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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日下午，在海口市琼山区三门坡
镇荔海共享农庄里，总经理陈国文正在给
荔枝工人签字发放报酬。一张张单子，变
成工人手中的一沓沓钞票。

把橡胶林改成荔枝园——陈国文没有
想到，20年前的一个无奈之举，让乡村振
兴之路越走越稳、越走越宽。今年，该农庄
收获约80万斤荔枝，5月已全部打包售
完，收入约500万元。

进入6月，海南荔枝进入采摘高峰。
一串串香甜爽滑的荔枝“乘风过海”，不仅
成为消费者舌尖上的美味，更托起果农的
致富梦。

近年来，海南不断优化荔枝品种结
构，创新线上线下销售模式，打造荔枝全
产业链，为乡村振兴战略提供了有力的产
业支撑，走出了“一果兴，百业旺”的乡村
振兴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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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全民禁毒在行动”宣传月

海南将开展禁毒知识
云直播宣讲活动
明日10时可收看

本报海口6月21日讯（记者陈蔚林 通讯员
谢芳）国际禁毒日即将到来，6月23日10时，海南
将开展“喜迎二十大 全民禁毒在行动”禁毒知识
云直播宣讲活动，网友可进入“国兴筑梦大道
GDA”“海南共青团”微信视频号直播平台收看。

本次直播活动由海南省普治办、省司法厅、团
省委联合有关单位共同开展，将邀请海南省琼山强
制隔离戒毒所一级警长王文芳、海南省琼山强制隔
离戒毒所四级警长于福娇，讲解毒品的种类、毒品
的危害、抗毒拒毒保护方法等内容，教育引导观众
全方位、全谱系认知毒品，远离毒品侵害，树立健康
向上的生活理念，走向绿色无毒的健康人生。

■ 本报记者 习霁鸿

一个“新”字，落笔海口西海岸，
如何写就？靠理念、靠实践。西海岸
贯通更新工程就是一个生动体现。

6月21日傍晚，趁着该工程进入
收尾阶段，海南日报记者实地探访了
这段焕发新机的椰城“黄金岸线”，感
受“海的儿女”的幸福感。

西海岸贯通更新工程于2021年
10月开工，东起秀英沟，西至新海
港，长约13.1公里，覆盖滨海大道以
北至海边的范围。主要建设内容为
三道（漫步道、跑步道、骑行道）贯通、
配套设施建设、生态环境整治等，旨
在实现还海、还岸、还景于民。

以西海岸标志性建筑钟楼为起
点。站在观海台四望，过去老旧的景
观道已经不复存在，三条平整的“绸
带”从观海台旁蜿蜒而过，利用场地
现有的高差呈现出起伏的动感体验
和流线的空间形态。

年轻的父母推着婴儿车行走在
漫步道上；骑行道上，骑友脚踩山地
车骑行而过；而在跑步道上，有市民

戴着耳机悠闲慢跑。有人在观海台
一侧的建筑里驻足歇息，面朝大海，
静听涛声。

这是一座掩映在椰林中的建筑
体。地理位置和开阔视野让它吸引
了不少市民游客聚集于此。大家或
谈天说地，或拍照打卡。

“你能想象吗？这里原先只是一
间公厕。”项目经理林捷告诉记者，为
了提升岸线的服务功能，该工程在西
海岸沿线规划新增了12个高品质服
务设施点，“虽然占地面积不大，但是
可以满足市民游客不同类型的常规
需求，譬如休憩、买水等等。”

往岸上走，记者注意到，这里的
停车场停着一溜儿房车。一位来自
山西的游客和家人从房车上搬出帐
篷，在草坪上熟练地支起来。“我们出
发前做了功课，知道这个点位风景特
别美，又很方便停车。这样的点位就
是我们房车一族的优选地。”他说。

停车便捷正是西海岸贯通更新
工程的一项内容。林捷说，为了方便
有车一族，该工程一方面是扩宽了原
有的停车场，另一方面也在假日海

滩、西秀海滩、会展中心以及五源河
公园等沿线主要点位周边新增了停
车场。目前，西海岸沿线东段（南海
明珠桥以东到游艇码头之间）共计有
551个停车位，西段（南海明珠桥以
西到新海港）共有209个停车位。

沿着漫步道继续往西边走，记者
看到了一个海边绿茵场，鲜亮的绿色
和洁白的沙滩与湛蓝的海水形成鲜
明对比。太阳西下，海风轻拂，穿着
球衣的孩子们正在这里挥洒汗水。

距离足球场几公里外，在海口五
源河国家湿地公园入海口处，沙滩被
水隔开。和同伴正在拍照的市民张
悠说，原先想要从一端到另一端，要
么蹚水，要么就得走上1公里左右，
回到滨海大道，再从另一边下来。现
在，经过优化，一座崭新的桥横跨两
岸，她可以随意在两端取景拍照。

夜幕降临，记者回到起点。在靛
蓝色天空的映衬下，钟楼已经亮起了
暖黄色的轮廓灯，这里越发热闹。
市民游客三三两两，在夜幕中映出
一道道剪影，就像一出美妙丰富的
皮影戏。 （本报海口6月21日讯）

儋州警方跨省查获
违反社戒社康协议人员

本报那大6月21日电（记者良子 通讯员高
翔）6月21日，海南日报记者从儋州警方获悉，儋
州市公安局禁毒支队跨省查获2名违反社戒社康
协议人员。

近日，该支队在排查过程中发现了违反社戒
社康协议人员吴某某、叶某两人在省外的蛛丝马
迹。经上级领导批准，该支队立即组织8名警力
成立工作组连夜展开追查行动。

行动中，民警发现吴某某、叶某一直在广东
江门、广州、中山、湛江等地辗转。这无疑加大了
追查难度，民警们经过研判分析、周密布控，最终
在广东江门市、中山市分别成功查获吴某某、叶
某。目前，吴某某、叶某已被带回儋州强制隔离
戒毒。

据了解，6月以来，儋州市公安局禁毒支队扎
实开展吸毒人员排查管控工作，进一步收戒社会
面吸毒人员，促进了辖区社会治安和谐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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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振兴有我，劳动创造幸福！”“我们家的荔枝卖
相好，口感也好！请大家为我加油！”……5月29日上
午，永兴镇荔枝花海音乐休闲中心，一场精彩纷呈的海
口火山荔枝王PK赛在这里“火荔全开”。镜头前，15位
种植户欢欣鼓舞地举着一颗颗个大饱满、色泽鲜艳的火
山荔枝与全国网友互动。

在政府的大力引导与扶持下，海南荔枝名气越来越
大。不少果农也拿起手机和自拍杆，走进果园成为电商
主播，拍摄推广视频，现场直播带货。

永兴镇果农吴清河是当地有名的“励志叔”。虽然
年近花甲，且身体残疾，但他勤学苦练，学会了用智能手
机，通过电商直播，把自家的荔枝卖向全国各地。

“过去我们都是等着收购商上门收购。荔枝品质
再好，还是会被压价。”吴清河说，这几年，永兴电商服
务中心的工作人员手把手教果农们开网店、做直播，从
产品包装、销售到运输免费提供“一条龙”服务，“现在
我们通过手机就能把荔枝卖到全国各地，利润比以前
高得多。”

“移动互联网时代，‘新农人’除了会种植、会加工，
还要懂得新的营销模式。”永兴电商服务中心负责人王
聚鹏介绍，该中心先后建成了海口市农村实用人才培训
基地、海南网红直播基地等人才孵化站点，定期开设微
店、网络直播等培训课程，让一批批面朝黄土背朝天的
农民变为“网红”，“这些有着新思想、新理念的新型职业
农民，为乡村振兴带来越来越多的‘新气象’”。

（本报海口6月21日讯）

6月18日，不到凌晨5时，海口市秀英区永兴镇荔枝
种植户王凤梅一家早早来到果园，开始一天的忙碌。

“我家的‘荔枝王’又大又甜，果子还没采摘，就已经
被收购商订购一空。”捧着一串火红的“荔枝王”，王凤梅
笑盈盈地说，她家种了80亩“荔枝王”，今年的收购均价
在每斤15元至20元之间，“价格比去年高了40%左右，
收入可观。”

“‘荔枝王’是永兴镇独有的荔枝品种，今年全镇‘荔
枝王’的结果面积达24842亩。”永兴镇副镇长陈元赟介
绍，经过多年培育筛选，加上火山荔枝的品牌打造，“荔
枝王”已经被越来越多的消费者熟知。

近年来，我省逐步形成了以“妃子笑”等为主流品
种，“荔枝王”和无核荔枝等品种发力中高端消费市场的
良性格局。随着种植技术提升，几大品牌荔枝都保持了
逐年增产提价的良好趋势，为农民增收致富，助力乡村
振兴提供了有力支撑。

当“妃子笑”“荔枝王”收购季进入尾声时，澄迈县的
“明星农产品”——无核荔枝压轴登场了。

“海南无核荔枝的种植面积达1万多亩。其中澄迈
县占了70%以上，产值超3亿元。”澄迈县农业农村局相
关负责人介绍，无核荔枝单颗荔枝就可卖到10元以上，
依然供不应求。

“我们团队在澄迈县建立了无核荔枝防裂防落示范
基地，今年成功攻克了无核荔枝采前裂果落果严重等难
题。”海南热带农业科学院荔枝龙眼研究团队相关负责
人介绍，这将助力无核荔枝种植面积进一步扩大，提升
经济效益。

鲜果销售，只是荔枝产业的一环。近年来，我省各
市县积极培育“荔枝+”新业态，不断向“荔枝+旅游”“荔
枝+美食”“荔枝+文化”等方面延伸，释放产业新动力。

三门坡镇副镇长符金介绍，今年该镇荔枝产量约1.2
亿斤，远销全国各地，年产值超6亿元。荔枝产业的发展
也带动了人流聚集，三门坡镇餐饮、宾馆、运输、劳务等
行业随之发展。“眼下，全镇从事荔枝种植、包装、运输、
销售等方面的从业人员超过2万人。”符金说。

我省荔枝成熟期集中，保鲜时间短，销到北方物流
成本很高。尤其是在丰产年份，果农销售压力很大。如
何增加荔枝“甜蜜”账单的收入？在永兴镇，企业和果农
开始尝试荔枝的深加工。

6年前，海南青农创业园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黄时京
开始尝试加工荔枝干。“2016年，因台风影响，荔枝鲜果积
压，我尝试用传统火烤工艺加工荔枝干。”黄时京说，为提
升荔枝干的品质，第二年他专门从东莞购买了8台烘干
机，并聘请了技术人员来海口进行指导。

黄时京告诉海南日报记者，荔枝干的利润可达10
元/斤，效益更高，“2018年我们加工的荔枝干首次亮相
海南冬交会，签下3000万元订购大单。”

“进行荔枝深加工，不仅能延伸荔枝产业链，也能进一
步打响海口火山荔枝品牌。”海口市农业农村局相关负责
人表示，近年来在政府部门扶持下，该市成立了荔枝（农产
品）加工企业联盟，研发、生产了荔枝干、荔枝汽水、荔枝蜜
等一系列产品，延伸了荔枝消费市场，增加了农民收入。

海口西海岸贯通更新工程进入收尾阶段

黄金海岸“换”新装 更便民更漂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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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低”端组合出击
结构优化推动稳定增产提价A

“一、二、三”产全链发力
产业链延伸助农增收致富B

“拍、推、播”技能拉满
新农人解锁营销“新场景”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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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三亚6月21日电（记者徐
慧玲 通讯员吕忠诚）海南日报记者
6月21日从三亚市总工会获悉，三亚
持续推进户外劳动者服务站点建设，
解决环卫工人等户外劳动者吃饭难、
喝水难、休息难等问题，截至目前，三
亚已建成各类服务站点36家，累计
服务职工超过20万人次。

在户外劳动者服务站点建设方
面，三亚市总工会因地制宜，在人流
量大、户外劳动者集中的区域选址，
把服务与便民紧密结合在一起，并坚
持“八个一”建设标准，即一个室内场

所、一套桌凳、一台空调、一台微波
炉、一台饮水机、一个卫生间、一个
应急医药箱、一套手机充电器。

“以前都是坐树下或者在垃圾车
上休息，现在有了专门休息的地方，热
的时候可以进来喝水、避暑，还可以过
来热饭，很方便。”自吉阳区的户外劳动
者服务站点设立后，环卫工人韩丽花每
到休息时间便和同事来这里歇歇脚。

同时，海棠区总工会在志愿者服
务站的基础上进行升级改造，配置各
项便民服务设施设备，完善服务功能，
做到节约资源、共享资源；天涯区总工

会依托社区党群服务中心，配置设施
设备，丰富了社区党群服务中心服务
功能；崖州区总工会根据崖州高新技
术产业集聚地定位及产业投资的实际
情况，建设可移动服务站点9个，助力
打造良好的营商环境；吉阳区总工会
今年则计划再建设5家服务站点。

三亚市总工会相关负责人介绍，
加强户外劳动者服务站点建设是三
亚市总工会确定的服务职工群众十
件实事的内容之一，今后还将继续强
化服务意识，建设设施更完善、覆盖
更广泛的劳动者服务站点。

三亚已建成户外劳动者服务站点36家，服务职工超20万人次

纳凉歇脚好去处 更方便更暖心

关注中超海口赛区

2022中超联赛
海口赛区第5轮战罢

本报海口6月21日讯（记者王黎刚）2022中
超联赛海口赛区第5轮比赛21日晚在海口五源
河体育场结束，山东泰山队3：0战胜了大连人队，
凭借5战4胜1负积12分的成绩，跃居海口赛区
积分榜第一名。

河南嵩山龙门队5战3胜2平积9分，暂列第2
名。大连人队和长春亚泰队同积6分，并列第3
名。浙江队积5分暂列第5名。广州城队5战全负。

我省查处一批药品
违法违规案件
罚没款达3200余万元

本报讯 （记者李梦瑶）多次违规在线销售
“四类药”，海口振德堂为康药品超市被吊销药
品经营许可证；销售来源不明、无中文标签化妆
品，香奈（海南）网络科技有限公司遭罚款43万
余元……今年以来，我省深入开展药品安全专项
整治“护航行动”，深挖违法违规线索，依法查处
一批违法违规案件，截至目前罚没款达3200余
万元。

在专项整治中，我省各级药监部门持续压实
企业质量安全主体责任，对发现的风险隐患，通过
采取限期改正、暂停生产销售、责任约谈、立案查
处等方式，有效防控风险隐患；坚持源头不清不放
过、事实不清不放过、环节不清不放过，通过实施
全链条打击，让药品违法违规行为得到有效遏制；
将专项整治与常态化监管有机结合，进一步提升
监管规范化、制度化水平。

北部，多云有雷阵雨
最低气温 25℃～27℃，最高气温34℃～36℃

中部，多云，局地有雷阵雨
最低气温 24℃～26℃，最高气温33℃～35℃

东部，多云，局地有雷阵雨
最低气温 25℃～27℃，最高气温31℃～33℃

西部，多云，局地有雷阵雨
最低气温 25℃～27℃，最高气温34℃～36℃

南部，多云，局地有阵雨
最低气温 26℃～28℃，最高气温32℃～34℃

22日夜间到23日白天：

北部，多云有雷阵雨
最低气温 24℃～26℃，最高气温33℃～35℃

中部，多云，局地有雷阵雨
最低气温 24℃～26℃，最高气温33℃～35℃

东部，多云，局地有雷阵雨
最低气温 24℃～26℃，最高气温31℃～33℃

西部，多云，局地有雷阵雨
最低气温23℃～25℃，最高气温33℃～35℃

南部，多云，局地有阵雨
最低气温 25℃～27℃，最高气温31℃～33℃

23日夜间到24日白天：

省气象局解除高温四级预警
本报海口6月21日讯（记者习霁鸿）海南省

气象局6月21日16时40分解除高温四级预警：预
计22日白天，海南省西北部37℃以上的高温范围
将有所减小，海南省气象局解除高温四级预警。

制图/孙发强

6月20日晚，嘉积中学舞蹈团为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民族中学广大师生表演了当
代舞《半个世纪的等待》。

当天，省教育厅2022年高雅艺术进校园活动走进保亭民族中学,演出内容包括大型
舞蹈《南海随想》、当代舞《半个世纪的等待》、民间舞《滚灯》、古典舞《醉春风》等。

据了解，高雅艺术进校园活动是省教育厅促进学校素质教育的一项重要举措，旨在
将高雅艺术融入校园文化建设，引导广大学生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提高文化艺术素养，促
进学生全面发展。 文/本报记者 王迎春 图/见习记者 王程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