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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符吉茂）26 日，东方市扫
黑除恶专项斗争成果巡展活动在东方中学启
动。活动通过实物展示、图文解说、典型案例
直观地向东方广大党员干部以及市民群众展
示东方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成果。据介绍，自
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开展以来，东方市共打掉
涉黑涉恶犯罪组织17个，其中黑社会性质组
织 1个、涉恶集团 6个、涉恶团伙 10个，破获
团伙案件 133 起，抓获团伙成员 251 人，查
封、扣押、冻结涉案资产1亿余元。

东方市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韩运发在
启动仪式上表示，各相关职能部门要强化思
想认识，提高政治站位，办好成果巡展;要压
实领导责任，细化任务分解，强化专项整治;
要认清形势任务，总结好的经验，再创辉煌
佳绩，确保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持续加压;要
始终坚定“四个自信”，树牢“四个意识”，践
行“两个维护”，以高度的政治担当履职尽
责、以坚定的为民情怀动真碰硬，继续保持
高压态势，常态化推进扫黑除恶工作，为建
设宜居宜业宜游的国际滨海公园城市、服务
保障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提供坚强有力保
障。

参观成果展的干部纷纷表示，东方扫黑
除恶取得的成果，充分展示了东方市委、市政
府依法严厉打击涉黑涉恶违法犯罪的态度和
决心，进一步提振干部群众对专项斗争的信
心。同时，也认识到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
的意义和自身肩负的责任担当。

据了解，此次巡展时间为 1 月 26 日至 2
月 2日，为期 8天。为做好疫情防控，全市各
乡镇、行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学校等将分批
次、限人数组织人员进行参观活动。室内巡
展结束后，主办方还将到动车站、市民休闲广
场等地进行室外巡展。

本报讯（记者 袁永东 通讯员 潘达强）1
月 28 日，海南岛第一家空中有轨小火车项
目，在海南槟榔谷黎苗文化旅游区投入运
营。这也是继“热带风暴”“田野卡丁车”“飞
林探巢”之后投放的第四个全新体验项目，标
志着槟榔谷景区转型发展进入提速提质的关
键阶段。

空中小火车体验区位于槟榔谷景区三月
三广场，项目以雨林文化为核心，全景还原了
传统火车场景，突出“怀旧·童趣”的深度驾
乘质感，设有售票大厅、候车站台、休闲区以
及全长 600 米的有轨车道。满足亲子家庭、
研学旅行、同学聚会、单位团建、情侣度假等
消费群体的个性化需求。

走进站台，“槟榔谷”开往“快乐”的标牌
显得格外有趣，四列小火车涂装红、黄、蓝、
绿四种鲜艳色彩，分别命名为“大力神号”

“甘工鸟号”“仙仙鹿号”“旺旺蛙号”，黎族文
化与现代体验相得益彰。

“当！当！当！”在“老司机”拽响发车的
铃声后，可乘坐17人的空中小火车缓缓驶出
站台，伴随着悠扬的音乐，火车头烟囱冒出团
团“烟雾”，穿梭于热带雨林，仰望湛蓝如洗
的天空，俯瞰郁郁葱葱的绿植，沿途能欣赏到
石门洞、百米花廊、彩虹当空、七彩风车、鸟
语花香 5 大主题景观，不同主题场景缓缓划
过，犹如穿越空中梦幻世界。

据景区负责人介绍，空中小火车项目建
设秉承“以保护为主，开发为辅”的核心理
念，遇山搭桥，遇树绕弯，而且小火车自身采
用电源驱动，车体营造的气雾氛围均使用环
保材料，真正实现了人、车、景三者和谐共
融、雅趣共赏的完美意境。

据了解，春节前夕，槟榔谷景区将陆续推
出水陆越野车、雨林滑车等全新体验项目，让
游客在体验传统非遗文化的同时，有了更多
挑战性、趣味性的项目选择，不断提升游客深
度体验获得感。届时，游客将能从空中、陆地
和水面上，三位一体地感受黎村苗寨不一样
的文化魅力。

1 月 28 日，槟榔谷景区，可乘 17 人的
空中小火车穿梭于热带雨林中。

本报记者 袁永东 摄
本报讯（记者 张慧膑）日前，保

亭黎族苗族自治县“十四五”规划和
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建议获审议通
过。根据规划，保亭将结合自身优
势，重点发展热带特色高效农业，聚
焦旅游业、现代服务业和高新技术
产业三大产业，加快建设现代化经
济体系，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据了解，过去五年，保亭经济
结构转型升级，综合实力持续增长，
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幸福指数逐
年提升，改革开放深入推进，体制机
制活力彰显。在“十三五”期间，保
亭组建了县、乡 (镇)、行政村、村小

组四级脱贫攻坚战斗体系，选派了
216 名队员到 9 个乡镇、60 个行政
村全覆盖开展驻村帮扶，成功摘掉
了贫困县的帽子。在脱贫攻坚战
中，保亭 44 个贫困村脱贫出列，建
档立卡贫困户6631户 26428人全部
脱贫，预计 2020年农村居民人均可
支配收入达 14009 元，“十三五”期
间增长 9.9%。在产业发展方面，保
亭投入了4.28亿元，实施了红毛丹、
黄秋葵、百香果、毛感鸭等 278个项
目，引导 40 家企业参与脱贫攻坚，
累计投入资金6299.36 元，实施扶贫
项目90个。

民生方面，保亭实现所有行政
村通班车，所有自然村通硬化公
路。预计 2020年，城乡居民人均可
支配收入为 21153 元。保亭“义务
教育发展基本均衡县”通过国家评
估认定。在推进海南自贸港建设方
面，保亭已举办 10批次的集中开工
活动，开工项目 40宗，总投资 35.29
亿元。2020 年，保亭的旅游业实现
提质增效，获评首批“国家全域旅游
示范区”的称号，建成美丽乡村 45
个。在特色高效农业方面，保亭共
注册普通农产品商标 222 个，地理
标志证明商标 12个，国家及农产品

地理标志2个。
据了解，“十四五”期间，保亭

将聚焦乡村振兴战略，加快推进农
业农村现代化。将热带特色高效
农业打造成为支撑保亭发展、巩固
拓展脱贫成果的支柱产业，鼓励种
养殖业向规模化、产业化和品牌化
发展。种植业方面，保亭将做大做
强冬季瓜菜、山地蔬菜等产业，增
加橡胶、槟榔、椰子产值，扩大红毛
丹、榴莲、菠萝蜜、百香果、黄秋葵
等特色果蔬的种植面积，发展花
卉、魔芋、种菌等产业，构建产业特
色明显、优质高效和持续增长的品

牌农业框架。与此同时，保亭将持
续引进农业龙头企业，打造加工、
储藏、冷链物流、交易等一体化的
产供销平台。

此外，保亭将聚焦旅游业、现代
服务业和高新技术产业三大产业，
结合自身优势，加快建设现代化经
济体系。计划发展壮大森林康养旅
游、气候康养旅游、山地旅游、黎族
苗族文化旅游、研学旅游、低空旅游
等业态，引入一批特色医旅融合康
复基地和中医药健康旅游品牌，还
将立足森林资源优势，打造森林旅
游聚集地。

保亭：聚焦推进“四大产业”着重念好“农”字经

就业，一头牵着万千民众，一头
连着发展大局。过去一年，保亭黎
族苗族自治县（以下简称“保亭”），
将就业工作摆在“六稳”“六保”首
位，全力以赴帮助建档立卡户就业
创业。2020 年，保亭农村富余劳动
力转移就业 8690人，累计培训农村
劳动力 11581 人次，城镇新增就业
279 人，举办 22 场招聘会提供岗位
13100 个，开发就业扶贫公益性保
洁员岗位554名……

包车送出去 岗位送下乡

去年，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打
乱了毛感乡农户石初晴外出打工的
计划。在此之前她在三亚从事一份
服务员工作，受疫情影响，她之前所
在的企业迟迟未招工。在家没有收
入，想就业又没有路子 ，这让石初
晴犯了难。

在进行摸底排查之后，保亭人
社局积极开展劳务协作对接，帮助
农村劳动力找工作。通过提供免费
体检、接送服务等系列贴心服务，石
初晴和全县 20 名农村劳动力踏上
了飞往深圳的航班，在深圳比亚迪

公司从事口罩生产工作，每个月 5
千多元的工资，比在家强多了。此
次外出务工，保亭积极做好“点对
点”服务保障，切实做好贫困劳动力
跨区域转移就业工作，促进贫困人
口务工增收。

去年，保亭充分发挥民营企业
吸纳就业的主渠道作用，搭建招聘
平台，一场场招聘会开到村里，将岗
位送到了农户的手中。去年五月，
保亭将中海油保亭农民工专场招聘
开到了三道农场，30 余家企业携
500多个就业岗位进场，吸引了300
多名村民前来应聘。“招聘的企业离
家近，白天上班晚上回家，很方便。”
村民赵芳为政府岗位送下乡的温情
举动点赞。

保亭就业服务中心主任彭志芬
介绍，去年保亭共举办 22 场招聘
会，提供岗位 13100 个，让群众将

“饭碗”牢牢端在手中。

技术送到手 致富不用愁

“村里组织的乡厨培训，圆了我
当厨师的梦，我还考取了中式烹调初
级证书，我打算开间饭馆，把日子过
得更红火些!”说起培训，响水镇合口
村农户王照应忍不住点赞。去年 9
月，合口村帮扶单位海南软件职业技
术学院依托自身特色优势，选派了厨
艺精湛、教学经验丰富的老师来到村
中，开展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深入浅
出的教学，让和王照应一样有想法的
农户学到了一门致富的技术。

去年，保亭在做好农村劳动力
转移培训工作的同时，加大对建档
立卡户的培训力度，在培训内容上，
对照岗位技能需求和结合乡、村扶
贫产业发展，提高培训的针对性,主

要开展黎锦编织、挖掘机操作、海南
菜肴、西式面点师等职业技能培训
工种，以及养鸽、百香果等种养殖
业，累计举办培训班 175期，共培训
农村劳动力11581人次。

此外，为切实做好就业扶贫工
作，全力打赢脱贫攻坚战，保亭在各
乡镇、村委会开发就业扶贫公益性
岗位，用于安置无法离乡、无业可
扶、无力脱贫的“三无”贫困劳动力
就业，通过每人每月 800 元的公益
性岗位补贴，增加“三无”贫困劳动
力的经济收入。2020 年，开发就业
扶贫公益性保洁员岗位554名。

援企稳岗“硬核减负”

政策出台，成为稳就业的有效
着力点。2020 年，保亭打出了减
负、稳岗、扩就业的政策组合拳，出

台稳就业政策“礼包”，为企业“供
氧”“输血”、纾困解难。

彭志芬介绍，保亭积极落实抗
疫情保增收防返贫和复工复产各项
政策措施，翻印了200份省厅《应对
疫情 稳定就业 支持复工复产政策
要点口袋书》及制作宣传海报 50
份，分发张贴到全县各乡镇各企业
（特别是省县 41 家重点企业项目），
确保政策宣传到位；成立工作专班，
确保做到企业用工底数清楚、政策
宣讲清楚，补贴发放到位、服务落实
到位。同时，加快政策办理速度，提
供群众满意度。

截至目前，保亭开展企业稳岗
返还工作，公示企业 268 家，完成
295 家普惠企业的初审，已审核确
认 192 家普惠企业，1 家困难企业，
共拨付资金 239.5 万元，惠及职工
5845人。

保亭多措并举做好稳就业工作

打好组合拳 拓宽就业路
本报记者 张慧膑 实习生邢凌凌

培育出属于海南陵
水的“南繁”成果

刘华招主要从事南繁水稻育

种工作。他从东北农业大学毕业

后，一直从事着自己喜欢的水稻

育种工作，与诸多“南繁人”共同
追逐水稻梦。

2015 年，刘华招从黑龙江来
到位于海南省陵水黎族自治县椰
林镇安马洋国家南繁科研育种基
地（简称：陵水县安马洋基地），负
责南繁育种和配套栽培技术推广

工作。“将南繁成果留在当地，打
造属于海南陵水的特色产品。”这
个念头，从他踏上陵水这片土地
便产生。“海南种植的水稻很多都
是 外 地 引 进 的 ，本 地 的 品 种 很
少。”刘华招说，于是他从最“在
行”的水稻育种着手。他把目光
聚集在海南黎族特有的山地旱稻
——山兰稻上。

据了解，山兰稻是黎族人民在
长期的生活实践中筛选出来的适
宜干旱地带种植的稻种，但其有
产量低、抗倒性差等缺点。针对
这些问题，刘华招想到了对不同
品种稻谷“取优”结合的方法。

2015 年 11 月，中国的北方已
经开始冰天雪地，而海南依然温
暖明媚着。刘华招把从北方带来
的近千种种质资源，和只身前往
各地收集到的包括海南特色稻山
栏稻、泰国特色品种香稻、我国南
方主栽品种如黄华占等近百种种
质种子，播种在了陵水河畔、吊罗
山下的陵水县安马洋基地。

4年田间默默耕耘育
一“稻”

从 2015 年 12 月下旬到次年 1

月上旬开始杂交授粉，由早到晚，
刘华招穿梭在田间地头。寻找植
株的父本、母本，坐在地上剪颖去
雄，站立握穗套袋隔粉。行走在
水田里，小心取粉，精心授粉。忙
活上一整个月，期间有人过来“搭
讪”，他也只是默默地笑而不语。

2月上旬开始收获杂交粒，收
获的标准是杂交授粉后 25 天，一
般不超过一个月。全部收获后烘
干，整理编号，2月中旬再次播种、
育苗、插秧。无论是阳光明媚的
早晨还是夕阳西下的黄昏，总能
看到刘华招忙碌的身影，由于海
南的天气太热，只能早晚“守”在
田中。田里缺水了，就灌水；秧苗
缺肥了，就撒肥；水稻有虫有病害
了，就喷药。每每一项事项完工，
刘华招都衣襟汗透，脸颊红灼，好
长时间才能缓过劲来。就这样精
心呵护，小心看管，到 5 月中旬收
获。“要按编号，不能收乱，脱粒，
烘干，从每个杂交组合中量取 50
克再直播一次。”6 月上旬翻地整
田，人工置床。本田管理重复上
一季工作。9月中旬收获，编号入
库，等待11月再循环种植，已经是
F4 代 。 就 这 样 重 复 了 4 年 ，至
2019 年育成了株型较好，株高适

宜，结实率较高，外观米质优，抗
稻瘟病一级，抗白叶枯病 3 级，产
量 每 公 顷 5 至 6 吨 的“ 南 香 丝
禾”。“这种米晶莹剔透，口感劲
道、香气怡人。经常有农民问我
拿种子回去种。”刘华招笑着说。

致力于栽培优质高
产水稻

为了从事南繁水稻育种，这些
年刘华招基本上全年的时间都要
待在南繁育种基地。而让农民水
稻生产保持优质稳产是刘华招一
直以来从事这份职业的使命。他
每年到各处授课，为农民解决生
产中遇到的问题。农民打来的求
助电话，刘华招有问必答，如果电
话中解决不了，就会第一时间赶
去现场进行分析。针对海南优质
米品种少的特点，刘华招则打算
在原先培育的南香丝禾系列大米
的基础上，培育出一款清香可口、
黏弹劲道的适合陵水当地籼稻品
种。刘华招告诉记者，目前“南香
丝禾”系列正在申请品种权，得到
品种权后他将把“南香丝禾”推广
出去，实现南北水稻优质栽培高
产的水稻梦。

“南繁人”刘华招的“水稻梦”：

致力打造陵水当地特色水稻品种
本报记者 刘盈盈

刘华招在水稻田间工作。本报记者 刘盈盈 摄

本报讯（记者 刘盈盈）近日，
记者来到陵水南繁核心区看到,总
投资为 13亿元、总用地约 120 亩、
总建筑面积约 12.6 万平方米的国
家南繁科研育种基地（安马洋）配
套服务区（简称：配套服务区）正在
火热建设中。目前一期建设已完
成工程量80%，二期工程正在筹备
当中。

海南以三亚、乐东、陵水等市
县为中心，核准划定了26.9万亩南

繁保护区和 5.3 万亩核心区，临近
陵水县城的安马洋，便是其中的核
心区之一。每年秋冬季节，一批种
业科研人员从全国各地奔赴陵水，
进行南繁育制种工作。

据相关负责人介绍，配套服务
区分为四大核心功能区：综合服
务区、科研办公区、仓储生产区、
中央花园区。将建设南繁论坛永
久会址、国际学术交流中心、南繁
成果会展中心、南繁公共实验室、

院士专家办公生活楼、种质资源
交易与仓储中心等功能配套服务
设施。

“曾经的南繁是又‘难’又‘烦
’，路程遥远不说，基础条件更是没
有。而作为《国家南繁科研育种基
地（海 南）建 设 规 划（2015-2025
年）》的落地项目——安马洋南繁
配套服务区建成后，将极大提高南
繁科研、生活条件，实现科研人员
拎包育种，将有更多精力投入到

科研工作中。”安马洋南繁配套服
务区承建单位、海南广陵高科实
业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龚亚介绍，
目前入驻的南繁科研单位来自湖
南、湖北、安徽、四川等育种大省，
提供综合配套服务的种业企业
100多家。

项目建成后，将为入驻陵水安
马洋 5690 亩南繁科研核心区的全
国南繁单位提供科研试验、生产加
工、成果转化、学术交流、科普教

育、会议会展、仓储物流、生活配套
等服务。可满足陵水安马洋及周
边南繁基地 2000多名农业科技人
员科研、生产、生活、办公等需求。
同时通过项目的示范引领和辐射
带动作用，将加快南繁种业创新资
源整合集聚，推进南繁科技成果就
地转化，带动海南热带高效农业
发展以及三产融合，促进陵水乡
村振兴，为海南自贸港建设贡献
力量。

国家南繁科研育种基地（陵水安马洋）配套服务区一期完成工程量80%

陵水南繁核心区建设项目加快推进
东方市举办
扫黑除恶成果展
公开展示多个典型案例

海南首个

槟榔谷空中小火车
体验项目投入运营

田间一片绿意汪洋，阳光带有料峭之意。1 月份的国家南繁科研育种核心区安马洋基地
里，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海南分子育种基地高级工程师刘华招戴起草帽、套上胶鞋，在育种
田里俯、行、坐、卧着，忙得不亦乐乎。标着数字的竹竿插在田里，据刘华招介绍，一个编号代表
一种材料，一块育种田就有 100 多份材料。眼下他正在之前培育的——“南香丝禾”系列大米的
基础上，培育更为优质的水稻品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