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盘活种养殖合作社，帮助村民养起了羊和鹅，种起了黄秋葵、油茶树等
实施“一村一花”计划，把乐妹村创建成“花卉致富工程项目示范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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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期脱贫致富
电视夜校今晚播出
讲解健康扶贫任务和主要措施

本报海口12月18日讯（记者陈蔚林 实
习生陈卓斌）12月19日晚上8时，第十期海南
省脱贫致富电视夜校将在海南广播电视总台综
合频道播出。本期节目邀请到省卫计委主任韩
英伟，向建档立卡贫困户介绍如何实现“有钱看
病，有人帮看病”。

据悉，节目中，韩英伟将详细讲解健康扶贫
的九大重点任务和主要工作措施，介绍我省卫
生系统如何为建档立卡农村贫困人口特别是

“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患者提供基本医疗保障。
海口市第四人民医院副院长邓斌、海口市

人民医院党委书记王会庆、海南省平山医院副
院长陈大球也将来到现场，带来他们与贫困户
病患之间的帮扶故事。

节目还会继续公布最新最热门的脱贫致富
信息，有想找工作、收购求购农产品、参加种植
养殖技术培训班等需求的群众可多加留意。节
目还将于当晚8时45分在三沙卫视播出。观
众也可登录海南网络广播电视台收看节目。

鸭坡村贫困户
圆了贷款梦

本报营根12月18日电（记者郭畅 通讯
员朱德权）“秦书记，我在农信社申请的5万元
贷款到账了！”在第五期脱贫致富电视夜校结束
后的第三天，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湾岭镇鸭坡
村贫困户许环雄第一时间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了
鸭坡村党支部第一书记秦家越。

帮贫困户贷款助其发展生产是一项扶贫惠
农政策。由于许环雄未婚，母亲年迈，哥哥姐姐
未婚，他难以找到合适担保人，根据农信社规
定，他不符合贷款政策的相关条件。“我能贷到
款还多亏了脱贫致富夜校的帮助。”许环雄说。

当天的电视夜校结束后，许环雄在讨论环
节说出了自己遇到的贷款难题。秦家越立即与
县金融办和当地农信社联系，信贷员在详细调
查后发现，许环雄近两年笃志发展养猪业，形成
了一定规模，可以申请贷款。

近日，在万宁市大茂镇红庄村，被列入大茂镇精准扶贫户退出名单的贫困户郭泽强（图左）喜笑颜开，镇干部贺建强正和他谈心，一起商量巩固提升办法。
据悉，该村有20户贫困户即将在年底摘掉“贫帽”。 本报记者 袁琛 摄

本报海口 12月 18日讯 （记者
孙慧 通讯员陈春霖 李骁可）记者今
天从海南农垦投资控股集团获悉，为
确保脱贫致富电视夜校的收看率，保
证贫困户能够不受条件限制学习扶
贫知识，海垦集团建立健全夜校管理
制度以及优化了夜校教学点，有效推
进脱贫致富电视夜校节目在农垦的
收看工作。

“前天晚上儿子带我去上夜校了，
知道了危房改造有补贴，补贴能有6
万元呢！”西达农场第八管理区新村队
贫困户符玉令说。

海垦集团大部分贫困户都居住
在偏远的山区农场里，很多贫困户
家里甚至作业队里都没有有线电
视，难以及时收看到脱贫致富夜校
的节目。为此，海垦控股集团对原

有的 487个教学点优化整合为 266
个，配备教学点管理员266个，尽量
在条件允许情况下，组织贫困户集
中收看夜校节目。

为确保脱贫致富电视夜校的服
务到位，海垦集团完善了集团总部—
农场（农垦科学院）—生产队（研究
所）统一的三级“钉钉”系统管理架
构，同时完善了集团电视夜校工作

的组织领导机构，由集团党委副书
记任校长，集团党委组织部负责人任
副校长，下设办公室在集团党委组织
部，并指定3名员工为集团电视夜校
联络员，落实电视夜校上下沟通协
调工作。

“每期夜校开课我们都要通过手
机登陆钉钉系统签到，学习后还要记
录工作日记上传，这些都保证了夜校

知识真正普及到位。”西达农场场部夜
校管理员许紫凡说。

许多贫困户在观看夜校节目后
受到极大的震动，激发了贫困户转
变观念，增强信心。“我们比一些致
富典型条件好，为什么他们能致富，
我们就不能呢？我们要努力发展生
产，尽早实现脱贫致富。”西达农场
贫困户黄谋飞说。

■ 本报记者 陈蔚林
通讯员 陈伟 实习生 陈卓斌

清晨7点出发，奔波3个半小时，
12月14日上午10点半，海南大学帮
扶队一行终于抵达扶贫点——东方
市大田镇乐妹村，刚到村口就被那热
火朝天的氛围驱散了一身疲惫。

原来，为了安置前些天海南大学
捐赠的碾米机，农闲的村民自发聚在一
起，合力修建一间小型的公用碾米厂。

“这台碾米机可是我们提高生产
效率的‘秘密武器’。”村民文琼荣说。
多少年了，每次收割稻谷，他都要把谷

子送到镇上脱壳，费时费事成本高。
曾经“要啥没啥”的日子，给文

琼荣留下了深刻记忆——没有自来
水，挑水的路程遥远；没有好房子，一
到狂风暴雨天气，村民就要逃离漏雨
的危房；没有像样的衣服，六七岁的
孩子不肯上学……

令人欣慰的是，这般窘迫的局
面，随着海南大学派驻乐妹村党支部
第一书记王联春的入驻，一点一点得
到了改变——路修起来了、水引进来
了、房盖起来了，孩子们接受教育的
积极性也调动起来了。这一台碾米
机，也是海南大学国学班学员得知村
中情况后立即送来的。

扶贫不能光是送钱送物。这一
点，海南大学早已明确：必须调整乐妹

村产业结构，打破传统生产模式，走
开拓创新、服务城市、致富农民的新路
子，建立规模化、基地化、专业化的新型
生产模式，使贫困村变为经济强村。

如今，虽然村里的种养殖合作
社盘活了，村民们养起了羊和鹅，还
种起了黄秋葵、油茶树等新作物，但
村民符德勇仍说，“大家的积极性被
调动起来了，总感觉还有余力不知怎
么发挥。”

于是，当天帮扶队又为他们带来
了“一村一花”项目，计划通过打造

“海大总裁班+合作社+贫困户”模
式，把乐妹村创建成为“生态文明村”
和“花卉致富工程项目示范区”。

“花卉业是一个新兴的劳动密集
型的朝阳产业，乐妹村土地辽阔、水

源充足，是发展高效园林工程苗木和
花卉种植业的最佳地域之一。”经过
周密调研，项目合作方海南景合园艺
服务有限公司负责人胸有成竹，“请
乡亲们放心投入生产。你不会种、种
不好，我们派专家来手把手教；你种
好了，我们负责收购，绝不让大家吃
亏！”村民的掌声此起彼伏。

帮扶队立即在东方市政府的支
持下，还组织16位农民前往海大参
加为期 5 天的扶贫实用技能培训
班。海南大学将聘请种养殖方面专
家，采用理论学习和实际操作相结合
的方式，把这些村民培养成为脱贫致
富的行家里手，带动乐妹村乃至大田
镇、东方市的其他贫困群众摆脱贫困，
共奔小康。（本报八所12月18日电）

立项目、教技术，海南大学助东方乐妹村贫困户走脱贫致富新路子

让致富梦想在似锦繁花中盛开

精准施策助脱贫

海垦集团健全脱贫致富电视夜校收看管理制度，优化夜校教学点

助山区贫困户学习更顺畅

摘下“贫帽”谋提升

900余万元实施
卫生健康脱贫项目

本报那大12月18日电（记者易
宗平 通讯员李珂）记者从儋州市持贫
办获悉，截至目前，今年全市共投入
906.2万元，用于卫生健康脱贫项目。

今年来，对于新型农村合作医疗
的个人缴费部分，儋州市财政局按
150元/人的标准，全额补贴56680名
贫困人口参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共
投入850.2万元。

此外，儋州市推行贫困人口就医
费用减免优惠制度，包括减免挂号费、
诊查费、一般诊疗费等。贫困人口患
血友病、糖尿病（并发症）、冠心病（心
肌梗塞）、各种恶性肿瘤（放疗、化疗）
等25种慢性病种，实行免费治疗，且
门诊费用中属个人自付部分，也由市
财政全额补贴。

据了解，今年儋州还投入了56万
元，用于30个贫困村卫生室建设，目
前完成率达到100%。

儋州

为贫困人口提供
医疗保障

本报万城 12月 18日电 （记者
赵优 特约记者黄良策 通讯员吴小
静）记者近日了解到，万宁市大力减
轻建档立卡贫困人口的医疗费用负
担，让贫困户基本告别“因病致贫、因
病返贫”。

今年10月，万宁出台《万宁市建
档立卡贫困人口医疗保障扶贫工作实
施方案》，对“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患
者进行医疗补助，减轻建档立卡贫困
人口的医疗费用负担，提升建档立卡
农村贫困人口医疗保障水平。《方案》
通过八大措施减轻建档立卡贫困人口
的医疗费用负担，其中包括免缴新农
合参合个人缴交费用150元、提高普
通门诊就诊报销比例5个百分点、提
高慢性病特殊病种门诊报销比例5个
百分点、住院不设起付线等。

万宁

一通热线电话为
贫困户带来新房子

本报定城12月 18日电 （记者记者邓钰
特约记者司玉 通讯员黄祥）“11月21日，拨打

‘961017’热线；11月23日，住建局的工作人员
入村调查……”今天，定安县龙湖镇桐树村的贫
困户符春兰拿出一本笔记本细细查看，上面记
录着关于自家危房改造的大小事项，“全靠脱贫
致富热线为我家带来了新房子。”

符春兰一家四口常年挤在摇摇欲坠的旧屋
里生活，全家年收入不足2000元。虽然一家人
十分渴望搬离危房，但由于村里危房改造名额
早已排满，这个心愿迟迟未能达成。

11月21日，看完脱贫致富电视夜校，了解
到有不少贫困户通过拨打脱贫致富热线解决了
脱贫难题后，符春兰也致电“961017”，说出了一
家人的苦恼。在电话里，接线员仔细询问了她的
家庭信息、经济情况和房屋状况，并耐心向她
讲解危房改造的政策和标准后，请她在家耐心
等待，相关的工作人员将上门了解实地情况。

抱着试试看的心态，符春兰在家里等消
息。没想到在第三天，省住建厅和定安县住建
局的工作人员就来到她家，开展入户调查，实地
勘测危房情况。经过现场调查，符春兰家的房
子属于D级危房，符合危房改造标准，被纳入
2017年的危房改造范围，将拆除重建。符春兰
兴奋地说：“最晚在明年12月，我们就能住上梦
寐以求的新房了。”

“不止是符春兰，村中多户发展养殖的贫困
户也从热线中获得了技术帮助。”该村党支部
书记、村委会主任陈宁笑道：“‘961017’已经成
为全村贫困户的幸运数字。”

（本报定城12月18日电）

建立生态循环农业与
脱贫攻坚协同机制

本报屯城12月18日电（记者邓钰 通讯员
邓积钊）记者今日从屯昌县获悉，该县通过建立生
态循环农业与脱贫攻坚协同机制，促进产业扶贫。

据悉，该县建立生态循环养殖小区、示范区
等项目带动贫困户工作机制，若项目不带动贫困
户财政不补贴，带动的贫困户数不达标财政不补
贴，从制度上保障贫困户通过发展生产精准脱贫。

据统计，屯昌县今年已建成的104个农村
生态养殖小区和40个林下养殖小区，共带动贫
困户294户。此外，该县还计划建设800个屯
昌香鸡养殖基地和25个屯昌黑猪养殖小区，覆
盖全县1332户贫困户，实现对具备产业脱贫条
件的贫困户全覆盖。

屯昌

■ 本报记者 邓钰

“在合作社的帮助下，我学会了
养殖技术，告别了坐着挨穷的日子。
但眼看着养殖事业步入正规，如何扩
大养殖规模，又成了我新的烦恼。”今
日，在屯昌县枫木镇罗案村的一处简
陋羊舍里，贫困户陈明德正给黑山羊
喂草料，脸上带着一丝愁容。

今年8月，陈明德加入了村里的
有基黑山羊合作社。靠着政府扶持
的6只黑山羊，他走上了养羊脱贫的
路子。“养羊产业发展快，效益好，是
条脱贫致富的好路子。”年底到了，黑

山羊只只长得肥美壮实，还生下两只
小羊羔，陈明德心里满是成就感。他
有了来年加养10只羊，再扩大生产
的打算。但生产资金从何而来，却成
了他心里最大的焦虑。

陈明德算了一笔账：家里借了两
万多元来改造危房的钱还没还上，老
人生病的医药费需要花钱，女儿读大
学的学费也得准备……这么一算，他
愈发沮丧，“今年养羊赚来的钱都得
花出去，没有余钱再买羊扩大生产，
不知道来年还守得住这份产业吗？”

像陈明德一样想要扩大生产的
贫困户并不少。定安县龙门镇英湖

村的贫困户冯成深也是其中之一。
“家里的4只黑猪产了小崽，眼

看着养殖规模逐渐扩大，我却没有资
金扩大猪圈。”说起脱贫苦恼，贫困户
冯成深眉头紧皱。

今年上半年，政府给冯成深扶持了
4只黑猪。在他的精心照料下，黑猪长
得膘肥体壮，还陆续产下40余只猪仔。

随着猪仔数量的增加，冯成深原
有的两个10平方米小猪圈已经挤不
下这么多黑猪。他只得将几只大猪
放在猪圈里饲养，留一头母猪带着其
他小猪在橡胶林里散养。

“如果是夏天的话还没有问题，但

冬天到了，碰到降温降雨天气，小猪根
本就支撑不住。”冯成深心疼地说，入冬
之后，40多只新生的小猪仔被冻死了
大半，不知道冬天过去还能剩下几只。

“如果有个能遮风避雨，保温抗
寒的猪圈，就能让小猪们健康长大
了。”冯成深盘算着，养殖这么多猪，
需要100平方米左右的猪圈，建起来
起码得花上1.5万元。

这笔钱难倒了还未脱贫的冯成
深，“养猪产业才刚稳定下来，也看到
了脱贫致富的希望，我渴望能把猪圈
建好，守住这份脱贫产业。”

（本报定城12月18日电）

有了发展产业却苦于缺乏资金扩大产业

贫困户盼加快创业步伐

琼中

定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