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这些主要指标来看，儋州市经济保持了稳步增长，为实现全年预期目标奠定了坚实基础

农村危房改造动工3496户
动工率92%

竣工2485户，竣工率65.4%

危改工程已完成投资1.6亿元
完成计划投资43.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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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发展儋州启动系列“尽快办”扶贫新政，多举措加大投入

精准扶贫，贫困户致富路更宽 上半年儋州房地产
去库存实现“双增长”

房屋销售51万余平方米，销售额
44亿余元

本报那大7月28日电（记者易宗平 通讯
员张琳）上半年儋州房地产去库存化呈现“双增
长”势头。据儋州市政府最新统计，今年1月至
6月，全市房屋销售面积为51.13万平方米，同
比增长2.7倍；房屋销售额为44.08亿元，同比
增长7.7倍。

儋州房地产去库存化为何出现猛增势头？
关键在于多重优势：在区位优势上，儋州滨海新
区处于“海陆空”的交汇点，恒大海花岛旅游地
产及滨海新区其他地产，主要吸引省外人士购
房。在资源优势上，兰洋温泉等地的旅游地产，
体现其养生之长。在文化优势上，作为千年古
郡的儋州，着力打造的“一镇一街一风情”，更是
彰显其人文底蕴。

运行稳健的儋州房地产业，对地方经济产
生了重要推动作用。该市财政局统计显示，至
6月份儋州房地产业完成税收4.66亿元，同比
增长177.5%。尤其是恒大海花岛旅游综合体
项目销售情况良好，且该项目楼盘价格较高，不
仅助推全市房屋销售面积和销售额的双增长，
还拉动全市房屋销售平均单价提升135%。

作为新兴地级市的儋州，“十三五”开局之年
伊始，就着力构建综合立体的“路网”、均衡协调的

“水网”、保障有力的“电网”、通信畅通的“光网”、
普及城乡的“气网”。不少旅游地产投资者认为，
这些举措，既带来无穷商机，又为市民提供高品
质生活享受，使经济建设与社会发展相得益彰。

■ 本报记者 易宗平 通讯员 张琳

“政府根据村民
的意愿，帮助我们建
猪舍、供种苗和建沼
气池，我们有了好的
致富路子。”今天，儋
州市东成镇番陈村
村民王召儒激动地
说。

有效的扶贫模
式，帮助众多贫困户
脱贫致富。

今年上半年，儋
州市共投入脱贫攻
坚资金 16936.2 万
余元，使致富路子拓
展得更加宽广。

儋州总人口104万余人，贫困人
口基数相对较大。

据儋州市扶贫办有关负责人介
绍，到 2014 年底，该市有贫困人口
6.66 万人，占全省贫困总人口的
12.2%，是除临高县以外全省贫困人
口最多的市县。经过努力，儋州农
村贫困人口，从2011年的 93692人
减少到2015年的 50976人，年均减

少 8543 人；农村贫困发生率，从
2011 年的 14.9%下降到 2015 年的
8.2%。

尽管贫困人口和贫困发生率在下
降，但儋州脱贫攻坚工作仍有“硬骨

头”要啃。
长期以来，儋州市贫困人口主

要分布在 4个地区：北部火山岩干
旱地区，有 85%以上的土地火山岩
石头裸露地表，历史上曾有“北岸北

岸，十年九旱”的民谣，村里大部分
住房是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建的石砌
瓦房；中部黄泥沟贫瘠地区，不靠山
濒海，人均占有耕地不足0.4 亩；南
部少数民族地区，松涛水库建成后，
约有 1.91 万亩耕地被淹没，不少移
民无地耕作；农垦退场地区，主要经
济来源为橡胶，但橡胶收购价一度
低迷。

贫困户基数大扶贫要啃“硬骨头”

面对百万人口大市贫困户基数大
的难题，如何靶向发力、精准扶贫？

儋州市副市长符巨友介绍，今年
上半年，该市多措并举，加大扶贫攻坚
的投入力度：

在产业扶贫方面，全市直接投入
种养产业资金共计5591万元，其中投
入100万元以上的产业有养羊1188
万元、养猪1035万元、养鸡833万元、

养牛769万元、养竹狸322万元、养蛇
113万元。此外，全市整合了其他资
金投入2146万元，其中投入于种桑养
蚕的资金836万元，已种植桑林956
亩；投入于种植三角梅资金400万元，

已种植19.86万株。
在基础设施扶贫方面，全市投入

于生产设施的财政专项扶贫资金
2209万元，主要是建设羊舍、牛舍、猪
舍、鸡舍等。该市南丰镇尖岭村、和庆

镇木排村、东成镇流坡村等8个国定
贫困村，整村推进道路建设项目正在
实施。

在转移就业扶贫方面，儋州已转
移就业1665人，完成计划70%。在保
障扶贫方面，已投入资金6556.8万元、
完成计划63.2%。教育保障，已补贴学
生人数6349人、完成计划88.4%，已发
放433.4万元、完成计划88.7%。

多措并举加大投入精准扶贫

7月25日，儋州市委市政府研究扶
贫攻坚工作时，推出新的“简捷式”新
政。诸如，要求市物价局咨价意见，7个
日历天内答复；200万元以下的项目实
施方案，市发改委48小时以内批复。

除了简化这些审批事项，儋州还
明确了系列“尽快办”的扶贫新政。

——尽快出台贫困家庭特殊医疗
补助办法，有较大慢性病的贫困人口，

卫生部门要建立档案，对口帮扶医治。
——尽快补足教育“短板”。教育

帮扶金要尽快完成发放，贫困村“麻
雀”学校撤并工作要尽快启动，并给予
贫困学生必要帮扶，严防辍学。

——尽快落实危房补贴。儋州已

决定对D级危房贫困户另外给予2万
元补贴，危房拆除重建。农村危改指
标，要先满足贫困户需要。

——尽快研究生态补偿问题，先
从贫困户开始。此举将推动扶贫与生
态建设同步提升。

——尽快研究聘任贫困家庭的人
口担任护林员，定向从贫困户聘用农
村保洁员。就业是最大民生，就业式
扶贫契合了这一民生诉求。

多个“尽快办”，体现的是拳拳为
民之心。儋州市委书记严朝君表示：

“驻村工作队要继续深入贫困户，把帮
扶工作做到位，做到老百姓的心坎
上。” （本报那大7月28日电）

把帮扶工作做到百姓心坎上

■ 本报记者 易宗平 通讯员 张琳

带着大文豪苏东坡“一点浩然气，
千里快哉风”的那份快意，百万儋州人
民以及居住在儋州的省内外人士，共
同迎来一个喜讯——2月2日已获批
升格为地级台的儋州广播电视台，经
过精心准备，其综合广播、综合频道今
天开播。

这是一个历史性时刻。因为，儋
州广播电视台站在新起点，将改版升
级后的多款栏目内容，更加精彩地呈
现出来。

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
批复升格

成立于1998年8月的儋州广播
电视台，由创办于1980年代的儋县人
民广播电台和儋县电视台合并而成。

2015年，儋州升格为地级市。具
备一定采编播实力的儋州广播电视
台，向上级主管部门提出了由县级调

整为地级广播电视台的请示。
儋州市文化广电出版体育局局长

秦大茂说，2月2日，国家新闻出版广
电总局新广电函［2016］33号文已批
复，儋州广播电视台调整为地级市广
播电视台。

新广电函［2016］33号文指出，
“同意儋州广播电视台将现有广播节
目更名为综合广播，播出时呼‘儋州广
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同意儋州广播
电视台停止在海南广播电视台公共频
道插播自办电视节目，开办1套综合
频道，播出时呼‘儋州广播电视台综合
频道’”，其“覆盖儋州市行政区域”。

如何把握升格机遇？儋州市委常
委、宣传部长谢雄峰对儋州广播电视
台提出三点要求：在内部管理上要创
新机制、激发活力，将收入分配向一线
记者倾斜，营造想做事、能做事、做成
事的氛围；在队伍建设上内强素质、外
树形象，培养一批名记者、名编辑、名
主持人；在节目策划上要突出特色、打
造品牌，立足儋州，面向全省，创办具

有浓郁地方特色、让受众喜闻乐见的
节目。

打造有思想有温度
有品质的节目

提及讲坛，人们会想起央视的“百
家讲坛”。在儋州，也请了多位重量级
人物主讲。

早在2013年12月30日，由儋州
市委宣传部、市广播电视台主办的《儋
耳讲坛》栏目开播，省内外多位专家学
者闪亮登场——

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海南省优
秀专家曹锡仁教授，围绕《中国梦的
形成及其实现路径》主题，率先主讲
了两期。

海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李
俊，国家二级教授、海南省委党校哲学
部主任王建国，海南省社科联党组书
记、主席赵康太教授等先后对党的方
针政策进行深度解析。

不仅仅是“高大上”的政策解读，

第十二届全国政协常委、山东中医药
大学名誉校长、博导王新路，以《黄帝
内经与中医养生保健》为题，对如何养
生作了细致入微的讲解，一时引来诸
多“粉丝”。

目前，儋州广播电视台已开播60
期《儋耳讲坛》。

儋州市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
常务副主任谢有造说，包括《儋耳讲
坛》在内的多个栏目，有思想、有温
度、有品质，是提升儋州城市品位的
创新之举。

努力“接地气聚人气
有名气”

今天，海南省书法家协会理事、儋
州市书法家协会副主席方有坤，在儋
州广播电视台激动地展示“博采大观”
的书法作品。

“声屏呈美景传扬琼岛新西岸，音
像播真图关注身边百姓情。”这是中国
苏轼研究学会常务理事、儋州东坡文

化研究会常务副会长韩国强，为儋州
广播电视台赠送的对联。

两件作品交相辉映，契合儋州广
播电视台的取向。

据了解，儋州广播电视台推出8
档栏目：《儋州新闻》《儋耳讲坛》《魅力
儋州》《健康生活每一天》《聚焦“一创
五建”》《儋耳警视》《法治热点》《诗乡
歌海》。其中，周五20时首播的《魅力
儋州》，挖掘、推介儋州多方面的新亮
点、新成就；周一18时首播的《儋耳警
视》，剖析案情、以案说法；周六20时
首播的《诗乡歌海》，传播地方曲艺，报
道文化传人，展示艺人风采，活跃文艺
市场。同时，综合广播也开设了《儋州
新闻》《缘分天空》等多档栏目。

风物长宜放眼量。儋州广播电视
台负责人谢振安表示，努力将升格了
的儋州广播电视台打造为“接地气、聚
人气、有名气”的平台，办成人们了解
儋州、认知儋州、热爱儋州、向往儋州
的重要窗口。

（本报那大7月28日电）

儋州广播电视台升格地级台暨综合广播、综合频道开播

声屏传扬儋耳新气象 音像关注百姓枝叶情

儋州通过发展种桑养蚕、三角梅种植等多种特色产业助农民致富。图为儋州市雅星镇合罗村委会新让村的符就欢在查看蚕宝宝生长情况。 本报记者 苏晓杰 摄

儋州市海头镇高山村调
整产业结构，种植了2500
亩木瓜，成为当地农民增收
致富的“金瓜”。图为农民正
在木瓜基地进行管理。

本报记者 易宗平 摄

儋州教师暑期“充电”忙
集中培训还将闭卷考试

本报那大7月28日电（记者易宗平 通讯
员符发智）平时站在讲台的老师们，坐在台下认
真地当起了学生。这个暑假，儋州市教师继续
教育培训中心多媒体教室座无虚席，该市小学
教师在此参加培训，4个班共有782人。

据了解，此次培训学科为小学语文、数学，
内容包括新课程标准（2011年版）、1-6年级课
本知识。培训方式：一是学，即集中培训与自学
研修方式相结合，突出基本知识、基本技能、基
本思想方法综合运用能力的强化训练。二是
考，即实行单人单座，闭卷考试。

儋州市教育局有关负责人介绍，为提高培训
效果，暑期培训实行严格的管理制度：每天考勤
点名4次，当天公布考勤情况；每天迟到、早退两
次的，将视作旷课；持有所在学校同意、经市教育
局批准的请假条，方能准假；无故旷课两次或两
次以上的，将报送市教育局人事科备案，并作相
应的处理。目前，培训秩序井然，学习氛围浓厚。

立下“门前三包”责任状

儋州128家单位
接受社会监督

本报那大7月28日电（记者易宗平 通讯员
王家隆）儋州“一创五建”向精细化管理挺进。目
前全市已有128家单位签订“门前三包”责任书，
落实不到位者，将按有关规定追责和处罚。

据了解，儋州市环境卫生“门前三包”责任
书主要内容为：一是包卫生。做到责任区范围
内无垃圾、污物、废弃物，无污泥积水，清除蚊蝇
滋生场所等，保持环境干净整洁。二是包容
貌。建筑物立面保持整洁，门店招牌和夜景灯
光按要求设置；无倚门设摊、出店经营和占道经
营等不规范经营行为；无乱搭乱建、乱停乱放、
乱贴乱画、乱堆杂物、乱拉乱挂等影响市容市貌
行为。三是包监督。对乱丢垃圾、乱停乱放、乱
摆乱卖、乱涂乱画，以及随地吐痰等影响环境卫
生和环境秩序的行为，要及时劝阻和制止，情节
严重的要及时向城市行政执法部门报告。

签订责任书后如何落实？儋州推出挂牌机
制，目前该市已印制3000张“门前三包”责任
牌，向已登记造册的机关单位、商家发放责任
牌，通过公开挂牌接受社会监督。

儋州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局长符明星表
示，落实“门前三包”责任制度，关系到每一个市
民的切身利益，希望大家一起行动，为营造整
洁、卫生、宜居的生活环境，提升儋州城市品位
而努力。

儋州上半年房地产去库存实现“双增长”，
尤其是恒大海花岛项目销售情况良好，图为海
花岛售楼处。

本报记者 李幸璜 特约记者 吴文生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