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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营根7月21日电（记者刘袭
王培琳 特约记者黎大辉）琼中黎族苗族
自治县率先在全省深化农村金融改革创
新，农房抵押贷款全面铺开，农房变活
钱，农民发展生产改善生活奔小康有了
充足本钱。县金融办主任关远大今天告
诉记者：“改革已在全县铺开，至今申请
以农房抵押贷款的农户达385户，贷款
2245万元。”

琼中县委、县政府从去年12月20
日开始试点农房抵押贷款，是全省唯
一尝试这一改革的市县。县委书记孙
喆说：“释放改革红利，需主动适应农
村实际、农业特点、农民需求，深化农
村金融改革创新。盘活农村静态资
产，推进农村金融产品和服务方式创
新，实施农民住房财产权抵押担保贷
款，解决农民资金难题，帮助农民实
现小康梦。”

特困户居住条件奔小康

记者今天在湾岭镇大平村大边村小
组看到，49栋框架结构的新房排列整
齐，家家都在装修。村小组长王文发说：

“我们村是镇里最穷的，很多贫困村民本
来盖不起这么好的新房。去年10月，34
户农民以农房抵押贷款170.3万元，才
有钱盖新楼。”

37岁的王业飞是特困户，一家5口
全靠他一人每年打三四个月散工维持生
活，全家人都吃低保。原来住20平方米
的破旧瓦房，50岁单身汉大哥睡在厨房
茅屋。他在90平方米三房一厅新房告
诉记者：“做梦都梦不到住上这么好的新
房，居住条件一步奔小康了。”除了危房
改造的补贴，他以农房抵押贷款3.1万
元，向亲友借款筹集4.8万元，就拥有了

造价14.4万元的新房。
农房抵押贷款是县农信社发放的。

琼中小额信贷部经理凌国强说：“按月付
息，但从第二个月起兑现政府贴息。”农
房抵押贷款期限为5年，5年内政府贴
息。从贷款第二年开始分期还本。

给大边村贷款的乌石农信社主任叶
青长介绍，110平方米新房可抵押贷款
7.5万元，90平方米新房可抵押贷款4.8
万元，贷款直接打到农民一卡通账户。

农民扩大生产不怕缺钱

县金融办副主任丁杰告诉记者，农
房抵押贷款使农民家中最大的一块静
态资产变活钱，农民扩大再生产不怕缺
钱了。

记者在和平镇堑对村南北村小组
的一块坡地看到，因为天气干旱，蚕豆

大的槟榔果掉一地。村民刘家标说：
“家里120亩、1.2万多株槟榔树，今年
掉果达70%。”他到其他村安装了滴灌
设施的槟榔园考察，发现没有掉果，槟
榔果长势很好。最近他用家里新建成
的3层小洋楼抵押，申请县农信社贷款
10万元。“准备安装滴灌设施，明年就
不怕干旱了。”

村民王学清今年准备扩种5000株
槟榔树苗，40亩的橡胶园里套种6000
株益智，种苗钱需5万元。但他手里缺
种苗钱，近日他用家里花22万元新盖的
两层小洋楼，申请贷款5万元。“有了苗
钱，我就敢大干了。”

堑对村支书王大标告诉记者，28户
村民申请了农房抵押贷款，贷款总额
140万元，全部用于发展生产。

丁杰说，贷款材料已上报，很快县农
信社就会发放140万元贷款。

三招创新破解贷款难题

“农民抵押贷款是世界性难题，农房
抵押贷款尝试破解这一难题。”关远大说，
琼中三招创新破解农村抵押贷款难题。

琼中创新涉农金融信贷产品，农房
抵押贷款额可高达几十万元，突破以前
农村信用贷款额度小、周期短的局限
性。创新政府扶持机制，将危房改造和
农民房产抵押相结合，即将危房改造指
标优先倾向于用农户抵押贷款的农
户。同时，将农房抵押贷款与扶持涉农
大户发展相结合，涉农扶持资金优先照
顾用农房抵押贷款的农户。创新保险
机制，关远大说：“县里和一家保险公司
谈妥，推出惠农险种‘安心贷’，农民农
房抵押贷款多少钱，保额就多少钱，保
险的第一受益人是放贷银行，分担银行
的风险。”农民的保费将由政府补贴。

琼中在全省率先全面铺开农房抵押贷款

农房可贷活钱 奔小康更有本钱

文莱马来奕海南公会主席韩勉元。

■ 本报特派记者 侯赛 周华岚 单憬岗

7月21日，当整个文莱还沉浸在欢
乐的开斋节氛围中时，对于一群生活在
文莱的海南乡亲来说，这却是一个令人
悲痛的日子。因为一个人的葬礼，正牵
动着文莱全国近 5000 位海南老乡的
心。一大早，十几位海南籍华人乡亲代
表怀着无比沉重的心情从文莱最西端的
马来奕出发，赶往文莱最东端的斯里巴
加湾市参加文莱海南公会创始会长韩琼
元老先生的葬礼。

跟文莱海南老乡们在一起的这几
天，记者发现每个人口中的话题都离不
开韩琼元先生的葬礼。不光是这场葬
礼，海南老乡们原汁原味的乡音，对家乡
来客的热情款待，对下一代海南华裔的
中华文化教育……记者目之所及，耳之
所闻都是浓浓的海南乡情。

乡情最难忘

两天前，文莱海南公会的代表们就
已经开始为这场葬礼忙碌了。是不是因
为韩琼元老先生对文莱海南公会的特别
贡献，葬礼才得到如此多海南乡亲的关

注呢？文莱马来奕海南公会主席韩勉元
告诉记者，不管是哪一位海南乡亲去世，
都会得到整个文莱海南族群的关注，海
南人在文莱就是一个大家庭。各家的大
事小事，都是整个族群的事，而他已经数
不清为多少乡亲抬过棺材。

“文莱每一所海南会馆建起来，都会
留有一个客房招待来到文莱的海南人。”
文莱斯里巴加湾市海南会馆主席韩保定
告诉记者，只要是海南人来到文莱，都会
感受到回家的亲情，这里每一所海南会

馆都有一个天后宫，每年妈祖的生日，他
们都要煮羊肉，整个族群一起拜祭妈祖。

海南话传承面临困境

虽然在文莱的海南人目前过着团结
的族群生活。但韩勉元先生却已经表示
出重重担忧，当了近30年的马来奕海南
公会主席，他现在身体已经大不如从前，
希望可以找到合适的年轻一代来接替公
会的职务，继续将联络乡情，服务文莱海

南人的使命传承下去，但至今却找不到
合适人选。

“有的年轻人对公会事物热情积极，
但中文却不是很好，有的中文好，却又不
肯牺牲自己的大部分时间和精力来从事
这份事业。”韩勉元忧心忡忡地告诉记
者，如今文莱的华文教育面临着不少困
难，缺乏资金支持是一方面，年轻人急功
近利，华文相比其他语言学习难度大，导
致华文的推广面临重重困境。

“如今我最大的遗憾就是忽视了

孩子的海南话教育，至今他们都不懂
海南话！”身为第四代，来自海南琼海
的华人黄运文告诉记者，每年他带着
孩子回家乡为父母扫墓，孩子们都无
法用海南话与家乡的亲人沟通，让他
感到无比悔恨。

韩保定告诉记者，如何吸引文莱的
海南年轻下一代参与社团事务，担当起
传承海南文化的使命，这个问题需要全
面的研究，不光是文莱，整个东南亚华人
团体都面临着同样的问题。他建议，海
南的高校可以增设东南亚华人研究学
位，加强对华人生存状况的研究。

在采访过程中，记者听到最多的建
议是，海南话目前在学校的推广还存在
比较大的难度，因此家庭教育显得尤其
重要，华人父母在海南的下一代传承中
应当承担起主要的责任。

文莱海南总会青年团团长祝家谦
经常带文莱的中小学生回海南参加冬
令营活动，但是因为时间较短，取得的
效果非常有限，他建议，延长冬令营时
间，给孩子们更多在海南本地家庭交流
的机会，增强他们学习话语的兴趣，推
动华文推广。

（本报文莱马来奕7月21日电）

■本报特派记者 单憬岗 侯赛 周华岚

在文莱有一位家喻户晓的著名侨
领，多年来他一直热心公益、关注祖国发
展，他就是被誉为“文莱船王”的关英才
老先生。今天，记者有幸在文莱经济重
镇马来奕市专访到了现年93岁的老先
生，作为老船王，他为海南发展海上转口
贸易道出了自己的真知灼见。

“我是1937年‘七七事变’那一年离
开家乡广东开平下南洋的。”见到从祖国
来的采访团，老先生就打开了话匣子。
作为一个农民子弟，小学毕业后不久，年
仅15岁的他就独自漂洋过海到东南亚
谋生，先后在印尼、马来西亚、新加坡等
地漂泊，最后落脚在太平洋岛国文莱。

当时，日寇铁蹄在中国的大地上肆
意践踏，中国人民奋起反抗。关英才虽

然身居异国他乡，但无时无刻不牵挂祖
国，不知疲倦地为祖国的命运奔波，20
岁就在文莱担任爱国青年会主席，一边
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一边积极投身抗
日救亡活动，广泛发动海外华人捐钱捐
物抗日救国。在最艰苦的时候，他总是
面向家乡的方向为自己鼓气：“我要在
外国人的地方创出一番事业，为中国人
争光。”

1945年日寇投降后，在当地打拼已
久的他，开始步入事业的春天。他先是

在马来奕创建了自己的首个公司马来奕
电器公司，随后又创建英才建筑公司。
到1974年，他又兴建文莱海源酒店，创
建马来奕船厂和金海船务公司。以后，
他在东南亚的事业如日中天，不断扩大，
被誉为文莱“船王”、“东南亚实业巨子”。

他曾多次到海南考察，因此对海南
有着深厚感情。他对海南近年来的发展
感到欣慰。作为在海上航运业和酒店业
打拼多年的行业巨子，他对于海南发展
海上转口贸易有自己的独特看法。

“做海上转口贸易不能心急，要稳扎
稳打！”老先生思路非常清晰。他认为，
海南要发展转口贸易，必须首先与国际
性大转口港建立密切联系，在适当时候
开通直航航线，虽然目前海口已经与香
港开通了直航航线，但这还不够，还要加
强与新加坡等其他国际大港的航运联
系；其次要做好这些大港的喂给港口，将
自身的货物与需求与大港直接对接，逐
步做大；还要深挖自身和周边货源和进
口需求，做大自身的港口腹地。

在关英才看来，类似海口、洋浦等后
发港口想要发展，不仅要拥有良好的地
理位置和广阔的腹地，还要通过深挖潜
力和政策扶持来降低运输成本。依靠这
些竞争优势养活自己，把散杂货的吞吐
量慢慢做起来。当地政府还要大力将配
套产业链慢慢做大，把临港产业做起
来。通过这些方式，慢慢发展成支线
港。“一个港口想要发展成新的转口贸易
港口，需要几十年甚至几代人的努力。”

（本报文莱马来奕7月21日电）

专访文莱船王、著名侨领关英才——

海南发展海上转口贸易要稳扎稳打

■ 本报特派记者 侯赛 周华岚 单憬岗

在文莱，提起中华中学，可以说无人不知无人
不晓。这所有近百年历史的中文学校，从当初的
一个板屋演变为如今达八英亩的现代化校舍，从
一个私塾成为如今文莱顶级的基础教育学府之
一，在历任华人董事前辈的引领下，学校一步一个
脚印地踏过近百年。今天上午，海南日报“一带一
路”大型报道采访团探访了这所早已蜚声东南亚
的中文学校。

中华中学的现任第22任校长许月兰介绍，在
文莱，华文学校现存有8间，在当地的华人教育中
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而在这8间华校当中，中
华中学又是最大、也是历史最悠久的一间。目前
学校有3100名学生，225名教职人员。

来就读的学生并不只限于华人后裔，文莱本
地的马来人及外侨的印度和菲律宾人也喜欢把子
弟送到华文学校就读。

“建校近百年来，中华中学一直未中断过华文
教育。”许月兰总结，这一方面是得益于政府开明
的政策，另一方面要感谢社会热心人士的支持。
据了解，中华中学是非盈利学校，资金来源主要靠
社会人士资助，而社会人士又主要是指当地的华
人社团。许月兰告诉记者，随着中国国力的不断
增强，近年来，中文在文莱的语言地位不断加强。
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来到文莱投资，越来越多的
中国游客来到文莱观光，对中文人才的需求也不
断加大，因此华人都喜欢把子女送到华文学校进
行中文教育。

虽然中文教育越来越重要，但是华文学校却
依然面临一定程度的困境。记者在采访中也了解
到，有不少华裔学生读几年华校就中途转校，大部
分的转校情况是华校除了要学习官方语言英语、
马来语、爪夷文，还要学习中文，因孩子的语言能
力有差异，有的父母为减轻孩子升学负担，巩固英
文功底，将孩子转向公立学校。

对于许月兰来说，如今最大的挑战是如何让
学生们增加对中华文化的了解，为此，中华中学也
会组织学生去中国进行“寻根之旅”，拓宽眼界。
而同时，许月兰也表示，希望与海南的中小学开展
更多的交流，希望通过两地交流，将方言教学也纳
入教学体系中来，通过对方言的认知，增强年轻一
代对中华文化的认同感。

（本报文莱斯里巴加湾7月21日电）

文莱中华中学:

期待与海南学校
加强交流合作

文莱海南乡亲忧心家乡文化的海外传承

海南乡音乡愁何以代代传续？

本报海口7月21日讯（记者许春
媚 实习生陈奕霖 陈慧予）海口市政
府于日前发布并实施的《海口市“门前
三包”责任制管理办法》（以下简称
《办法》）不但明确了具体的责任主
体，还明确规定了对不履行责任的个
体商户、经营管理单位、企事业单位及
各级政府相关职能部门的处罚措施，
记者从今天上午海口市市政市容委召
开的新规解读新闻发布会上获悉，新
出台的“门前三包”规定不但管“下”
还管“上”，对各相关责任人都套上了

“紧箍咒”。
据介绍，虽然海口市曾于2009年7

月施行《海口市“门前卫生三包”管理规
定》，后来还印发了《海口市市政市容管
理委员会关于落实“门前三包”责任制
的实施意见》，但在城市管理实际工作
中，因责任不够明确、操作性不强、措施
不得力等种种原因，落实不到位，效果
不明显。为了达到2017年实现创建全
国文明城市和创建国家卫生城市的目
标，海口市政府于今年7月17日新出台
了《海口市“门前三包”责任制管理办
法》，将“门前三包”由过去的政府部门
规章上升为政府规章，提高了其权威
性、约束力和执行力。

明确“门前三包”责任人

“过去的规定在‘门前三包’的具体
概念、责任主体、责任范围和责任人范
围等方面表述得并不具体，导致了概念
不科学，内容范围过窄，责任范围不明
确等问题。”海口市市政市容管理委员
会相关负责人说，如今新版管理办法的
出台能更好地解决这些问题。

以前的“门前三包”责任人一般指
的是商铺，非常单一。记者了解到，新
管理办法出台后，按照规定住宅小区、
商铺、机场、车站、机关、学校、医院等经
营性单位和非经营性单位都将成为责
任人。按照《办法》规定，“门前三包”责

任制是指责任人在《办法》确定的“门前
三包”责任区范围内，对市容环境卫生
以包卫生、包容貌、包秩序的责任方式
进行管理和维护的制度。这些责任人
不但要负责区域的地面清洁，还有保持
区域内建（构）筑物外立面整洁、按规定
设置门店招牌、不违法占道经营、不违
法占道停放车辆等责任。

不履行“门前三包”要受罚

记者从发布会上获悉，针对过去违
反“门前三包”规定处罚力度不够的问
题，此次出台的《办法》明确了对不履行

“门前三包”责任制行为的处罚措施，加
大了处罚力度。

《办法》规定，机关、事业单位、学校
等非经营性团体不履行“门前三包”责
任制的，除依法予以处罚外，还将由市、
区政府或其主管单位约谈单位负责人，
对其公开通报。拒不履行行政处罚决
定的，区级城管部门可依法申请人民法
院强制执行。责任人为经营性单位的，
其行政处罚信息还将在工商部门市场
主体信用信息平台予以公示。责任人
年度内三次以上（含三次）违反《办法》
规定的，将由市容管理部门移送工商行
政管理部门对负责人依法予以责令限
期整改，并在媒体上曝光。责任人不履
行责任，不服从执法管理情节严重的，
将取消该单位或个人评选各类先进表
彰的资格。

政府不作为要问责

“以前我们对各级政府和相关职能
部门不作为的行为也会通报批评，但不
痛不痒，事后效果不大。”海口市市政市
容管理委员会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新
出台的《办法》中已经制定了一系列的
措施，对有关部门不作为、滥用职权的
行为进行追责。

《办法》规定，海口市、区两级政
府应进行定期的检查、考核，年度考
核结果纳入年度绩效考核指标，对考
核不达标的进行问责。此外，《办法》
还规定，如各级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
员特别是城市管理行政执法人员在
实施“门前三包”责任制中，存在发现
问题不报告、执法不力、不作为、乱作
为等玩忽职守、滥用职权行为的，将
由纪检监察部门依据有关规定追究
责任。“就是要较真，碰硬，不迁就，收
钱等行为一旦发现就进行查处。”海口
市市政市容委相关负责人在新闻发布
会上表示。

此外，《办法》还明确鼓励市民和媒
体对不履行“门前三包”责任制的行为
进行监督和投诉举报。

本报八所7月21日电（记者黄能）记者今天
从东方市三防办获悉，7 月 20 日的强降雨导
致东方市直接经济损失 2400 多万元，1 人不
幸死亡。

受偏西气流和季风槽共同影响，7月18日
零时至20日 16时，东方市普降暴雨到特大暴
雨。全市平均降雨量231毫米，其中八所城区降
雨量426毫米。

据东方市三防办介绍，截至今天上午，全市受
灾面积25平方公里，受灾人口16.8万人，转移人
口4230人，直接经济损失2475.2万元，死亡1人。

据介绍，死者为八所镇下名山村农妇，姓苏，
年龄62岁左右。20日下午，苏姓老人因担心自家
鱼塘里的鱼，从村里蹚水经过当地一条名为“关
沟”的自然沟前往鱼塘察看，去时还顺利，等到返
回时，沟里水势变得很大，老人蹚水而过时不幸被
冲走。镇里获悉情况，立即组织人员前往搜救，但
因为积水过多，一片汪洋，搜救工作无从开展。直
到今天上午8时30分，尸体才被找到。

7月20日，八所城区多个地段出现严重内
涝。记者今天获悉，解放西路仍存在积水，影
响市民出行，其他区域的积水已基本消退。目
前，全市基本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道路
修复、通讯电力抢修、卫生防疫等工作正在有
序推进。

强降雨“冲走”东方
2400多万元
致1人死亡

文莱斯里巴加湾市海南会馆礼堂两侧悬挂着当地海南侨领及热心乡亲照片。

本报海口7月21日讯（记者张谯星 通讯员
姜懿 刘武）记者今天获悉，海南海警近日查获一
起特大走私肉制冻品案，当场截获冰冻肉制品
200吨，查扣涉嫌走私冻品“三无”船舶1艘、车辆
6台，抓获犯罪嫌疑人49人。

针对近期社会较为关注的冰冻肉制品来源问
题，海南海警加大海上查缉力度，严防冻品走私入
琼。7月13日，该部门在侦查中得知，广西钦州
刘某驾驶1艘“三无”船舶，在北部湾永实岛附近
海域与外籍人员过驳冻品后驶向海口准备交易的
消息，立即派出舰艇和特勤队，兵分两路在海上和
陆地同时进行布控。

7月14日晚10时许，当嫌疑船只正在海口新
海村码头进行卸货时，海警官兵海陆两线同时收
网，当场查获鸡爪、猪蹄、猪舌等在内的冰冻肉制
品共计200吨。经查，这批冰冻肉制品无任何货
物来源有效证明，无检验检疫合法手续，计划在海
南中转运往珠三角等地销售。目前，该案件已移
交海口海关缉私局。

海南截获
200吨走私冻肉

海口门前三包新规管“下”又管“上”
■ 不履行的相关单位责任人将被通报
■ 三次以上违规的商户将被工商处理
■ 玩忽职守滥用职权执法者将被追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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