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秸秆禁烧有妙招

5月22日，在海口市甲子镇加
朝村秸秆收购点，农户“以物换物”
用冬季瓜菜秸秆换回有机肥料。

海口甲子镇探索建立以绿色低
碳为导向的秸秆生态补偿制度，采
取与公司合作方式，通过秸秆和畜
禽粪污资源循环利用制成肥料，让
企业有效益，农户有奖励，确保当地
农田“未着一把火，未冒一股烟”。
目前，该镇已经有4个村庄和企业
合作，回收利用6000吨秸秆。

本报记者 张茂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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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琼崖新貌

采访札记

■ 本报记者 徐慧玲

5月24日上午，零星小雨后，三
亚市吉阳区博后村雾气氤氲。

一幢幢风格各异的民宿掩映在
青山绿水间，多辆挂着省外车牌的小
轿车停在村道上。哎岬湖畔，芳草鲜
美，鸟语花香，站在观景平台上放眼
四周，乡村美景如诗画。

79岁的博后村村民高明扬参加
主题党日活动后，习惯性沿着哎岬湖
散散步。“我小时候，乡亲们穷得连饭
都吃不上，只能到隔壁村挖红薯。”高
明扬感慨，现在的博后村村容村貌焕
然一新，日子越过越甜，如今的生活
是以前想都不敢想的。

和高明扬一样，博后村很多村
民深刻感受到近些年来发生的三大
变化。

第一变，是景。
“村庄环境优美，处处都是美景，

我们住了4天！”5月24日，在博后村
一家牛肉拉面店里，来自贵州的“90
后”游客邰晓瑜和朋友挑选在哎岬湖
畔合影的照片，准备发到朋友圈总结
此次的三亚之旅。

然而前些年，让游客点赞的哎岬
湖却是一个污水直排、臭气熏天的臭
水塘，村民总会绕道而走。

由于过去村民采用传统的分散
养猪方式，卫生习惯较差，一到下雨
天，养猪产生的粪水和生活污水顺
着雨水流向本就泥泞不堪的村道，
村民出门十分不便，一不小心脚下
就“中招”。

博后村“颜值”刷新始于 2017
年。那一年，三亚市委、市政府将博
后村就地改造为5A级美丽乡村，铺
设污水管网，治理村道和臭水塘等整

治项目全面铺开，这个曾经“脏乱差”
的村庄“摇身一变”成许多游客慕名
而来的“网红村”。

一天傍晚，村民蒲关新在家门口
散步，看着昔日的“羊肠小道”大变
样，宽阔整洁的村道通向家家户户，
路灯渐次亮起，这位性格豪迈的黎家
汉子不禁放声高歌，引来游客围观。
说到这儿，蒲关新脸上挂满笑容。

第二变，是人。
随着美丽乡村建设深入推进，博

后村面貌焕然一新，越来越多的村民
嗅到商机，把自己的农家院子建成乡
村客栈。

祖祖辈辈都是农民，村民高惠
菁怎么也没有想到，自己和丈夫苏
越军能从村民变成民宿老板。2017
年，黎族风格民宿“蓝雅居”开业迎
客，是博后村最早营业的民宿之
一。每逢旅游旺季，高惠菁家的民
宿常常爆满。

“忙得吃饭都没有时间”，5年
来，一到小长假，民宿客人络绎不
绝，这就是村民黄春荣的工作状
态。为了与时俱进，黄春荣自学互
联网知识，学习如何提高自家民宿
的曝光率，甚至主动跟携程网等平
台合作。

4月以来，趁着旅游淡季的“空
档期”，黄春荣索性暂停营业，重新装
修民宿。公共厨房、清新简约风格的
墙面……黄春荣把从网上和同行那
学来的经验用在民宿改造中，“以前
是靠力气糊口，现在要靠头脑过上好
生活！”

第三变，是产业。
博后村是个有着光荣革命历史

的黎族村庄，虽然临近亚龙湾国家
旅游度假区。在高明扬的记忆中，

博后村早先以种植业、养殖业为主，
可一到台风季节，海水倒灌严重，靠
天吃饭的村民守着金海岸，却过着
穷日子。

2013年4月9日，习近平总书记
到位于博后村的亚龙湾玫瑰谷景区
考察，留下了“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
乡”的温暖嘱托，深深鼓舞和激励着
当地的干部群众。

几年来，博后村因地制宜重点发
展生态旅游、特色民宿等支柱产业，

革命老区村庄发生了巨大变化，托起
了村民的幸福小康梦。

博后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
苏少洪说，博后村如今已经开了55
家民宿，村民吃上“旅游饭”，日子越
过越甜。2021年，村民人均年收入
达到2.86万元。

如今博后村产业更加多元，除
了民宿产业，不少连锁餐厅开进村
里，集市、夜市等乡村经济业态愈加
丰富。

此外，红色基因还为博后村发展
注入更多的活力。依托着革命老区
村庄的优势，博后村设立党史知识学
习长廊，建立博后培训基地，打造博
后党群基地教育产业，目前已承接来
自省内外各类培训上百次。

博后村内的凤凰花热烈绽放，一
簇簇红艳似火，比这更火红热烈的，
是博后村的老乡们越来越火红的甜
蜜生活。

（本报三亚5月24日电）

三亚市吉阳区博后村立足资源禀赋，绘就富美新画卷

博后“三变”迎客来

■ 本报记者 徐慧玲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产业兴旺是
重点。

推动玫瑰种植走上一二三产业
融合发展之路，让土地增值、农民增

收；发展民宿产业、夜市经济，村民在
家门口就业创业，过上美滋滋的生活
……近年来，博后村干部群众齐心协
力，大力促进农旅融合，不断探索新
的致富道路，让村子越来越美，村民
日子越过越红火。

从博后村的实践之路，我们可以
看到一条清晰的发展思路：农村经济
要多元化发展。农村产业结构单一，
就好比一条腿走路，很难走得更远。

立足资源禀赋，博后村积极探索
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新模式，以美景、

民宿和当地美食为招牌，因地制宜发
展乡村旅游。

与此同时，博后村还充分发挥革
命老区村庄的红色基因优势，开设博
后培训基地，依托省委党校、三亚市
委党校教学培训资源，打造独具特色

的党员教育培训基地，聚力产业转
型、助力乡村振兴，实现多条腿走路。

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博后
村探索乡村振兴的方式和路径，不断
给人们带来惊喜，我们期待这里能发
生更多的美丽“蝶变”。

乡村振兴要多条腿走路

三亚吉阳区博后村。 本报记者 武威 摄

符合离沪条件的
上海滞留人员可返琼
不再逐一开具证明

本报海口5月24日讯（记者马珂）近期上海
疫情整体向好，滞留人员返乡心切。为了保证滞
留上海的人员安全返琼，海南省新型冠状病毒肺
炎疫情防控工作指挥部24日提出，本着“愿返尽
返”的原则，同意接收符合离沪条件的上海滞留人
员返琼，不再逐一开具《同意返乡的证明》。

同时，返琼人员本着对自己和对家人负责的
态度，须严格遵守上海市制定的离沪人员的有关
规定，并办理离沪的相关手续及证明材料。获准
离沪后，应严格按照海南省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的
相关规定，做到及时报备，安全返乡，避免给自
己的出行带来不便。返（来）琼前，须严格遵守
以下管控措施：本人签署承诺书，确保本人为非
密接、非次密接人员，非“封控区”人员。来琼前
14天进行自我健康监测，每日检测体温，无异
常。持48小时内两次核酸检测阴性证明登机或
其他交通工具，并查验健康码、行程码。痊愈出
院的新冠肺炎病人除满足上述要求外，在出院后
按要求完成居家健康监测后方可购票计划出
行。来琼后主动申报，出示出院证明材料及相关
证明材料。

抵琼后，实施“7+7”管控措施，具体如下：严格
落实“7+7”管控措施（7天自费集中隔离，7天居家
健康监测）。期间第1、2、3、7、10、14天各测一次
核酸，第7、14天核酸检测实施双采双检，阴性方可
解除隔离。7天隔离结束后严格执行居家健康监
测7天。由隔离点返家途中，全程做好个人防护，
保持安全距离，不乘坐公共交通等措施。不具备居
家健康监测条件的，继续实施隔离管控措施。

省大数据管理局数据资源处
处长刘雄涉嫌严重违纪违法
接受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本报海口5月24日讯（记者尤梦瑜 通讯员
文克进）海南日报记者5月24日从省纪委监委获
悉，省大数据管理局数据资源处处长刘雄涉嫌严
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省纪委监委驻省工业和
信息化厅纪检监察组纪律审查；经省监委指定管
辖，目前正接受临高县监委监察调查。

文昌打击电信网络诈骗
成效显著
发案数和损失数明显回落

本报文城5月24日电（记者良子）5月24日，
海南日报记者从文昌市获悉，文昌警方开展“云剑﹣
2022”“断卡”等一系列专项行动，2022年以来共立
案44起、同比下降20%，破获案件168起、同比上
升390%，抓获犯罪嫌疑人44人、同比上升450%，
发案数和损失数明显回落；打掉涉诈犯罪团伙5
个，共抓获涉“两卡”违法犯罪嫌疑人495名。

2021年以来，文昌公安实体化运行了反诈中
心，组建了两支以民警名字命名的反诈打击专业
队，制定了处置工作规范，填补该局对规范处置此
类案件的空白，推行了公安机关“一把手”每周听取
打击电诈工作进展汇报制度，提升破案打击能力。

文昌警方在反诈中心成立了预警劝阻三个工
作组，实行7×24小时勤务机制，优化完善预警数
据分级分类处置，实体化运作96110反诈预警专
号，采用电话劝阻和上门劝阻相结合的方式，对被
诈骗高危人员及时进行劝阻，提升被骗资金拦截
效率。今年以来，发送高危预警及非高危预警线
索10457条，成功预警劝阻10303人，劝阻挽回
被骗金额783万余元。

关注打击诈骗宣传月

我省发布高考期间疫情防控公告

5月24日起高考考生及家人
不前往涉疫区

本报海口5月24日讯（记者赵优 特约记者
高春燕）我省2022年普通高校招生统一考试及普
通高中学业水平选择性考试（以下简称高考）于6
月7日至10日举行。为切实保障广大考生和工
作人员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根据教育部、国家
卫健委和我省有关疫情防控工作要求，海南省考
试局5月24日发布高考期间疫情防控有关事项
公告。

公告要求，考生应切实增强疫情防控意识，认
真做好自我防护，做到勤洗手、不串门、不聚餐、不
聚会、不出入商场等人员密集场所。5月24日开
始，所有考生以及与考生共同生活的家人不前往
国内中高风险地区、涉疫区和境外。如考生家人
在5月24日之后出省的，返琼后建议不与考生进
行生活接触。考生避免直接接触来自中高风险地
区和境外的人员。

目前滞留外省（区、市）考生，须按照《海南省
2022年普通高考滞留外省（区、市）考生的防疫公
告》要求，及时返回高考报名所在地，返回前和途
中按要求做好个人防护。

5月24日开始，我省普通高中在校应届毕业
生由所在学校负责每日体温测量、记录并进行健
康状况监测。不在校或短暂离校的考生，须做好
自我健康监测，每日将健康监测结果及时报给学
校。往届生、中职生、省外毕业生等单报生每日通
过支付宝、微信或椰城市民云等APP，在海南健
康码内每日对健康状况进行打卡。

本报博鳌 5 月 24 日电 （见习
记者陈子仪 记者李佳飞）5 月 24
日上午，国内首批钇90玻璃微球临
床应用在海南博鳌乐城国际医疗
旅游先行区（简称乐城先行区）内
的博鳌超级医院成功实施。此次
手术的顺利开展填补了我国肝癌
治疗领域又一项前沿的技术空白，
为肝癌精准治疗、多学科诊疗提供
新的选择。

此次手术由中国科学院院士、东
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院长滕皋军主
刀，博鳌超级医院、东南大学附属中大
医院和海南省肿瘤医院医护团队共同
完成。

据悉，中国是一个肝癌高发国，
肝癌发病率和死亡率居高不下。因
肝癌具有发病隐匿且进展快、术后
复发转移发生率高的特点，在中国
多达 70%-80%的患者在首次治疗

时已不具备手术切除条件。针对不
可手术切除的肝癌，临床主要是用
介入治疗以及免疫治疗、靶向治疗
等全身治疗。

钇 90 玻璃微球作为一种兼具
精准微创介入和精确核医学诊疗
双重优势的治疗方法，已被大量临
床治疗证明其治疗各期肝癌患者
均有良好的生存期获益，包括为一
部分不具备手术切除条件的患者

通过降期治疗重新获得根治性手
术的机会。

乐城先行区管理局局长贾宁表
示，乐城引进钇 90玻璃微球，并成
功实施国内首批特许准入钇 90 玻
璃微球临床应用，是海南自贸港建
设背景下多部门协调联动、大胆创
新的优异成果，乐城先行区作为目
前国内唯一的“医疗特区”，近年来
通过不断落地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

政策、加快制度集成创新和产业集成
发展，成为了国际创新药械加速进入
我国的最主要通道和国人“大病不出
国”的重要平台。

贾宁表示，乐城先行区还将持续
优化营商环境，与全球药械企业共谋
医疗产业高质量发展的乐城模式，为
建设更高水平的健康岛、促进国内大
健康产业发展和海南自贸港建设作出
积极贡献。

钇90玻璃微球在乐城临床应用
为肝癌精准治疗、多学科诊疗提供新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