研究商量对
策，面对着合作社账目不够还贷的困境，盐尽村党
总支部书记陈林雄向农信社抵押自己的住房与车
子，时任盐尽村村委会主任的陈荣海则加大了资金
投入，优先保证当时的建档立卡贫困户（脱贫户）贷
款的全额偿还以及部分偿还困难村民的贷款偿还。

在乡村振兴工作队的牵线搭桥下，陵水朝
阳人种养合作社还成立了朝阳人临时党支部，
积极引导党员加入临时党支部，发挥党员核心
带动作用。2019年哈密瓜丰收后，合作社账目
资金逐渐增长至203万元，村民拿到了分红，还
上了贷款。

“去年亩产高，今年的分红就分到了8万元。”
薛亚云是第一批在合作社入股的村民，除了在合
作社有10万元的股额，自家也有20多亩哈密瓜
地，第一年的利润就有60多万。

如今盐尽村哈密瓜的种植面积达到 3000
亩。哈密瓜产业也吸纳了全村的富余劳动力，每
人月收入3500元至5000元左右，技术人员月收
入甚至达8000元。

不仅如此，在乡村振兴工作队的帮助下，2021
年，盐尽村成为了陵水首个整村授信“信用村”，首
批授信农户108户，授信金额984万元。村民可享
受的放款便利化，也为哈密瓜产业提供了强劲的振
兴助力。 （本报椰林12月1日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