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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牙叉9月21日电（见习记者
刘宁玥）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鹦哥
岭片区拥有华南地区面积最大且连
片的以热带雨林为主体的天然林分
布区。“借助物种丰富的天然优势，我
们打造了一座博物馆，作为大众认识
海南热带雨林的一扇橱窗。”海南热
带雨林国家公园管理局鹦哥岭分局
生态保护科科员刘季介绍称。

9月21日，2022年“走进国家公
园 探访热带雨林”主题采访活动记
者团来到位于白沙黎族苗族自治县
的海南鹦哥岭动植物博物馆，在博物
馆中，禽类、真菌类、植物等多种热带
雨林生物的展品集中陈列，豹猫标本
栩栩如生，海南油杉、粗榧照片鲜艳
细腻……令人如同置身丛林间，流连

忘返。
这些展品既囊括热带雨林形形

色色的生物，又展现鹦哥岭片区特
色。“这是热带雨林指示性物种坡垒、
青梅，在我们鹦哥岭分布范围广阔。”
刘季又指着鹦哥岭飞瀑草和道银川
藻的照片介绍道，“这两个海南特有
物种都是科研人员最早在鹦哥岭发
现并拍摄的。”

博物馆目前有超过1万件动植物
标本藏品，目前已展出约1000件，其
中，圆柱形玻璃长筒中的红花天料木、
海南红豆、蕉木种子由鹦哥岭片区护
林员亲手制作。“近年来，我们培养护
林员在巡山时采集植物器官、制作标
本，将生长在鹦哥岭的物种原汁原味
呈现在博物馆中。”据海南热带雨林国

家公园管理局鹦哥岭分局局长李大江
介绍，“我们的护林员都是多面手，他
们同时也是讲解员、摄影师。”

鹦哥岭分局鼓励辖区400余名
护林员积极配合科研科普工作，独立
带领研学团队走进热带雨林。如今
成效初显，在旅游旺季，鹦哥岭每周
能接待2-3个团队，有时一天接待一
两百人。

下一步，鹦哥岭分局将围绕博物
馆策划科普研学旅游线路，结合文旅
活动推广，并积极探索“两山”理论转
化路径，按照生态保护、绿色发展、民
生改善的要求，与白沙联合推动鹦哥
岭生态休憩区和环热带雨林国家公
园公路（白沙路段）项目建设，打造高
质量热带雨林特色产品。

五指山市水满茶首获
农产品气候品质认证

本报五指山9月21日电（记者谢凯）近日，海
南省气候中心联合五指山市气象局、五指山市农
业农村局向五指山市水满乡五指山什挪岭种养专
业合作社毛纳村茶园基地颁发农产品气候品质认
证及认证报告，这是五指山市水满茶首次获得农
产品气候品质认证。

据了解，本次农产品气候品质认证由海南省
气候中心联合五指山市气象局、五指山市农业农
村局组织进行，结合当地气象条件分析的同时组
织专家进行现场查勘后出具认证报告，五指山什
挪岭种养专业合作社毛纳村茶园基地此次申报的

“农产品气候品质认证”，获评“优”级认证。
茶叶气候品质认证是通过气候适宜性、关键

生长期气象条件、生态环境、气象灾害等气象因素
客观评定天气气候对茶叶鲜叶中茶多酚、氨基酸、
咖啡碱、儿茶素等内含物的影响，划分为特优、优、
良、一般四个等级。

五指山市农业农村局局长莫朝伟说，进行茶
叶气候品质认证是五指山市农业产品品牌力提升
服务的一项重要举措，水满大叶茶贴上“气候身份
证”后，有利于提高产品的知名度和市场竞争力，
同时促进气象与农业产业发展和资源开发的有机
融合，将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逐步扩大当地特色
农产品气候品质认证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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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国家公园 探访热带雨林 我省民政系统建立
养老机构“红橙黄绿”风险管控名单

涉养老诈骗问题全部完成整改
本报讯（记者陈蔚林）建立风险等级从高到低

的“红橙黄绿”风险管控名单，将1家养老机构纳
入黄色名单进行风险管控；加大对“黑养老机构”
的排查整治力度，督促3家已登记未备案养老机
构进行备案并纳入监管范围……近日，海南日报
记者从省民政厅了解到，今年4月启动打击整治
养老诈骗专项行动以来，该厅打击整治养老诈骗
专项行动取得初步成果。

专项行动启动之初，省民政厅就向社会公
告打击整治养老诈骗举报方式和举报范围，有
效畅通投诉举报渠道，同时对全省321家养老
服务机构和场所进行了两轮拉网式、全覆盖排
查——共排查涉老企业1131家、涉老社会组织
224家，涉老社会组织排查率达到100%。根据
举报和排查获得的问题线索，该厅建立了风险
等级从高到低的“红橙黄绿”风险管控名单，将
1家养老机构纳入黄色名单进行风险管控；加
大对“黑养老机构”的排查整治力度，督促3家
已登记未备案养老机构进行备案并纳入监管范
围。截至目前，全省民政领域排查发现问题全
部完成整改。

在排查和整改的同时，省民政厅采用漫画、
海报、短视频等形式，制作发布防诈反诈宣传资
讯136条，发布防范养老诈骗风险提示，提高全
社会老年人防范意识；向全省社会组织发布筑牢
养老反诈“防火墙”倡议书，引导社会组织开展

“抵制养老诈骗”宣传教育活动，签署《不参与养
老诈骗承诺书》186份，筑牢社会组织反诈防诈
防线。

本报海口9月21日讯（见习记者
黎鹏 通讯员金浩田）贷款学生由于暂
时行动受阻、异地隔离和提前返校不
能面签等特殊情况，无法线下现场办
理贷款怎么办？面对这一难题，省教
育厅联合国家开发银行海南省分行精
准施策，建议贷款学生通过授权委托
的方式办理贷款，确保“应贷尽贷”。
截至目前，我省本年已受理5.3万名
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贷款申请，受理
金额4.9亿元，均创下历史新高。

据了解，受到本轮疫情影响，各
市县的线下贷款受理一度全部暂
停。面对广大学子的迫切贷款需求，

省教育厅联合国家开发银行海南省
分行及时调整贷款受理政策，通过延
长贷款申请受理时间、调整首贷受理
方式等措施，确保学子及时进入大学
校园。

“我们将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续
贷受理截止时间由8月19日延长至8
月31日，首贷受理截止时间由9月8
日延长至9月30日。”省学校后勤与
学生资助管理办公室相关负责人告诉
海南日报记者。

同时，海南日报记者了解到，省教
育厅和国家开发银行海南省分行明
确，对于符合贷款资格且高校开学早

的借款学生提供优先办理服务，力争
在入学前办妥助学贷款手续，减轻学
生和家长的经济压力。

对不能及时办理助学贷款的家庭
经济困难学生，省教育厅明确要求省
内高校对新生入学开设绿色通道，先
安排入学后办理贷款手续，保证家庭
经济困难新生顺利入学。

此外，为了让学生“少跑腿”，省教
育厅联合国家开发银行海南省分行优
化调整续贷受理方式，由现场办理调
整为线上提交变更材料预办理的方
式，先办理变更申请后再补办手续，方
便学生线上远程续贷。

我省今年已受理5.3万名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贷款申请

点亮求学路 温暖学子心

■ 本报记者 郭萃

金秋九月，花果飘香。9 月 21
日，走进海口市龙华区龙泉镇新联村，
一幅清新怡人的乡村景象映入眼帘：
连片的绿植焕发出勃勃生机，蜿蜒的
新旧沟内涌动着清澈的泉水，滋养着
田洋中丰富的农作物。新联村因地制
宜打造的特色产业“新联新米”种植田
正坐落于此。

“我们今年一共种植了 125 亩
‘冷泉稻’，全部采用来自新旧沟的冷
泉灌溉。其中香米 90 亩，红米 35
亩，亩产量约为400斤。”龙泉镇新联
村党支部书记庄永优介绍，今年的

“冷泉稻”已于6月完成收割，稻谷被
加工为成品大米后，正作为“新联新
米”进行售卖。

如今产出特色稻米的百余亩“丰

收田”，曾经是无人问津的撂荒地。过
去，村里农户大多种植普通水稻，经济
效益较低，导致大片耕地撂荒。

为了盘活撂荒地，新联村以“村集
体公司+农户”模式整合土地，将“沉
睡”的土地资源转化为产生经济效益
的资本，邀请海南省农科院专家团队
研发出适合当地土壤性质的“绿金香”

“美香占”等优质水稻品种进行耕作，
并在种植过程中提供技术指导，推动
粮食产量和质量提升。

火山岩土的滋养、富硒冷泉的灌
溉，使“量土定制”的特色品种优势得
到充分展现。新联村种植出的稻米口
感弹软、味道清甜，富含多种营养物
质，颇受消费者青睐，经济效益也十分
可观。为进一步壮大优质水稻产业，
打造品牌效应，新联村还成立了村集
体企业海南新旧沟农业发展有限公

司，专注打造“新联新米”品牌。
“这种‘冷泉稻’比以前的普通水

稻更赚钱，所以大家都愿意种植。”农
户庄人荣告诉记者，他种植了5亩“冷
泉稻”，还在村集体企业中担任种植管
理员。“种植过程中有农科院的专家给
我们指导，每年底村集体公司还会给
大家分红，不仅收入比以前增加了，还
学到了种植技术，感觉日子越过越有
奔头。”庄人荣笑道。

庄永优介绍，下一步，新联村将根
据“新联新米”的销售情况扩大种植规
模，继续打造“新联新米”品牌效应，进
一步打开市场销路，发挥特色产业优
势引领带动作用，全面推动村集体经
济发展壮大，进一步实现农民增收、集
体增效、农业增产，为乡村振兴增添强
劲活力。

（本报海口9月21日讯）

海口龙华区新联村因地制宜发展特色产业“新联新米”

田地种下新水稻 冷泉浇出致富米

三亚开展第五批椰级乡村旅游点
和第二批旅游小镇创建工作

本报三亚9月21日电（记者李艳玫）9月21
日，海南日报记者从三亚市旅文局获悉，自7月以
来该局正积极开展第五批椰级乡村旅游点、第二
批旅游小镇创建工作，充分发挥旅游业的优势带
动作用，盘活乡村旅游资源，做大做强乡村+旅游
产业，助力三亚乡村振兴。

据了解，第五批椰级乡村旅游点创建对象包
括：海丰村；青法村、罗蓬村、田独村、落笔村、梅西
村、梅东村、梅联村、西岛渔村、抱龙村。第二批旅
游小镇创建对象为：爱上山·梦想小镇。

此次创建工作，三亚市旅文局将根据《海南省
乡村旅游点等级的划分与评定》标准《海南省乡村
旅游点等级的划分与评定管理办法》《省级旅游小
镇》相关标准和办法，对申请评定的乡村点和旅游
小镇开展前期基础性指导、中期评估整改落实、终
期评估验收工作。

三亚市旅文局相关负责人表示，本次申报村
镇特色鲜明，环境舒适、生态良好，具有发展乡村
旅游的基础优势。接下来，将以第五批椰级乡村
旅游点和旅游小镇创建工作为契机，打造三亚乡
村旅游核心竞争力，促进三亚乡村旅游品质和服
务水平的提升。

本报五指山9月21日电（见习
记者刘宁玥 记者谢凯）9月20日，走
进五指山市水满乡毛纳村，彩绘洋房
错落，水泥村道平整。村舍后的山坡
上栽满茶树，随风传来阵阵茶香。

毛纳村被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
园五指山片区环抱。这里山青水甜，
终年云雾缭绕，生长的本地大叶种茶
树制茶有“琥珀汤、奶蜜香”的美誉。
为发展茶产业，毛纳村鼓励村民创办

合作社种植大叶茶，2010年，回到家
乡的返乡大学生王启望响应号召开
辟茶山，开设茶厂，如今，他的茶园面
积达60亩，年收入达百万元。

随着茶叶种植产业规模不断扩
大，近年来，毛纳村在产业生态化和
生态产业化上下功夫，做大有机农产
品生产、乡村旅游、休闲农业等产业，
助推乡村振兴。

“外来游客对拉动产品销量起到

很大作用。”返乡创业的村民黄芳德夫
妇从事本地茶叶及农副产品代销，如
今，在凉亭边找到一处摊位，于旅游旺
季摆摊零售，“这些游客带着产品踏上
返程，不仅自己回购，还会推荐亲朋好
友来向我们订购农产品。我的年收入
是创业前的两倍。”

“游客们都认为，地处海南热带
雨林国家公园，好山好水孕育好产
品，对我们当地产品青睐有加。”五指

山市水满乡毛纳村驻村第一书记高
力认为，毛纳村优越的地理位置，无
疑为当地产品贴上一张生态名片。
而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的设立，进
一步保护生态环境，既吸引游客走进
五指山市，走进毛纳村，又增添了“毛
纳”品牌效应。

据了解，为了保护好这张生态名
片，水满乡政府组建一支护林队伍，
与海南热带雨林五指山分局护林员

对五指山林地进行全域性保护，不少
毛纳村村民也自愿加入了守护青山
的行列。

坡上茶山，坡下人潮，高力指着
远处一片正在施工的土地说：“在发
展茶产业的同时，下一步，村子还会
立足全域旅游示范村的建设，扩展采
摘、栈道等旅游产品，让乡村旅游不
断发展，因地制宜打造生态旅游乡
村，让村民吃上生态旅游饭。”

走进海南鹦哥岭动植物博物馆

一扇了解热带雨林的精美橱窗

五指山毛纳村擦亮生态名片，发展茶旅融合产业助推乡村振兴

坡上茶山“金叶子”坡下旅游“铁饭碗”

近日，在琼乐高速琼中服务区，新能源汽车正在充电。近年来，我省不
断加快新能源汽车充换电基础设施建设。截至目前，“海南充电桩”APP上
已接入42座换电站、1723个充电站、14271个充电桩，新能源汽车充换电
基础设施运营商增至97家。 本报记者 李天平 摄

新能源汽车充电设施不断完善

海南鹦哥岭动植物博物馆展出的禽类标本。 活动主办方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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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五指山市委统战部前往水满
乡黎峒文化园开展调研指导工作。在走
访中，调研组认真听取海南省袍隆扣研
究会相关人员介绍，详细查看黎峒文博
馆布展情况，深入了解海南黎族文化历
史变迁以及海南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取得
的历史性成就。

深入挖掘民族文化的丰富内涵，加
强优秀民族文化传承发展工作，是五指
山市委统战部注重做好民族工作的缩
影。近年来，五指山市委统战部坚持以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积极
推进民族团结宣传教育，助推优秀民族
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多措并举
助力民族地区特色产业发展，走出具有
自身特色的民族团结进步创建之路。

“板凳课堂”沉下去，理论宣讲“活起
来”。近年来，五指山市委统战部积极开
展民族政策理论宣讲宣传，开设专栏讲
述民族故事，举办文化惠民展演等常态
化群众性教育活动，引导全市各族干部
群众增强对中华民族的认同感、归属
感。同时，打造特色品牌活动，采取“固
定讲堂+流动课堂”相结合的形式，每月
邀请专家学者围绕“中华民族一家亲·同
心共筑中国梦”主题举办讲座，为海南自

贸港建设凝聚强大的精神动力。
近年来，五指山市委统战部携手相

关部门开展民族民间文化普查，努力抢
救、挖掘、保护传统技艺，建设保护名录
数据库，从政策支持和资金扶持方面为
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加码。同时，加强
本土非遗传承人培养力度，通过建立名
师传艺扶持与阶梯式奖励机制、实施非
遗项目“春苗”行动、支持创办名师工作
室，鼓励和支持非遗传承人在全市59个

行政村和14所中小学开展名师传艺活
动，促进民族非遗文化保护和传承。

为弘扬黎锦纺织技艺，推动民族文
化进乡镇、进村庄，五指山市委统战部联
合市民族事务局举办黎锦纺织技艺培训
班，采取现场教学、模拟演练等方式，不
断普及黎锦纺织技艺，让更多群众参与
到黎锦纺织队伍中，充实“绣娘”人才库，
提高当地黎锦纺织技艺水平，推动黎锦
产业链发展，让“指尖上的技艺”变成“指

尖上的幸福”，助力当地群众振兴产业、
共建美丽乡村。

如今，海南布黎布舍服饰文化有限
公司、五指山百扣黎族文化产业开发有
限公司等黎锦企业快速发展，初步形成
五指山市特色黎锦企业集群，培养织女
绣娘近200人，产品远销海外，深受新加
坡、印尼等国家消费者的喜爱。

抓牢特色小产业，助民增收固成
效。多年来，五指山市委统战部充分发

挥统一战线人才集中、渠道畅通、联系面
广等优势，坚持在产业生态化和生态产
业化上下功夫，健全企业家联系帮扶机
制，大力发展热带特色高效农业等特色
产业，引导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积极投身

“百企兴百村”乡村振兴行动、光彩事业
等各类公益慈善事业，助推茶叶、雪茄烟
叶、野菜叶“三片叶”产业发展。

鼓足干劲再冲刺，紧盯目标勇攀
登。“十四五”时期，五指山市委统战部
将继续担当实干创新，找准定位、抢抓
机遇，扎实开展民族理论研究、民族团
结教育、民族文化保护、民族产业发展
等系列工作，为海南自贸港高质量发展
蓄势赋能。

（撰文/沈安珈 何光兴 谢娣）

深耕细作民族团结进步“沃土”
——五指山市委统战部推动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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