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商报全媒体讯 (椰网/海拔手机端记
者 王辉) 野公期冶是海南的一种地方文化
习俗袁 是一种年度的区域性祭神活动袁海
南很多地方也把野公期冶称为野军坡节冶遥最
初是为了纪念冼夫人袁 至今已有 1500多
年历史遥海南的野公期冶通常会有两种不同
的倾向袁一种是重仪式袁一种是重吃喝遥

野耶公期爷应该跟随时代步伐袁让文明
新风贯穿其中袁讲究耶文明尧安全尧健康爷遥 冶
今年袁海口市琼山区辖区的群众过野公期冶
只吃野四盘冶菜要要要野视觉大餐冶尧野知识大
餐冶尧野体育大餐冶尧野美食大餐冶遥 16 日上
午袁筑梦新时代窑文明过野公期冶要要要琼山
区大坡镇专场启动仪式在该镇的福昌村
委会土炉埇村文化广场举行遥通过文艺演
出尧知识宣传尧体育比赛尧特色美食等形
式袁引导群众文明尧安全尧健康过野公期冶袁
以新风俗代替大吃大喝尧铺张浪费尧燃放
烟花爆竹尧聚众赌博等陋习恶俗袁推动琼
山区新时代文明实践工作进一步开展遥

赛事起始点移到海口袁
全环逆行海南岛袁 半环航线
航行距离翻倍遥 这一改变对
于参赛船队来说是个全新的
挑战遥 但航海人最喜欢的就
是刺激浴 这届海帆赛都有新
鲜事遥

据介绍袁 今年航线方向
有所改变袁全环逆行袁遇见不
同风景遥全环航线与往年比袁
难度略有提升袁而这个野难冶
在于野新冶遥 对于习惯了顺时
针欣赏海南岛沿岸风景的船
队来说袁 逆行航线带来的感
受更多是新鲜尧兴奋遥海口出
发后袁 船队们有很大几率在
东方附近海域遇到无风区遥
参加过海帆赛的船队都对这
片海域的野寸步难行冶再熟悉
不过遥据天气预报判断袁今年
的东南风比往年来的更早一

些袁 无风区的范围还在不断
扩大遥 这将是阻碍船队们快
速到达三亚的最重要因素遥
而三亚返回海口袁 将是一路
顺风袁 充分展示船只性能的
时候到了浴
值得一提的是袁半环航线

翻倍袁初遇木兰头遥 与往年相
比袁半环的航线变化更大袁难
度大大提升遥 半环组今年的
航线是从海口出发袁 航行到
万宁袁经停后再前行到陵水袁
然后从陵水直接返回海口遥起
始点的变更袁使得半环航线的
长度由过去三亚要万宁的 70
海里变成如今的 140海里袁全
程超过 400海里遥航线里程增
加让船队能更深刻地体验离
岸赛的魅力袁而一出海口便要
经历渔网以及著名的木兰头
考验是半环船队的第一个大

难题遥 琼州海峡以流大浪高
著称袁 水流湍急会让船队遇
到不进则退的窘境遥 但木兰
头又是船队向南前进的必经
之路遥 琼州海峡由东向西会
涌进大量海水袁只有在平潮
和退潮时袁 才有可能顺利通
过遥因此船队要掌握时机才能
把握先机遥

Marina表示袁半环航线的
改变对于船队的要求提升了
很多袁在她看来是好事遥野离岸
航行经验和能力都是一点一
点的累积和提高的遥 5海里尧
10海里再到几百海里的成长
需要多加尝试遥半环今年的航
线延长了袁让船队有更好的锻
炼机会袁也是帮助船队为进入
全环做准备遥海帆赛正是在帮
助大家取得更大的进步袁进而
促进中国帆船事业发展遥 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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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方案曳部署了 2019年八项重点任务遥据
了解袁2019年将全面开展以清洁村庄美化家
园为主题的野三清两改一建冶 (即清理农村生
活垃圾尧清理农村生活污水尧清理畜禽粪污及
农业生产废弃物尧改造农村厕所尧改造村庄道
路尧建立长效机制) 村庄清洁行动袁完善农村
人居环境整治规划袁树立乡村文明新风遥

一尧清理农村生活垃圾遥 2019年袁完成
文昌市尧琼海市尧五指山市尧定安县尧屯昌县尧
琼中县尧白沙县尧洋浦经济开发区等 59处历
史存量 垃圾堆放点整治任务完成垃圾围坝
清理完成创建 350个美丽乡村生活垃圾分类
和资源化利用工作加快在建的 8个垃圾焚烧
发电厂建设袁严禁露天焚烧垃圾遥
二尧清理农村生活污水遥2019年完成 944

个行政村(居)及其自然村农村生活污水治理
任务完成 33个镇及部分农场尧林场场部污水
处理设施和管网建设遥
三尧清理畜禽粪污及农业生产废弃物遥

2019年袁 实现畜禽粪污综合利用率达 74%袁
扶持 23 家有机肥生产企业新建沼气工程
100 个主要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率达 80%实
现当季废旧农膜回收和综合利用率达 85%袁
农药包装废弃物污染治理率达 50%村镇周边
渔业养殖 尾水处理覆盖率达 60%规模化养
殖和屠宰环节病死畜禽尸体无害化处理率达
100%遥
四尧改造农村厕所遥 2019 年袁全省所有乡

镇至少新建或改造公共厕所 1座袁 行政村和
人口规模较大的自然村公共厕所覆盖率达
70%袁实现椰级乡村旅游点公共厕所全覆盖袁
农村新建住房和农村危房改造等项目以及乡
镇中小学尧乡镇卫生院尧集贸市场等无害化厕
所建设全覆盖袁 完成 6.5万户农户家庭卫生
厕所改造(建设)袁实现农户家庭卫生厕所覆
盖率达 95% 农村地区厕所引导标识覆盖率
达 90%遥
五尧改造村庄道路遥 2019年袁具备条件的

自然村通硬化道路和美丽乡村村内道路硬化
率分别达 95%以上遥
六尧建立农村人居环境整治长效机制遥严

厉查处侵占尧损坏农村卫生公共厕所尧垃圾和
污水处理等农村清洁设施行为遥
七尧深化文明大行动遥在邻里之间建立环

境卫生互助监督制度袁 广泛实行环境卫生村
民评议和卫生户文明户农村美丽庭院环境卫
生光荣榜创建活动遥
八尧建立健全农村人居环境整治规划体系遥

2020年袁国家卫生乡镇(县城)比例提高到 5%遥

完善农村人居环境整治规划 叶方案曳八项任务树立乡村文明新风

三清两改一建，村庄环境美美哒!
商报全媒体讯渊椰网/海拔手机端记者 王茹冤 2019年 2月袁海南省

农业农村厅新近出台了叶海南省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村庄清洁行动方案曳
渊以下简称叶方案曳冤袁叶方案曳指出袁到 2019年底袁将新增农村各类生活垃
圾处理设施 91座袁完成 944个行政村(居)及其自然村农村生活污水治
理任务袁实现畜禽粪污综合利用率达 74%袁完成 6.5万户农户家庭卫生
厕所改造(建设)袁实现农户家庭卫生厕所覆盖率达 95%袁具备条件的自
然村通硬化道路和美丽乡村村内道路硬化率分别达 95%以上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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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船队海口出发角逐离岸赛
积极引导群众移风易俗

琼山群众公期
只吃“四盘”菜

野办好农村的事情袁实现乡村振兴袁
基层党组织必须坚强袁党员队伍必须过
硬遥 冶秀英区派驻农村第一书记始终把
基层党组织建设放在野心头冶袁人手一册
野民情日志冶袁熟悉村民尧摸清民意袁建强
村级组织袁尤其是提高村党组织的凝聚
力尧战斗力和创造力遥

野改变村庄袁先从改变班子的面貌
开始遥 冶2016年 12月袁左阳被派驻西秀
镇祥堂村任驻村第一书记后袁曾这样感
慨遥 他利用新媒体袁对全村党员加强教
育尧加强组织学习尧进行专题党课辅导
等袁让村党支部野强健冶起来袁努力提升
村干部的能力遥

带领村野两委冶干部对水芹种植进
行全流程跟踪调查袁积极与市菜篮子产
业集团沟通对接袁保障农民收入来源合
理稳定曰率党支部人员向村民发放民情
台账卡袁 充分了解村民的实际需求袁解
决实际问题曰采取野订单式冶服务袁根据
客户需求袁鼓励带来村民针对性种植农
作物噎噎祥堂村党支部成为了一支精
干的队伍院他们干事创业尧亲民惠民袁是
群众的贴心人曰他们政治坚定尧作风正
派袁是村民公认的野带头人冶遥

产业振兴是乡村振兴的关键袁秀英

区乡村振兴振兴路上的这群野追梦人冶袁
瞄准野精准冶二字袁根据各村的实际情
况袁盘活资源尧发展经济袁为群众脱贫致
富闯出一条新路子遥

驻村期间袁城西村第一书记丁山一
方面以野政府+企业+贫困户冶模式袁依托
博大兰花和罗兰生态两家兰花种植企
业袁让 4户贫困户得以就业袁并发动贫
困户以入股方式获取分红袁提高经济收
入曰 另一方面投资 50万元引进光伏发
电项目袁减轻全村用电负担袁并将多余
电量出售袁增加村集体经济收入遥
为实现 野增强贫困户发展能力袁发

展壮大村级集体经济袁 实现整村脱贫冶
的目标袁秀英区建群村两委干部多管齐
下袁一方面制订野一户一策冶帮扶方案袁
通过购买尧发放羊尧鸡苗尧猪苗尧果苗等
帮扶物资袁 鼓励贫困户生产增收曰另
一方面袁以野政府+企业+农户冶的模式袁
通过帮扶贫困户带资入企袁保底分红入
股袁把农业产业发展作为贫困群众持续
增收不返贫的重要支撑点袁 目前全村
21 户贫困户已实现组织化规模化全
覆盖遥

野美不美袁家乡水曰亲不亲袁故乡
人遥 冶叶归根袁凤归巢袁故乡对游子具有

魂牵梦绕的吸引力袁使得一大批昔日从
村子走出去的能人唱响野凤归巢遥 蓬勃
发展的施茶成为青年才俊眼中的创业
热土遥 毕业于法国商学院的郭霖回到石
山镇创办野火山公社冶互联网营销平台袁
手绘施茶吃喝玩乐攻略地图噎噎用新
思维尧新模式袁把施茶村那些野养在深闺
人不识冶的富硒农产品袁摇身变成网上
身价翻番的野抢手货冶遥

大学生李华燕袁放弃市区的稳定工
作袁 青春回归当前村官立志带村民走
野花路冶曰90后小伙吴清伟袁 返乡潜心学
习技术袁通过远程遥控对石斛苗进行智
能浇灌袁指导农户规范管理石斛袁成了
施茶石斛园的野技术骨干冶曰村民黄妹袁
返乡成立了民宿冶美社有个房冶袁搞起了
民宿袁乐颠颠当上了老板娘噎噎

野这群年轻人袁用自己的学识专长袁
让村里的火山黑豆尧石斛尧荔枝尧黄皮等
富硒农产品袁 通过互联网销往全国各
地袁我们村的牌子越叫越响遥 冶施茶村委
会美社村村民王建平说遥

商报全媒体讯(椰网/海拔手机端记者 王辉 摄
影报道) 幸福是奋斗出来的遥每一幅乡村发展画卷
的背后袁都有一组挥洒汗水的镜头遥
心为基层想袁人往村里跑遥 从带技术逐渐拓展

到带思路尧带人才尧带资金下乡袁他们在广阔农村
展开一场暖心接力遥他们是谁钥他们是驻村第一书
记袁 是乡村振兴工作队员袁 是脱贫攻坚帮扶责任
人袁 是反哺报桑梓的乡贤袁 是新时代田间地头的
野新创客冶 噎 噎在海口秀英这片广阔的农村土地
上袁他们角色转变袁成为乡情民意调研员尧政策法
规宣传员尧富民强村服务员袁用热血和智慧躬身耕
耘在希望的田野上袁 为秀英农村的和谐稳定发展
画下浓墨重彩的一笔遥

奔跑在乡村振兴路上的青春
海口秀英野追梦人冶激活乡村发展野一池春水冶

商报全媒体讯 渊椰网/海拔手机端记者
符雄助冤 蜈支洲岛杯 2019第十届环海南岛
国际大帆船赛于 3月 16日-23日在海南举
行遥 17 日和 18 日袁Dubois50 统一级别组尧
IRC1-3组和 IRC4-6组共 56支船队分别
从海口出发袁进行全环和半环的离岸赛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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