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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省试点
企业首席服务专员制度
围绕企业生命周期提供全流程服务

本报海口4月20日讯（记者苏庆明 通讯员成
睿熙）“作为企业首席服务专员，我们将积极走访企
业，做好服务，解决问题。”4月20日，获任海口市美
兰区企业首席服务专员的美兰区行政审批服务局局
长覃丽君告诉海南日报记者。

当天，海口市美兰区、海口综合保税区、三亚市
天涯区、三亚崖州湾科技城和澄迈县启动企业首席
服务专员试点，优选政治素养高、业务能力强的各级
部门中层及以上领导干部，担任企业首席服务专员，
负责包联若干企业，履行服务职责。试点单位向社
会公布了服务专员名单及联系方式。

“我们将架起企业和政府的‘连心桥’，为企业精
准推送政策，深入了解企业情况，为企业排忧解难。”
覃丽君说，她将深入走访企业，同时加强自身学习，
提升服务企业能力。

20日当天，三亚崖州湾科技城企业首席服务专
员徐哲伦主动联系了科技城一家生物科技企业，“企
业计划在园区投资建设新项目，需要了解有关情
况。我给他们介绍了可对接的渠道，以及相关优惠
政策”。

省优化营商环境工作专班有关负责人介绍，试
点企业首席服务专员制度，是响应省政府部署、优化
我省营商环境的举措。企业首席服务专员将围绕企
业生命周期提供全流程服务，履行宣传惠企政策到
位、响应企业诉求到位、协调解决问题到位、畅通服
务渠道到位的职责，依托海南省营商环境问题受理
平台，帮助企业解决问题。

试点铺开后，我省将逐步构建全方位、全覆盖、
全流程、全天候的服务企业长效机制。

洋浦举行“线上”招商
向40多家头部基金企业推介投融资机遇

本报洋浦4月20日电（记者林书喜 特约记者
李灵军）当下疫情形势复杂多变，无法“走出去”招
商，怎么办？洋浦经济开发区投资促进局于4月20
日举办儋州（洋浦）网络招商大会暨基金专场活动，
向40多家头部基金企业推介洋浦的营商环境和相
关产业的准入标准、扶持政策、服务流程等内容，分
享儋州洋浦一体化发展带来的投融资发展机遇。

据悉，参会的基金企业有中金资本、中金财富、
鼎晖资本、新沃资本、兴业证券、中科资本、五矿证
券等多家国内头部基金企业，涵盖了天使、VC、
PE、产业资本、金融机构等多个类型。

对洋浦而言，通过股权融资打造一批上市主
体，打造一批优秀企业，是提升金融活力的重要
措施。儋州市副市长么向华表示，洋浦经济开发
区作为海南自贸港先行区、示范区，当下目标是力
争在“十四五”期间形成海洋油气、港航物流、商贸
服务3个千亿级产业集群，健康食品加工、制浆造
纸、高端旅游消费品制造3个超百亿产业集群，着
力构建“3+3+N”产业体系。为此，儋州市将大力
支持优质企业进行股权融资，提升经济发展的坚
韧度、稳定性和竞争力，助力儋州洋浦一体化高
质量发展。

洋浦经济开发区投资促进局有关负责人介绍，
网络招商大大提升了招商覆盖面，扩大了政策宣讲
的范围。下一步，该局将以此次活动为起点，开展石
化新材料、外资外贸、健康食品、先进制造等更多网
络招商专场活动，并安排专人做好会后跟踪服务，推
动各种业态在洋浦落地。

在醉人的黎歌里，在洋溢着笑脸的共享农庄中，在浓郁的乡土文化中，感受
海南乡村振兴——

共富基因

在昌江黎族自治县王下乡洪水
村，至今仍流传着一个“段子”。

“过去村里人生了大病，要出山，
只能花钱雇人抬。抬的时候，按人的
体重，论斤算钱”，人们传得有板有眼。

“30 年前我就被抬过！不过都
是亲友帮抬的，没花钱。”4月14日，
59岁的王下乡洪水村村民林春香向
海南日报记者证实，那至少不完全是
“段子”。

而现在，林春香亲身见证了另一
种极其顽固的“病”被治愈的奇迹。

从古至今，那“病”不直接伤及肌
体，却能让人愁肠百结、辗转反侧。

你或许猜对了，那就是“穷病”。
这个春天，我们走进3个村庄，在

醉人的黎歌里，在洋溢着笑脸的共享农
庄中，在浓郁的乡土文化中，寻找不同
的共富基因，感受海南乡村振兴之势。

■ 本报记者 陈成智 刘婧姝 王迎春 李艳玫

王下乡身处霸王岭腹地，曾
是海南最贫困的乡镇之一，离昌
江黎族自治县县城石碌镇近60
公里。

山路曲折且狭窄，车辆会车
时，一方就得停车等候……即便
在通了水泥路的今天，从石碌镇
驱车到王下乡的洪水村也要近两
小时。

因为交通闭塞，1992年，时年
29岁的林春香遭遇过生死劫。

那天，林春香突感腹痛，脸色
惨白，不停冒汗。她被忙乱的亲
友用被子裹着抬出大山。那时，
从洪水村经霸王岭林场到县城医
院，有一段30多公里的路程不通
车，只能靠走。

林春香被送到县医院时，已
经疼晕过去了。后来她才知道，
自己得的是急性阑尾炎。

包裹在被子里，被抬的那一
路上揪心的痛，林春香刻骨铭心。

“这辈子，我走路走到怕。”林
春香说，早年间，为了维持生计，
她是最早一批从霸王岭林场挑东
西回洪水村卖的人。

“地瓜酒、盐巴、咸鱼……”物
资匮乏的年代，她早上6点就要从
家出发，走山间小路，下午5点多
才能到霸王岭林场去进货。

“没有钱住店，就把衣服垫地
上，在店门口坐一晚上。”林春香
说，第二天天亮后，挑着50多斤
的货，再走30多公里的路回村里
卖，1斤酒只赚1毛钱。

面对这一眼望到头的生活，
林春香“出逃”过。

“有一次我和姐妹跑去霸王
岭林场，想去外面打工，再也不回
来。”后来念及孩子太小，她忍住
冲动，回家了。

好在，党和政府对包括王下
乡在内的贫困地区的接力扶贫，
从未停止。

2006年，海南实施教育扶贫
移民工程，率先受益的就是王下
乡。自 2011 年来，昌江共投入
2000万元，打通出山之路，实现
道路硬化，让乡与县、行政村与
乡、自然村与行政村紧密相连。

2019年初，昌江启动王下乡
“黎花里”文旅小镇项目建设，将三
派村、洪水村和浪论村3个村，以

“一步一里一风情，一草一木黎家
情”为主线串联，分别打造“诗里画
里”三派村，“歌里酒里”浪论村，

“时光里”洪水村，形成立体式、多
维度的旅游体——“黎花三里”。

山高路远，隐蔽难寻，谁能想
到，当年制约王下乡发展最大的
劣势，如今成了企业家眼里的绝
佳优势。

“王下乡纯净、自然、原生态，
正是我们需要的。”洪水村时光里
民宿负责人张璐分享起选择来王
下乡发展民宿的原因，“绿水青山
就是金山银山”。

洪水村曾是海南保存最完整
的黎族船形屋群落之一。在村民
整体生态搬迁后，常年无人居住
的船形屋便空心化了。近年来在
该村文旅项目打造过程中，船形
屋被重建升级为主题民宿，增设
了多媒体声光电沉浸式体验，全
国各地游客纷至沓来。

林春香也在家门口找到了稳
定工作，成了民宿管家。

身份的转变，紧接着是心态
的改变。

“以前很怕跟人讲我是王下
人，因为我们穷，村里的姑娘也都
嫁到外面。”林春香喜欢跟客人聊
天，从前住船形屋、上山砍山栏
稻、下河摸螺……这些在村民看
来再平常不过的琐事，客人们往
往听得十分投入。

有网友这样描绘现在的洪水
村：木棉花和稻田，远山和清溪，
忙时就插秧，闲时就唱歌，就算
只当一天陶渊明先生也足矣。晚
上的村子又变了一个模样，光影
流动，感受黎族文化，仿佛穿越
了时光……

坐在民宿长廊上，眼前是绿油
油的稻田，耳旁有山风吹过，丝丝
凉爽沁人心扉。林春香用黎话哼
起了《唱支黎歌给党听》：我们黎族
的前代人，祖祖辈辈都生活在深
山，喝着悬崖石壁下的泉水……

人不负青山，青山定不负人。

一些村民，放着自家好好的房子
不敢住，每天晚上守着猪圈睡。

这是2000年前后，乐东黎族自
治县佛罗镇丹村的一大奇观。

每晚，村民们从房里搬出枕头、
被子，往猪圈旁简单一铺，就伴着牲
畜和浓浓的骚臭味道一起入眠。

“夜里猪一发出叫声，我就会
被吓醒，就怕猪崽被偷。”村民石献
奇说。

坐落在尖峰岭下的丹村，是一个
有500年历史的老村落。清代中期，
这里出过4名贡生，革命战争年代，
有28位烈士曾为革命捐躯。

然而，这个颇具文化传承和红
色基因的村庄，从20世纪90年代开
始，由于部分村民吸毒，一度令人闻
之色变。

据统计，2002年，丹村全村5000
人中，吸毒人员就有70多人。为了
凑钱买毒品，“瘾君子”们想尽办法，
先是偷着卖家里东西，家里实在没东
西卖了，就去偷、抢其他村民的东西。

“那时候，很少有人敢来丹村，镇
上三轮车司机一听是到丹村，立即摆
手拒绝。”石献奇感慨道。

再也不能这样活！

2004年，丹村新一届“两委”班
子上任，确定了“安居才能乐业，安居
必先治乱，治乱必先治毒”的十八字
治村理念。

“一夜抓了18名吸毒人员！”时
任丹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谢上
强说，新“两委”班子上任后，第二天
晚上就联合公安机关打击村里涉毒
犯罪行为。

看到村里动了真格，吸毒人员纷
纷作鸟兽散。一些“瘾君子”陆续被
送去强制戒毒。

不过，很快，村干部就发现：光
抓，不灵。

“我们摸查后发现，吸毒人员大
部分是青少年，往往初中甚至小学还
没念完就辍学在家。他们不知道毒
品有什么危害，以为和抽烟一样，沾
染后才发现难以戒掉。”谢上强说。

村干部意识到，丹村要彻底改变
面貌，除了联合警方铁腕打击涉毒犯
罪，还要注入文化的力量。

“文化兴村”的口号，开始在丹村
叫响。

在乡贤们的支持下，丹村教育
基金会于2010年成立，每年对考上
大学的本村学生给予奖励，对丹村

小学的优秀师生给予奖励，对贫困
家庭的子女给予教育资助。据统
计，该基金会成立10余年来，已筹
措资金约200万元，奖励和资助学
生1000多人次。

从2015年起，丹村每年还举办
文化艺术节，为村民搭建才艺展示
和文化交流的平台；村民王建光联
合乡贤，耗时3年编撰了《丹村志》，
修订了部分人家的族谱、家训，希
望通过家规、族规和村规，实现村
民自发逐级管理；村民郭义忠自筹
3万元，出版村级民间文化刊物《龙
沐湾》……

与文化助力同步进行的，是让村
民的“钱袋子”鼓起来。

丹村村干部不断调整产业结构，
夯实水利基础设施，发展金钱树、哈
密瓜等种植业，让大家日子越过越红
火。村民的人均年收入，从原先不足
2000元涨至去年的近2万元。

吸毒现象，慢慢在丹村绝迹。
如今，走进丹村，一排排独栋小

楼映入眼帘，村路纵横交错，6公里长
的绿化带春意盎然。

年逾七旬的石献奇说，如今即使
夜里敞开门，他也能睡个安稳觉了。

“最大的劣势，变成了最大的优势”A

“资源变资产、资金变股金、农民变股民”

章雄鱼苗出口迎来“开门红”
出口累计73.44万尾，货值约542万元

本报讯（记者周晓梦 通讯员岑启名 符策）每
年3月至6月，是海南章雄鱼苗的出口旺季。近日，
海南日报记者从海口海关获悉，截至目前，该关今年
共监管出口章雄鱼苗5批次73.44万尾，货值约542
万元。

日前，在陵水黎族自治县新村渔港海上养殖基
地，满载17.28万尾章雄鱼苗的日本籍渔船“第六十
一若宫丸”号，经海口海关实施检疫及全程监装后，
驶离陵水前往日本。

章雄鱼苗作为我省特色的水产品之一，所制成
的生鱼片肉质鲜美，在日本等国外市场非常畅销。
本地一些外贸企业充分利用资源优势，大力发展海
水产养殖和海水产品加工，为我省出口创汇取得可
观的经济收益。

乐城加快推动数字疗法研究
本报博鳌4月20日电（记者袁宇）4月20日，

海南日报记者从博鳌乐城国际医疗旅游先行区（以
下简称乐城先行区）管理局获悉，为加快数字疗法研
究，该局日前与泰格医药、芝兰健康两家企业举行座
谈会，共同推动建设数字疗法临床研究平台。

数字疗法是当下备受关注的前沿技术，通过高
质量、安全、有效的软件程序驱动干预措施，为患者、
临床医生和医保机构提供智能的工具，以应对各种疾
病。今年1月，省卫健委公布《海南省数字健康“十四
五”发展规划》，其中将“探索数字疗法先行试用”列为
主要任务之一。这是数字疗法首次被列入省级规划。

数字疗法产业发展涉及了临床研究、器械审批、
医保支付、海外企业落地等多个主题，在海外数字疗
法企业入境、人才资源支持、本地化等方面面临着全
新挑战。

乐城先行区管理局相关负责人表示，乐城先行
区将为加快推动数字疗法相关工作落地提供支持，
希望通过集聚医疗机构、药械企业等多方优势资源，
在监管、注册、临床评价、临床试验等方面共同探索
数字疗法的创新模式，为临床治疗提供其独特的医
疗价值，为患者提供高质量的医疗服务。

山间的雨下个不停。
田野、树林、路面、房屋，都被冲

刷得亮亮堂堂，连同村前的桥。
桥面架设在奔流的河水之上，这

座桥，是出入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响
水镇南春新村的必经之道。

4 年前，这里原本叫南春经济
场。这座桥，原本是一座比河面稍高
的漫水桥。

“那时候遇到下雨天，尤其是刮
台风，水位上涨的高度比人还高。”村
民陈龙比画着高度说。

“村里的人没法出去，外面的人
也没法进来。大家把能吃的都吃了，
有几户甚至把家里的鸡都吃光了。”
最久的一次，陈龙被困过一个星期。

陈龙说，现在旧桥被拆除，新桥
高了、宽了、气派了，是因为桥旁边那
块“雅布伦·享水谷共享农庄”的牌子

“立”住了。
在他看来，村民过上好日子的

“秘密”，就藏在这块牌子里。
溪水潺潺，山泉叮咚。走进南春

新村，一排排独栋式房屋错落有致，
这就是南春新村的别墅型安置房。

“在家门口就能上下班，舒服！”
如今，负责共享农庄外勤工作的陈
龙，每月有工资，土地有分红，搬进小
洋楼，日子美滋滋。

但起初，他和其他村民一样，面
对共享农庄这一未知的发展模式，心
里也在打鼓。

这能成功吗？有钱赚吗？2017
年，在共享农庄项目谋划初期，大家
纷纷发出了这样的质疑。

“害怕企业又是做个样子，最后
又变成搞房地产，不干实事。”陈龙
说，当时村里几乎没有支持的人。

享水谷共享农庄项目一期，位于
南春经济场范围内。那时的南春经

济场，是一个生态良好，但经济较落
后的地方。经济场30户村民散居在
山岭间，许多房屋老旧简陋，产业也
收益甚微。

“橡胶行情不好，槟榔得了黄叶
病，长势也不行。”虽然有顾虑，但陈
龙心里明白，大家其实盼着真有产业
能进来，腰包能鼓起来。

这条曲折的共富之路，在2018
年迎来了转机：政府投入资金对基础
设施进行改造，切实改善了村居环
境，为进一步发展打好基础。

“公路加宽了，新桥有了护栏，这
次是真的了！”看到了诚意的村民们
逐渐松了口，陈龙也转变了想法，成
了该项目与村民沟通的“桥梁”。

原来的土地可以入股，村民能
够获得免费“别墅”，分红的钱除了
保底，还有浮动。不仅如此，在共
享农庄上班还有工资……村民们
真切地看到了“共建、共享、共富”
的模样。

“资源变资产、资金变股金、农民
变股民。”享水谷共享农庄总经理肖
勇这样总结。

作为海南首个“扶贫济困型”共
享农庄，保亭雅布伦·享水谷共享农
庄开创性采取“共建、共享、共富”的
开发运营模式，将共享农庄建设与精
准扶贫、乡村振兴相结合，为实现农
村一二三产融合发展，探索了一条可
复制可推广的道路。

2021年 6月，原南春经济场30
户村民搬进了南春新村安置区。安
置区摇身一变成为现代化的新农村
社区。

“大家的瓦房都能一比一换成全
新的小洋楼。”陈龙家原来是40平方
米的平房，他按照最低标准，拎包入
住了60平方米的新房。

陈龙算了一笔账，自己在共享农
庄务工，1年能收入2万元左右，还有
4亩土地入股共享农庄，每年有6000
元的保底分红。

新房庭院里的草皮上，是陈龙
和妻子种下的桃金娘、菊花、茶花等
植物。

“我们也要有生活情趣。”陈龙说。
南春新村还建起了全新的文化

广场和篮球场，给水排水、园林绿化、
净水和生活污水处理等配套齐全。

而易地搬迁不仅是帮群众建新
房、安新家，还要实现就业稳定、生活
稳定。

目前，共享农庄已进入运营阶
段，农庄里户外运动、农事体验、生态
旅游、田园康养等项目正在陆续完
善，全部建成后将为村民提供150多
个长期就业岗位。

“90后”黄嘉洁就是南春新村的
返乡青年之一。毕业后她在外做了5
年游轮乘务工作。听说家乡换了个
模样，她给所在企业递交了辞呈。

黄嘉洁的干劲很足，如今当上了
共享农庄经理助理。她说，虽然回到
了大山里，但是晋升空间更大，职业
规划也更清晰了。

最重要的是，在家门口上班的幸
福感不言而喻。

“原来大家住得分散，现在都住
一块，经常能聚在一起跳广场舞或者
打篮球，关系更亲近了。”黄嘉洁说。

陈龙家门口，挂着一副有些泛黄
的对联。这是他在搬进新房的当天
亲手写下的。他想给新生活一个仪
式感。

上联是：望梅山山海润色；下联
是：观享水水木添春。

横批是：投桃报李。
（本报保城4月20日电）

在昌江黎族自治县王下乡洪水村，外国游客在体验黎陶的制作乐趣。
（资料图）

俯瞰昌江黎族自治县王下乡洪水村。 （资料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