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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0 亩白菜卖不出 眼睁睁看着烂地里》

本报报道吸引众多热心商家和市民联系菜农

一上午卖了 6 万斤白菜
南国都市报 1 月 11 日讯（记者 林师堂
文/图）11 日，南国都市报以 《500 亩白菜卖
不出 眼睁睁看着烂地里》 为题，报道了澄
迈县瑞溪镇罗浮村 500 亩白菜卖不出去的难
题。见报当天上午，菜农们便卖出了 15 亩 6
万多斤白菜。
读者李先生打入本报热线 966123，打
听澄迈县瑞溪镇罗浮村菜农的联系方式。他
表示将到现场看菜，如果可以将会直接跟菜
农购买 3 车白菜。
11 日下午 3 时许，罗浮村村委会委员李
开存再次向本报记者反映，本报的报道吸引
了广大热心商家和市民纷纷前来购买白菜。
对此，澄迈县农业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将通
过联系采购方和举办活动的方式，帮助菜农
们卖出他们所种植的白菜。
李开存称，11 日上午，菜农们早早的到
田地里收菜，虽然比平时都要忙上好几倍，但
菜农们心里都乐开了花。不到一上午的时
间，罗浮村村民种植的白菜就装车 6 万多斤，
准备运到海口市区去卖。
“ 感谢澄迈县农业

东方采用“互联网＋
认养果树”扶贫

上线 27 小时
178 棵果树被认养

南国都市报 1 月 11 日讯（记者
姚传伟）认养一棵果树，拥有果树
一年的挂牌权、采摘权，既奉献
了一份爱心、还帮扶了一个贫困
家庭，这是东方市三家镇乐安村
助村公社采用“互联网＋认养果
树”模式助力脱贫攻坚的新举
措。认养活动上线认领 27 小时，
受到广大市民的追捧。目前，已
下单 85 笔认养 178 棵果树，订单
金额超 2.8 万元。
这片 500 亩的红芭乐石榴是乐
安村于去年开始种植的，现在已
经硕果累累。得知助村公社认养
果树活动正式上线运行，一些市
民纷纷前往三家镇乐安村，实地
了解该村现有的红芭乐石榴种植
及活动开展具体情况。认养者认
养一棵果树 168 元，两棵 320 元，
三棵 450 元，认养后与村委会、助
村公社签订认养协议，助村公社
向认养人每年提供 20 斤以上的红
芭乐石榴，认养人可享受果树分
配权，可用于自家品尝、送礼等。

非法运输成品油
海警查获 200 吨
南国都市报 1 月 11 日讯（记者
胡 诚 勇 通 讯 员 姚 力 王 重 阳）日
前，海南海警二支队成功查获一
起非法运输成品油案，当场抓获
涉案人员 5 人，非法运油船 2 艘，
抽油、过驳工具一批，成品油 200
余吨，涉案金额约 80 余万元。

局、一些商家和热心市民，帮助我们解燃眉之
急，一上午就把家里的菜卖完了。”
李开存说。
此外，还有一些市民也闻讯赶到村里买
菜。他们表示，已经和村民互留了联系方
式，往后还会陆续来买。看到蔬菜顺利卖
出，菜农们高兴得合不拢嘴：“多亏了这么
多好心人帮助我们，今天这些白菜可算是卖
出去了，不用发愁了，太谢谢你们了。
”
不仅如此，11 日上午澄迈县农业局还
在罗浮村召开专题会议，帮助菜农销售白
菜。下午，澄迈县农业局也在澄迈县金马大
道南亚广场举办现场销售活动，组织超市、
商家、澄迈老城开发区一些企业和澄迈瓜菜
协会一同来到现场，帮助菜农们卖菜。
“联系采购方购买白菜，解决白菜卖不
出去的问题，毕竟是暂时性的。规划种植是
影响蔬菜销售的重要因素，今后要着重解决
这个问题。”澄迈县农业局党委书记郑光伟
说，要结合罗浮村实际，请一些农业技术专
家来村里指导生产，合理调整农产品生产结
构，及时对接市场，有计划地进行生产。

澄迈县瑞溪镇罗浮村村民忙着将刚从地里收的白菜装车

海南农垦旅游集团昨揭牌

将利用垦区旅游资源打造国内一流旅游产业集团
南国都市报 1 月 11 日讯（记者 文盛）11 日
上午，海南农垦旅游集团揭牌仪式在儋州举
行。该集团将立足旅游新业态，统筹垦区旅游
资源开发，打造成国内一流的旅游产业集团，
成为海南岛内最大的旅游产业集群和旅游综合
服务供应商。
据了解，农垦旅游集团是海南农垦控股集
团出资 8 亿元成立的产业集团。新组建的农垦
旅游集团做好重点旅游景区建设，使莲花山温
泉森林公园、中青旅项目、石花水洞、保亭植
物园、红水河等项目尽快形成产出；做好共享
农庄和田园综合体建设，将共享农庄打造为海
垦旅游的重要产品和卖点，成为农业与旅游整
合发展的载体和平台；做好海垦自驾车房车营
地建设，在区位条件较好的农场公司布局建设
风格各异的自驾车房车营地，串联成线，形成
一条有农垦特色的海岛自驾车旅游线路。

同时，农垦旅游集团将做好主导各农场公
司旅游项目建设。通过规划引领，项目策划，
投资建设，运营管理，主导各农场公司发展旅
游项目，同时，融合发展各农场公司的优势产
业，形成“旅游+优势产业”格局，避免重复
和雷同，促进多产业融合发展，特色发展。
“海南农垦拥有全省五分之一的土地资源，
丰富的旅游资源遍布全岛，在当前海南发展全
域旅游的大背景下，海南农垦需要整合旅游资
源，加大旅游招商力度，推进农垦旅游业大发
展。
”海南农垦控股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杨思
涛表示，土地资源和旅游资源是农垦发展的宝
贵财富，必须保护好、利用好，因此，海南农
垦成立了旅游集团，针对垦区的旅游资源进行
统一规划、统一策划、统一招商、统一开发、
统一经营。通过统筹整合各类优势旅游资源，
将旅游业打造成海南农垦新的经济增长点。

中考体育成绩 C 等以上

才可报考省一级学校
南国都市报 1 月 11 日讯（记者
黄婷 实习生 陈林燕）2018 年我省
中考体育考试时间为 3 月 15 日至 4
月 20 日。凡参加全省初中毕业生
学业水平考试的学生，均须参加体
育考试，项目包括：坐位体前屈；
男生 1000 米跑、女生 800 米跑。
两项共计 50 分，按等级划分为：
A 等 40—50 分；B 等 35—39 分；
C 等 30—34 分 ； D 等 25—29 分 ；
E 等 20—24 分；F 等 0—19 分 。
以两项考试成绩总分计入中招考试
总分，等级达到 C 等以上的考生方
可被省一级学校和面向全省招生的
其他普通高中学校录取。

志愿者走进农村小学

为女孩新年圆梦

电影《无问西东》在海口举行提前观影活动

陈楚生和影迷分享影片感受
南国都市报 1 月 11 日讯（记者 王燕珍 文/图）
1 月 11 日，电影 《无问西东》 在海口举行提前观
影活动，影片主演陈楚生在观影见面会中与影迷
亲切互动，分享了观影感受。
在观影活动后举办了见面会，主演陈楚生现
场与观众亲切互动，并分享了他对影片的感受。
陈楚生说，剧中沈光耀与母亲的对话，以及陈鹏
与王敏佳雨中相拥的情节最令他感怀，希望年轻
人都可以去看这部电影，然后爱你所爱。在与海
南影迷互动时，陈楚生还表示，在 《无问西东》
中，他感受到了不一样的人生，自己没上过大
学，一直希望演清华的教授，这部电影算是一个
心愿的完成。

在观影会上，陈楚生与影迷合影。

南国都市报 1 月 11 日讯（记者
孙春丽）9 日下午，在海口美兰区
计生委、团美兰区委、美兰区计生
协的指导下，美兰区计划生育志愿
服务站的志愿者们走进大致坡镇中
心小学，开展美兰区“星语心愿，
梦想可圆”圆梦女孩志愿行动之新
年愿望征集系列活动。
在大哥哥和姐姐们的协助下，
女孩们在征集表上写下自己的新年
愿望。接下来计生部门将准备礼
物，春节前为她们送上新年礼物和
新春祝福，让她们过一个愉快美好
的春节。美兰区通过收集 40 名圆
梦女孩们的新年愿望，整合社会资
源帮助她们实现愿望，促进女孩成
长成才，提升自身发展能力，实现
人生梦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