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原来的52个摊位增至如今的81个，目前已经开业的摊位达到了74个

槟榔谷自2013年6月份开始
为当地村民免费提供景区惠农街内的摊位

今年9月中旬翻新升级完毕的惠农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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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脱贫攻坚督导组

本报三亚 11月 21 日电 （记者林诗婷）
记者今天从三亚市委常委会上获悉，“十三五”
期间，三亚将推动交通基础设施扶贫“六大工
程”建设，包括自然村通硬化路工程、窄路面拓
宽工程、县道升级改造工程、生命安全防护工
程、农村公路桥梁建设及危桥改造工程和旅游
资源路工程。

根据规划，三亚将建设总里程为36公里的
农村公路20条，并对12条通行政村主干道、农
场3条通分场公路进行拓宽改造，提高道路服
务水平以达到通公交车的标准，实现三亚所有
行政村和农场“村村通公交”目标；为提升交通
安全防护，三亚将针对不符合通行安全要求的
农村危桥、石拱桥和漫水路面进行改造，拟改造
30座农村桥梁，总桥长1065米；鉴于三亚北部
山区道路无法满足农村交通发展需要，三亚将
对崖荔线公路按照三级公路标准进行升级改
造，提升山区主要区镇发展乡村旅游的竞争力
和吸引力。

本报海口11月 21日讯 （记者
徐 一 豪 郭 畅）没有厂房，没有设
备，没有技术，没有品牌，缺乏资
金……这样的条件下贫困户怎么创
业？随着扶贫创业平台海里海云商
的上线运营，这一看似遥不可及的
梦想将变成现实。记者获悉，政企
联手打造的“大众创业、万众创新”
综合服务平台——海里海云商，将
提供多达20项优惠政策，力助贫困
户实现创业梦。

海里海云商，是琼中黎族苗族自
治县与海里海平台、海南精准众创扶
贫平台创业有限公司、海口骑楼小吃
街等15家企业联手打造的“大众创
业、万众创新”综合服务平台。该平
台将从创业需求到资源配置、从项目
选择到市场定位、从营销理念到经营
策略等诸多方面，为创业者做好“一
站式”创业扶持。

为扶持有志青年创业，琼中县政
府出台了包括创业奖励、就业培训补
助、创业贷款贴息等在内的7项优惠
政策。海里海云商也出台了为创业
者免费提供厂房、生产设备、产品配
方、包装设计，免费提供品牌，免费代
办工商、税务证件，免五年合作分成
提成等13项优惠政策。

海南海里海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相关负责人说，海里海云商已在海
口、儋州、洋浦、澄迈、琼中等市县为
创业者提供了“低成本、便利化、全要
素、开放式”的创业孵化服务，取得了
良好效果。

为庆祝海里海云商平台上线，并
推广这种全新的产业扶贫创业模式，
11月22日晚，由琼中县政府和海里海
云商平台联合主办的“创业扶贫，扶
贫创业——感恩之夜”主题晚会将在
省歌舞剧院上演，届时将有包括陈楚
生、许嵩、杨光等在内的众多艺人及
团队登台献艺，海南广播电视总台综
合频道、优酷网也将进行现场直播。

本报海口11月21日讯（记者邵长春 通
讯员钟宇靖 何海）我省各级审计机关将扶贫审
计作为一项重中之重的政治任务，不断加大对
扶贫资金截留、挪用、贪占行为的审计查处力
度，确保扶贫资金精准实效。

我省将扶贫审计作为所有审计项目中一项
必审的重要内容，选派全省18个市县审计机关
（除三沙市）的精兵强将，对扶贫资金进行持续
跟踪审计，全力保障扶贫资金安全、高效使用，
推动各项脱贫攻坚工作规范、顺利开展，护航省
委省政府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战略部署落实到
位；省审计厅还联合省财政厅、省监察厅等有关
部门，加大联合督查的力度。

本报牙叉11月21日电（记者良子 特约
记者周平虎）为积极响应省委、省政府关于开展
脱贫攻坚的号召，省公安厅交警总队决定结合
第五个“全国交通安全日”主题宣传活动，组织
发动全省公安交警部门开展“送交通安全进贫
困村”特别行动。

据了解，省交警总队决定从2016年11月
起，利用一个月时间，深入全省公安交警各自
定点扶贫的贫困村，通过开展交通安全隐患排
查、交通法律法规普及、送安全防护装备、走访
帮扶因交通事故致贫家庭等方式对贫困村开
展“交通安全扶贫”。针对因交通事故造成的
贫困家庭，各地交警还将通过组织发动社会救
助的方式进行帮扶。

据统计，近年来，全省致人死亡交通事故超
过五成发生在农村地区道路。而农村居民一旦
遇上交通事故，一般都没购买保险，收入相对较
低，很容易发生一起事故“致贫”现象。为此，省
交警总队决定在全省组织开展“送交通安全进
贫困村”特别行动，以“送平安”来促脱贫。

本报讯（记者金昌波 通讯员符总）近日，
省政协副主席、省委统战部部长王勇率省脱贫
攻坚第七督导组赴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督导脱
贫攻坚工作。

督导组一行首先实地调研，认真听取开
展精准扶贫工作情况汇报，详细了解情况。
在什玲镇什玲村委会道果村小组，督导组了
解了危房改造、光伏扶贫项目和农民种养专
业合作社情况，深入贫困户家中了解家庭情
况和致贫原因，并进行了慰问。针对扶贫项
目缺少启动资金等情况，督导组要求县有关
部门、帮扶企业尽快研究解决方案，推动相关
项目实施。在新政镇什那村委会什组村小
组，督导组一行了解了组合种养殖专业合作
社运行情况。在三道镇三弓村委会番庭村小
组，督导组查看了旅游扶贫开发情况，指出旅
游扶贫开发要与周边的七仙岭、呀诺达等知
名景区捆绑在一起，成为一条旅游线路，发挥
好大景区的带动作用。

在实地调研后，督导组一行与保亭各相关
单位部门负责人座谈，听取了保亭精准扶贫工
作情况汇报。充分肯定了保亭脱贫攻坚工作所
取得的成效。对做好下一步脱贫攻坚工作，王
勇强调要落实好省脱贫攻坚第七督导组提出的
要求，重心要紧紧盯在精准上，特别是致贫原因
要精准掌握，才能精准施策；要把扶贫和扶智结
合在一起，大力开展职业技术和实用技术培训；
要增强贫困户的参与度；要层层传递责任、传递
压力、传递荣誉，把扶贫工作做细做实；要注重
巩固脱贫的成效，防止脱贫后出现反复。

赴保亭督导
脱贫攻坚工作

以“送平安”来促脱贫

保扶贫资金有实效

将启动交通扶贫

琼中扶贫创业平台——海里海
云商上线运营

20项政策帮
贫困户筑创业梦

省审计厅

三亚

本报保城11月21日电（见习
记者贾磊）今天晚上，是海南省脱
贫致富电视夜校开播的第二期，海
南日报报业集团出品的《脱贫攻坚
政策读本》成为了保亭黎族苗族自
治县保城镇番文村今晚夜校的“教
材”，帮助贫困户们更好地了解脱
贫攻坚政策。

晚上7时30分，保亭保城镇番
文村的会议室就坐满了村民，“夜

校马上就要开始啦，大家坐好，我
们给大家发书。大家可以边上课
边看看读本里的内容，这可以帮助
大家更好地理解政策。”番文村第
一书记冯亚全正在组织贫困户代
表收看第二期电视夜校。番文村
委会什布村村民卓昭文告诉记者，

“《脱贫攻坚政策读本》字大，图画
也多，我们这些上了年纪的人也能
看懂，看不懂字，看配图也能明

白。以前总是听干部们讲，现在有
书看觉得理解更深入了。”

冯亚全告诉记者，政策读本
中，可以看到各个地方的成功案
例和典型，还能学到不少扶贫的新
技能。“保亭今年的党代会中就提
出了积极打造‘海榆中线养生度假
廊’‘山泉海轴自驾休闲廊’的养
生度假双走廊，作为在保城周边
的番文村，我们也有条件和机会

发挥地缘优势，尝试走美丽乡村和
旅游扶贫的路子，让村民除了产
业、政策之外找到新的增收点！”冯
亚全说。

在电视夜校结束后，村干部带
领村民总结了今天夜校的讲课内
容，将海南日报报业集团配发的
《脱贫攻坚政策读本》与今天所讲
的内容做了融合与整理，帮助村民
更好的解读相关扶贫政策。

保亭为收看脱贫致富电视夜校节目的贫困户发放《脱贫攻坚政策读本》

看脱贫致富电视夜校节目也有教材啦！

“961017”脱贫致富热线为贫困群众答疑解惑

一小时内来了169个电话

保亭景区为当地农民免费提供摊位出售水果和特色产品

村民景区当摊主 脱贫致富有门道

本报保城11月21日电（见习记
者贾磊 特约记者黄青文）清晨，保亭
黎族苗族自治县三道镇甘什村的村
民吉桂英便开始准备新一天的工作，
不过她不是去农田，而是去自己位于
海南槟榔谷黎苗文化旅游区（简称槟
榔谷）内的摊位卖水果。

“槟榔谷在惠农街给我免费提供
了一个摊位，我现在很少去田里干工
了，基本都是在景区摊位卖水果，这
样赚得多些。”吉桂英说，从2013年6
月份开始，位于三道镇的槟榔谷在景
区内开办了一条“惠农街”，为当地村
民无偿提供摊位，吸引村民来景区出
售本地的特色产品。

“我的摊位主要是卖水果，自己
家种的芒果、槟榔、香蕉都可以拿过
来卖，本地水果很受游客喜欢。”吉

桂英告诉记者，每个摊位都是甘什
村村民与景区签订租赁合同，但是
景区不收取任何租赁费用，每期合
同为3年。吉桂英告诉记者，如今3
年过去了，家里再也不是靠辛苦种
田、每年只有几千元收入，生活有了
很大的变化。“在黄金周有时甚至一
天就可以赚1000元。现在村里有
越来越多人来这里卖水果、黎族特
色产品，有的人还是景区职工，收入
更高！”

在槟榔谷内的惠农街，记者看
到，充满黎族建筑风格的惠农街，以
黎族船屋概貌为主，每个摊位上都有
充满黎族特色文化图腾的展台。在
展台上端，悬挂有每个村民经营惠农
街商铺的信息，例如编号、所在村委
会、户主、监督人经营范围等信息，每

个摊位的摊主都身穿独具民族特色
的黎族服饰，他们所卖的商品以本地
水果、黎族饰品等为主。

“今年9月中旬翻新升级完毕的
惠农街，从原来的52个摊位增至如
今的81个，目前已经开业的摊位达
到了74个。惠农街里面的摊主都是
甘什村的村民，我们把建好的惠农街
免费租给他们，统一管理，只收取部
分的水电费，就是为了让这里的村民
增收，也是要把最纯正的黎族苗族文
化展现给来到景区的游客。”景区相
关负责人告诉记者，村民在这里赚了
钱，而他们的出现，也为景区营造了
浓厚的少数民族氛围，吸引了更多的
游客。在这个良性循环的过程，让村
民鼓了腰包，也让少数民族文化得到
了更好的传承和展示。

贫困户们在收看电视夜校的同时配合阅读海南日报报业集团出品的《脱贫攻坚政策读本》。 见习记者 贾磊 摄

陵水各乡镇陆续
举办扶贫招聘会
为贫困户提供就业机会

本报椰林11月21日电（记者苏
庆明 程范淦 通讯员陈思国）为以就
业推动贫困户脱贫，陵水黎族自治县
近期启动每两个月举办全县大型招聘
会、每个月轮流在不同乡镇举办扶贫
招聘会机制，为贫困户和其他适龄就
业群体提供就业岗位。

乡镇扶贫招聘会由陵水就业局和
当地镇政府主办，吸引和发动陵水本
地及少量外地企业参与，各农村干部
也积极引导组织贫困户前来应聘。

11月17日于当地新村镇举行的
“党建引领，精准脱贫”招聘会是陵水
最近一次乡镇扶贫招聘会。参与的企
业有35家，不仅包括陵水清水湾高尔
夫球会、威斯汀酒店等当地知名企业，
也包括来自万宁市的口味王公司等外
地企业。提供的岗位有1300多个，涉
及生产工人、客服、保安、物业管理、清
洁、绿化等岗位。

“一人就业，全家脱贫。”陵水县委
书记麦正华说，贫困户脱贫必须有可
持续性，陵水将持续创造各类机会，推
动贫困户以产业、创业、就业“三业”实
现脱贫。

槟榔谷免费为当地村民提供
摊位，出售当地特色产品。

特约记者 黄青文 摄

■ 本报记者 李磊 金昌波

“您好，我是琼海市长坡镇佛头村
的村民，咨询一下贫困户的认定标准
是什么？”“我养殖的扶贫黑山羊羊嘴
附近出现溃烂，镇上的兽医也看不好，
该怎么办？”……

今天晚上 8时至 9时这段时间
里，伴随着脱贫致富电视夜校节目的
播出，省扶贫办、省农业厅、省农科院
等20个职能部门的解答台席电话铃
声响个不停。短短一个小时，就有
169个承载着脱贫群众希望的电话打

入“961017”脱贫致富服务热线。
热线接听大厅里，今晚最忙的要

数省扶贫办的座席。一个小时内，负
责接听的工作人员手中的电话几乎
没有空闲过。有一位来自昌江的驻
村第一书记，应村民们的要求打来电
话，专门帮他们集中咨询相关扶贫政
策问题。

“贫困户认定的标准是什么，很多
群众打来电话咨询这个问题。面对着
相同的问题，我们都会不厌其烦地一
遍又一遍地解释。”负责接听电话的省
扶贫办主任孟励在热线时间过后，才

抽空接受了采访。他说，“虽然面对的
都是相同的问题，可当群众愿意打电
话咨询时，就意味着他们有了主动脱
贫的意愿。因此每一次认真的解答，
对于这些希望脱贫的群众来说，就是
一个脱贫希望。”

在另一边的省农科院的接听座席
上，负责接听电话的工作人员也是忙
得不可开交：咨询农业技术的群众不
少，特别是希望通过学习种植养殖技
术脱贫。

定安县岭口镇一位贫困户打进电
话后，迟迟不愿意说话，又想挂断电

话，在工作人员的细心劝导下，对方才
说出自己的困惑，希望咨询冬天适合
种植什么毛豆品种。经过工作人员一
番询问，才发现原来对方文化程度不
高，加上方言口音太重，曾经咨询了当
地一些农技部门，都没有得到满意的
答案。这次他是抱着试试看的心态，
没想到接听电话的工作人员如此热心
为他细细解答。

同样，省住建厅的接听热线里，充
满了各种咨询农村危房改造申请流程
的询问，省教育厅接听的热线里，很多
贫困群众在咨询家中多个孩子上学，

如何申请助学相关补助的问题；省农
信社负责接听电话的工作人员则忙着
为贫困户解答创业小额贷款的流程，
一位居住在三沙的吴姓农民，甚至专
门从永兴岛上打来电话，咨询是否能
办理小额贷款，在西沙岛礁上发展种
植业。

据统计，“961017”脱贫致富服务
热线今天共接到了729个群众打来的
电话，主要咨询内容为扶贫政策咨询、
农业技术指导、农村危房改造申请流
程、创业资金求助等内容。

（本报海口11月21日讯）

脱贫致富服务热线11月21日共接到了729个群众打来的电话

主要咨询内容为 扶贫政策咨询 农业技术指导 农村危房改造申请流程 创业资金求助 等内容

制图/张昕

省公安厅交警总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