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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来琼考察调研
沈晓明作工作汇报 毛万春出席汇报会

南国都市报 7 月 15 日讯（记者黄婷）今
天，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来琼考察调研，
出席工作汇报会，
听取海南建设自由贸易试
验区、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情况的汇报。省
委副书记、省长沈晓明汇报有关工作。
在听取汇报后，
梁振英表示，今年是海
南建省办经济特区 30 周年，也是中国改革
开放 40 周年。40 年来，香港始终积极参
与改革开放进程，香港与全国一样，经济
社会发生了巨大变化、取得了巨大进步。
面向未来，香港将按照中央的要求，围绕

“国家所需、香港所长”，继续服务好国
内、国际两个发展大局，为国家民族的发
展进步作出应有的贡献。
梁振英指出，支持海南全岛建设自由
贸易试验区，逐步探索、稳步推进中国特
色自由贸易港建设，是国家的重大战略。
香港将立足自身所长和海南所需，支持配
合海南自贸区、自贸港建设。他建议，琼
港双方进一步加强联系，建立联席会议制
度。同时，充分利用香港的人才优势，借
鉴汲取香港发展中的经验和教训，在社会

管理、国际贸易、住房制度等方面为海南
提供智力支持，在海南全面深化改革开放
的过程中更好发挥香港的作用。
沈晓明代表省委、省政府，代表省委
书记刘赐贵，对全国政协对海南改革开放
发展的关心支持表示感谢，对全国政协调
研组的到来表示欢迎，并向调研组介绍了
海南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中国特色自由
贸易港的情况及未来发展的规划和考虑。
他说，琼港两地渊源深厚、来往密切、互
补性强，近年来在经贸、人文、科教等方

面的务实合作取得了丰硕成果，具有多层
次、全方位合作的良好基础。希望在全国
政协的大力支持和指导下，琼港抓住重大
战略机遇，推动两地建立合作机制，提升
服务贸易等产业合作水平，建立赴港学习
培训机制和引进高层次人才机制，建立社
会管理等领域的合作机制，推动开展更加
务实高效的合作。
全国政协港澳台侨委员会驻会副主任
吕虹，省政协主席毛万春、省政协副主席
马勇霞出席汇报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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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贫困户产业致富

“十年九旱”红灯村焕新颜

儋州

路通 水通 不再靠天吃饭
南国都市报 7 月 15 日讯（记者 梁振文
文/图）7 月的儋州进入雨季，烈日当头，闷热
潮湿的空气让人汗流浃背。在儋州大成镇
红灯村的田垄边上，驻村第一书记杨勇正在
仔细查看农业水利修缮的进度。红灯村党支
部委员唐耀林感慨地说，这项水渠修缮工程
将彻底改变红灯村
“十年九旱”
靠天吃饭的命
运，
废弃农田将是稻香蛙鸣的丰收景象。
来到红灯村，整洁宽敞的乡村道路映
入眼帘让人印象深刻，一些较为狭窄的转
弯处施工队正在抓紧施工，路边是一眼望
不到尽头的香蕉林。
红灯村位于山地，村庄素来干旱，农
业灌溉水是制约当地农业发展的主要因
素。“红灯村一直以来就是‘十年九旱’，
在这里群众靠天吃饭，由于缺乏灌溉水，
村子里大片的耕田被撂荒，能够种植的农
田不足 10%。”唐耀林说，不仅如此，当时
入村路还是土路，每逢阴雨天便泥泞不
堪，村民出行困难。
解决红灯村底子薄、基础设施滞后的
局面，资金成了摆在杨勇面前的难题。杨
勇通过派出单位的帮助，除争取到省接待

办直接投入的 23.1 万元建设资金外，还筹
集引进近 1200 万元资金，用于红灯村 13
公里环村道路的硬化拓宽，以及水利设施
修复改造、饮水工程修建等项目，红灯村
落后的村容村貌得到了改变。
“ 村 子 变 美 了 ， 生 活 要 更 美 ！” 杨 勇
说，从前村民的收入主要来源是橡胶，红
灯村拥有大片的橡胶林，因此发展林下经
济便成为首选。
最终，在探索红灯村的产业发展之路
上，从发展特色林下经济，到发动贫困户
将养蛇作为本村的特色产业，经过一年多
的探索，原本只有橡胶作为主要产业的红
灯村如今已成为了产业层次丰富、结构合
理的特色产业村。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橡
胶研究所还将红灯村列为发展林下经济示
范点，目前已建成林下益智基地，并为红
灯村贫困户开展牛大力、益智等农作物栽
培、管理技术培训。
杨勇说，今年，在大成镇政府的牵头
下，红灯村紧抓机遇，让海南朴菜园生态
农业开发有限公司落地红灯村。届时公司
预计租用土地达 1000 亩，不仅撂荒土地得

5 个建档贫困村建电商服务站

红灯村合作社的成员在领取分红。
到收益，村民还能在自家门前种菜解决就
业问题。
杨勇说，下一步，他希望将红灯村打
造为一个采摘游一体的村庄，加快建设村
民文化广场，不断提升红灯村村民的物质
生活和精神生活。

文昌

贫困户笑了：种的东西不愁卖
南国都市报 7 月 15 日讯（记者 吴岳文
通讯员 黄云冰）
“今年的花生和地瓜收成都
挺好的，希望在网上能卖个好价钱。”7 月 15
日上午，文昌市东阁镇凤头村委会贫困户邢
福龙忙着打包从地里收好的地瓜，准备运到
村里的电商服务站销售。
邢福龙告诉记者，今年，除了在网上销
售地瓜外，他家收获的 800 多斤花生，也经
过电商服务站帮助销售，卖出了 4600 多元，
增加了家庭收入。
“有了电商服务站，我们种
的东西就不愁卖不出去了。”
邢福龙笑着说。
在文昌市公坡镇水北村，贫困户韩秋元
养殖的 200 只文昌鸡出栏了，通过水北村村
级电商服务站的联系对接，创收了 14000 多
元。
“除了文昌鸡、瓜果等土特产也能在网上
销售出去外，我们还可以通过服务站买到毛
巾、肥皂、家电、农资、种子、化肥等，有了服

务站，真是太方便了！”提起村里的电商服务
站，韩秋元赞不绝口。
村民们口中说的电商服务站是文昌市
大力推进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县建设
项目的一项举措，现在提起村级电商服务
站，村民们无不备加赞赏。电商服务站的作用
主要是为当地村民提供线上代购工业品、
消费
品、
代销特色农副产品、
代缴通讯话费、
代收水
电煤气费、代售车船票、机票等，
并提供转账、
余额查询等金融服务和其他公共服务。
为充分发挥电商助力脱贫攻坚和乡村
振兴协调发展的带动作用，文昌市高度重视
电商产业发展，出台了相关文件，设立发展
专项资金，加大财政金融扶持，用于开展电
商进农村电子商务公共服务中心、物流集配
仓储中心、电商销售服务站点等各级商务服
务机构建设，形成政府推动，部门联动，社会

和企业多方积极参与的良好格局。
同时，电商进农村效益逐渐提升，电商
扶贫成效初显。文昌全市 5 个建档贫困村
（文教镇加美村、冯坡镇凤尾村、东阁镇凤
头村、公坡镇水北村、翁田镇西村）全部建
立电子商务村级服务站，并积极发挥产销
对接作用，帮助当地贫困户创收，基本实现
了贫困户能通过电子商务销售各种农产
品、购买生产生活资料，基本普及电子商务
应用。目前 5 个电商服务站运营正常，销售
金额从初期的每月 1 万多元逐步增至目前
的每月 5 万多元。
此外，文昌市开展电商兴农扶贫大行
动，今年以来，组织 5 个贫困村的建档立
卡贫困户 50 人进行电商知识培训；帮助贫
困户销售农家猪、文昌鸡、黑山羊、金
瓜、白瓜等农产品创收 15 万余元。

南 国 都 市 报 7 月 15 日 讯（记
者 张宏波）
《脱贫致富电视夜校》第
94 期将于 16 日晚播出。本期节目
上，海南省农业厅副厅长赵咏望将
讲解贫困户如何发展产业来致富，
以及在发展产业过程中需要注意的
问题。
在产业选择上，赵咏望希望贫
困户要坚持三个原则：一是要因地
制宜；二是要
“短、中、长”结合，也就
是既要发展见效快的产业，也要发
展一些中长期的产业；三是要多看
看村里的大户、周边的企业在做什
么产业，贫困户也可以跟着一块做。
在技术问题上，农业厅推出了
三个举措：一是成立了“农老师”服
务 团 ，每 当 大 家 碰 到 技 术 上 的 问
题，都可以找他们；二是为贫困户
及村民们推出了各种农民培训；三
是让企业和合作社在培训、技术等
方面有针对性地帮助贫困户。
在资金问题上，政府会专门为
贫困户提供 5000 元的帮扶资金，
已经脱贫的脱贫户也可以享受到一
定的帮扶资金，这笔钱是通过折股
量化的方式，加盟到企业、合作
社，由他们统一经营管理和产品销
售，每年有固定的分红给到贫困户
及脱贫户。

我省全面启动
无公害农产品认定
南国都市报 7 月 15 日讯（记者
胡诚勇）7 月 15 日，记者从省农业
厅获悉，我省近日全面启动无公害
农产品认定工作。省农业厅将按照
《海南省无公害农产品认定实施细
则》
（以下简称《细则》）对全省无公
害种植业农产品、畜牧业农产品进
行认定审核、专家评审、颁发证书及
证后监管等，海南省绿色食品办公
室将组织和实施具体工作。
在无公害农产品认证制度改革
期间，将原无公害农产品产地认定
和产品认证工作合二为一，实行产
品认定工作模式，并下放至省级农
业农村行政主管部门。
《细则》所称的无公害农产品，
是指产地环境、生产过程和产品质
量符合国家有关标准和规范的要
求，经认证合格获得认证证书并允
许使用无公害农产品标志的未经加
工或者初加工的食用农产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