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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国家中小企业发展专项资金已获批
下达#我省 %&家企业以无偿资助$贷款贴息
等方式共争取到 '($"万元项目资金% 这是
记者近日从省工信厅获悉的%

!"")年下半年以来#受国际金融危机冲
击#我国中小企业生产经营困难%为此#中央
及时出台相关政策措施#加大财税$信贷等
扶持力度#以改善中小企业经营环境% 据介
绍#!"$$年中小企业发展专项资金主要围绕
调整优化产业结构#稳定和扩大就业#促进
节能减排等工作#重点支持中小企业技术进
步#改善中小企业融资环境$创业环境和公
共服务条件%

从今年 %月专项资金项目申报工作开
展以来#经过专家严格评审#我省 %&家项目

申报企业符合条件#以无偿资助$贷款贴息
等方式共争取到 '($"万元资金支持# 其项
目总投资预计 &*&+亿元左右% 其中#临高思
远饲料加工厂项目$京润珍珠科技园等属于
固定资产建设类补助项目&海口市担保投资
有限公司等企业的资助资金用于中小企业
信用担保业务补助项目& 盛科专利补助项
目$海南省电子政务身份认证系统等属于企
业提高素质活动补助项目等%

省工信厅有关负责人说#获得专项资金
支持的项目单位应按有关要求#通过'项目
管理系统(反馈后续项目建设及资金使用情
况等相关信息#我省主管部门将按'定量$动
态(方式对项目库进行管理#对反馈信息进
行审核#对固定资产建设类项目的实施情况
进行跟踪检查等%

上世纪 +"年代中期# 妻子与他人合资
开发宅基地失败#欠下近 !"万元债务%为了
不连累一家人#妻子提出离婚% '妻债夫还%

我不同意离婚% (他回答得斩钉截铁%

这个人就是第三届全国道德模范候选
人#海南省儋州市白马井中学教师$德育室
主任李郁林%

那一年#李郁林月工资 '""元% 爱人失
业了#父母年迈#孩子还幼小#岳父母那里经
常需要接济% 李郁林和妻子关起门来#把所
欠的债务理了一遍#拉出张清单#然后带着
妻子到债主家中#一家家说明情况%

他跟债主表明还清债款的决心#并根据
债主资金急缓的情况#把所有债主按轻重缓
急做了个排序% 就这样#李郁林拿出微薄工

资中的大部分# 每月按计划送到债主手中%

为解决家庭生活困难#他在渔港码头给爱人
找了份零工#帮渔货商装卸鱼货#补贴家用%

同时#李郁林追求'以德立身(% 他工作
的白马井中学有 '%""多名学生# 他是学校
的中层领导#自然有不少教学辅导材料经销
商把他当作'攻关(对象%

一次#一个经销商给李郁林留下一袋芒
果转头就走了% 李郁林打开一看#袋里装有
$"""元人民币#他赶忙追了出去#把钱塞回
那人的口袋%

目前#李郁林已还债 $,万多元#余下的
都是至近亲友的债务# 亲友们都让他别还
了# 但他的计划是# 在 !"$$年底前全部还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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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 特约记者 - .

在琼海市嘉积镇上 小学秋季开学
典礼上#当)义勇军进行曲*在 $! 岁的王
艺瑾耳畔响起时# 她熟练地举起右手#向
着国旗行礼% 那雄壮激昂的旋律#她听了
无数次% 只是#今天这一次与往常不太一
样#她显得很兴奋%

对小艺瑾来说#'上 小学(是个陌生
的名字% 不过#从今天开始#她就是这里
的一员了% 小艺瑾有些忐忑#在开学典礼
正式开始前#沿着新学校走了一圈% '哇#

楼房好漂亮+ 桌子$椅子全是新的% ('宿
舍好宽敞+每间都有卫生间% ('饭堂好大
呀+ (小艺瑾一边走#一边不断有惊喜的
发现%

'我家住田头村#原来在村里的小学

上学% (说起田头小学时#小艺瑾显得有些
不好意思#'那里很小#房子很旧% 班上只
有几个学生#操场也不大% (

小艺瑾在田头小学读了 (年小学% 这
学期#她进了大学校% '我们田头小学的学
生全都来上 小学#大家可开心啦+ (

田头离上 约 % 公里路# 田头小学
撤并到上 后# 小艺瑾的父母很担心她
上下学安全% 她告诉记者,'+ 月 $ 日爸
爸带我来报名# 看到可以住校# 不用交
钱#还发枕头$被子$席子#就给我申请住
校了% (

不光如此#学校还给贫困生发生活补
贴#每个学期 %""多块钱% 小艺瑾说,'爸
妈都是农民#已经申请了贫困生补贴% (班

主任费海燕说#根据规定#如果不是贫困
生#在学校饭堂吃饭#学校也给伙食补贴%

想到爸妈的负担更轻了#灿烂的笑容
顿时从小艺瑾脸上绽放%

和小艺瑾一样从村小学来到上 读
书的还有 !""多名小学生% 从乌石小学来
的梁萍说# 报名的时候没有交一分钱#只
填了自己的姓名$爸爸的姓名$联系电话#

领了好多书和作业本就回家了%

上 地区有上 $田头$山辉$龙寿等
,个村#原有小学 &所% 除上 小学有 %""

多人外#其它学校学生人数多的有五六十
人#少的只有二三十人%

据了解#这些学校有六个年级#一个
年级一个班#每个班才几名学生% 师资

要按学生人数比例来配备#这样的学校
配备 , 位老师已是严重超编了% 但每位
老师既要教语文#又要教数学$美术$体
育等学科#老师精力分散#没有重点钻
研的学科#造成了办学水平低下的恶性
循环%

'政府想把每所学校办好#但是多而
分散的村小学#分散了政府投入的资金和
师资#同时给管理上带来很大不便% (琼海
市教育局局长刘晓朝说# 从今年秋季开
始#上 地区的村小学全部撤并到上 小
学来# 共投入 '""多万元建设教学大楼$

学生食堂$ 学生宿舍以及其它软硬件设
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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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日中午#天气炎热#记者从琼海
市嘉积镇出发#一路问了 ' 个人#拐了好
几个弯#驱车 !)公里#才找到琼海市长坡
镇礼昌村%

听说记者来采访自来水的事#村民都
围上来#七嘴八舌的#争着说村里用上自
来水的故事%,!岁的卢德新老人更是热情
地把记者迎进他家# 端来一杯凉开水#又
转到屋拐角#拧开水龙头#端来半盆冷水#

让记者擦洗脸上的汗%

'要在以前#有杯水喝就不错了#端水
给你擦洗#那是不可能的事% (礼昌村委会
主任李军说#那时候#村民吃用水都困难#

旱季曾出现一家人共用一盆水洗澡的现
象%

卢德新老人带记者来到村里老井边#

井里虽盛满水#但发黑泛黄%

'就是这样的水#(年前#还要排队好
久才有% (一位村民说,'一到旱季#井出水
很慢#家家户户派人守在井边排队#出一
瓢水舀一瓢水#排队三四个小时才能拎一
小桶水回家% (

礼昌村地处偏远#地势又高#地下全
是石头#挖两三米深就挖到石头% 全村先
后挖井 %"多口#但旱季几乎没有水#而雨
季时#虽然水多#但发黑发黄% 饮用这种
水#村民常拉肚子%

!""&年底# 政府派人扛着仪器设备#

在村头村尾勘探$测量好几天#打井队忙
碌好几个月#先后挖出 ' 口深井#每口井
都近 !"米深#水才开始源源不断涌上来%

后来# 政府又在村中修建起高高的水塔#

把水管接到每家每户%

李军说#挖深井$建水塔$铺管道#政

府共花了 &"多万元% 现在#家家户户不仅
厨房安上水龙头# 洗澡间也都安上水龙
头#天热了#也能像城里人一样从头到脚
冲个凉%

政府把自来水送到农民家#谁来进行
日常管理- 记者来到村委会#门口挂着一
块醒目的牌子,礼昌村用水户协会% 室内
墙上贴着 '礼昌村用水户协会章程($'礼
昌村用水户协会管理制度($'礼昌村用水
户协会收支表(等规章制度%

祖祖辈辈存在的饮用水困难#政府花
钱一朝解决#村民十分感激#也十分珍惜%

为管理好自来水# 礼昌村 ((" 户商议决
定#每吨水收费 $*%元#水费用于自来水日
常维护和支付水泵电费等&成立'礼昌村
用水户协会(#制订一系列规章制度#共同
来管理维护水井$水塔和管道&推举三位

村民担任专职管理员#负责日常维护和水
费收缴工作%

礼昌村用上自来水后#村民用水都十
分节约#全村 !&""多口人#每月用水固定
在 %"""吨左右% 村委会主任李军说#水费
基本能够维持自来水的日常运行#遇到比
较大的维修项目开支#经过申请#琼海市
水务局支付一部分费用# 并派人进村维
修%

解决农村饮用水困难#是我省重要的
民生工程% 省水务厅有关负责人说#'十一
五(期间#全省共投入 (*,亿元#兴建农村
饮用水工程 $!%&个#通过政府投资供水$

农民协会管理模式#解决农村 $%,万人的
饮用水问题% '十二五(期间#我省还计划
投资 $"亿元# 解决农村饮用水困难人口
$'"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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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前一片葱绿#方形的湿地上长满了
绿色植物#乍一看#像个大花圃#走近一瞧#才知
道这是一个专门用来处理污水的人工湿地%这种
投资少$ 维护成本低的人工湿地污水处理项目#

使我省部分村镇农村生活污水得以有效处理%

记者近日从省国土环境资源厅了解到#儋
州市南丰镇$王五镇及昌江乌烈镇$昌城村$七
叉镇 (个人工湿地污水处理工程项目近日建成
投入试运行#至此#我省已建成人工湿地污水处
理项目 '"个#日处理污水能力达 !万多吨%

省国土环境资源厅生态处有关负责人称#

乡镇建污水处理厂不切合实际# 主要是投资较
大#运行成本过高%而人工湿地污水处理项目投

资少#运行费用低#仅为一般二级污水处理厂的
$-&#日常运行管理维护只需一名兼职管理人员%

劣!类的地表水经过人工湿地处理后可达标排
放#推广该技术对改善农村生态环境意义重大%

据了解#昌江乌烈镇$昌城村$七叉镇 %个
人工湿地污水处理工程于 !.#.年底开工#总
投资 %#.万元#采用复合垂直流人工湿地污水
处理技术#集中处理村镇生活污水#年处理污
水规模为 (#万吨& 儋州市南丰镇和王五镇两
个人工湿地处理污水工程项目总投资 !.)万
元#这两个工程项目的建成运行#对控制生活
污水污染#净化城镇环境将起到积极作用%

近几年来# 省环保部门争取国家环保资
金#并借助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的技术

力量#扶持有关乡镇建设人工湿地污水处理设
施#对乡镇生活污水进行治理#减少生活污水
对地表水环境的污染% 目前#已先后在文昌市
文教镇$海口市大致坡镇$琼海市万泉镇$万宁
市龙滚镇$三亚市田独镇及澄迈县瑞溪镇等地
建成一批人工湿地污水处理示范工程%

据专家介绍# 人工湿地污水处理项目是
我省村镇生活污水处理的一种新模式# 乌黑
的污水流经格栅池# 部分固体垃圾和一些大
颗粒的悬浮物被阻隔后#再流入调节池#然后
用水泵将调节池中的污水提升至种满绿色植
物的人工湿地过滤处理# 污染物通过湿地中
的植物吸附# 从出水口流出的水变得清澈洁
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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圆梦行动，借梦想一双翅膀
本报记者 E F

+月#又是大学报到的时节#众多面庞
青涩的新生迈进大学校门#开始独立$自主
的新生活% 对于来自贫困家庭生活困难的
新生来说# 每学期数千元的学费无疑是个
沉重的负担%

希望工程圆梦行动作为我省捐助贫困
大学生的'爱心品牌(#到今年已经连续开
展 ,个年头#,年时间里累计筹款 &(#!万
元#资助了 #!!#)名贫困大学生%

圆梦行动# 为贫困大学生的梦想插上
了一双有力的翅膀%

´µ¶·#ÙÚÛ%ÜÝ

今天#是新生注册的第一天#海南大
学热闹非凡#操着'南腔北调($拖着行李
箱的大学新生不断涌入校园% 来自昌江
黎族自治县的李烈飞一大早就坐大巴赶
往海口# 今年他以 &#+ 分的成绩考进海
南大学食品学院# 就读食品质量与安全
专业%

'这是我第 %次到海口#第一次是参加
化学竞赛# 第二次是参加圆梦行动助学金
发放仪式#今天是来大学报到% (家在农村
的李烈飞#从小很少出远门%

学校安排众多志愿者集中接待不断前
来的新生#在师兄$师姐的热心帮助下#李
烈飞很快办完全部入学手续% 他长长地舒
了一口气#露出腼腆的笑容%

然而# 笑容背后却隐藏着一个沉重的
故事%!..&年初#李烈飞的父亲罹患原发性
中晚期肝癌去逝% 父亲早逝#给家人带来沉
重的精神打击% 父亲住院期间花费近 %万
元#让这个普通农民家庭不堪重负% 母亲忍
着巨大悲痛独立抚养李烈飞与他今年读初
三的弟弟# 同时还背负着为他们的父亲治
病时欠下的 #*(万多元债务%

'当然十分期待上大学#但一想到大
学期间的学费和生活费#就想放弃% (李
烈飞说#高考结束后#同学告诉他可以申
请希望工程圆梦行动助学金# 他便毫不
犹豫地填写了报名表% 不久后他等来了
好消息 , 希望工程圆梦行动将资助他
(... 元%

今年# 我省希望工程圆梦行动筹款额
和资助人数再创历史新高# 在全国范围内
亦名列前茅% 截至 )月 %.日#共筹款 #%#+

万元#资助 !&(+名贫困大学生%

Þßàá#âã'äåæçk

'企业捐款占希望工程圆梦行动捐款
比例的 +./以上% (省希望工程管理办公室
主任羊光然说#目前共有 $.家企业建立长
效助学基金#今年企业捐款额大幅增加#共

捐款近 $...万元%

为了确保捐助资金专款专用# 省希望
工程管理办公室每年将捐助活动的实施$

各界的捐款情况全部通过网站公布# 受助
学生名单也全部通过媒体公示# 并让捐助
方和受助学生保持联系与互动%

去年开设的'黄氏(助学金#是省希望
工程圆梦行动中唯一以姓氏命名的助学基
金% 继去年捐款 !%万元后#该基金会今年
又出资 !(*!万元#资助 ,)名贫困大学生%

'黄氏(助学金捐款方负责人说,'希望
工程圆梦行动使捐助的钱直接到了贫困生
手里#透明$公开$公正的操作模式赢得了
企业信赖% (

不仅企业捐款额度逐年提高#社会爱
心人士也不断涌现% , 月 $% 日 # 我省
!.$$ 年希望工程圆梦行动启动的第二

天# 有位先生匆匆来到省希望工程管理
办公室#放下一个装有现金 $$ 万元人民
币的袋子%

这位先生无论如何不肯留下自己的名
字#只透露自己姓潘% 他说,'以前家里生活
困难#有人帮助过我#现在有能力了#我也
想帮助别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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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刚从海南回到南京大学的王上铭#

将要开始信息工程专业博士一年级的课
程% 他说如果当年没有受到资助#可能连大
学本科的门都进不了#更不用想此后的'硕
博连读(%

!..,年0带着希望和感恩之心#王上铭
发起成立了 '海南省反哺工作委员会(#会
员以受资助的大学生为主% 反哺志愿者每
月捐 (元到 #.元钱给希望工程#帮助更多
的学弟学妹%

每年寒暑假#反哺志愿者回到海南#还
会做一些慈善公益活动# 比如探望福利院
的孤寡老人&在街头为希望工程劝募资金&

帮高三学生适应高考等% '我们能力有限#

只能做这些微不足道的事情% (电话中#王
上铭略有遗憾地说%

王上铭倡导的'反哺(社会的理念#正
在得到越来越多受助大学生的响应% 很多
受助学生表示要加入'反哺(行动#做些力
所能及的事情回馈社会%

考入海南大学的符汉才说,'我选择了
设施农业科学与工程专业# 以后想从事农
业方面的工作#改变农村的落后面貌#回报
社会对我的爱心资助% (

通过几年学习和锻炼# 这些受助学子
将走入社会# 开始用双手创造属于自己的
幸福生活% 大学#是他们梦想起航的地方#

也将成为改变他们原有生活轨迹的转折
点% 而我们的社会也将在爱心企业$爱心人
士捐资助学和受助学子'反哺(社会的互动
中#变得更加充满暖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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