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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基层 传民声

访民心 送温暖

■ 本报记者 易宗平

低矮破烂的旧屋子前面，一栋
砖混结构的新房拔地而起。今天上
午，儋州市王五镇优泮村贫困户唐
载统正在自家新房的工地上忙得不

亦乐乎。
“党的政策好，建新房政府给我

补了5万元！”唐载统乐呵呵地说，
“现在条件好了，春节前我们就可以
搬进新房！”

提及以前的日子，唐载统不由得
感慨万分。前几年，他靠着种植几亩
地和打零工，时常入不敷出。再加上
3个孩子还在上学，日子过得很艰难。

2016年初，唐载统家被列为建
档立卡贫困户，在政府的帮助下，
他和妻子除了种桑养蚕，还养猪、
养牛。去年，这个家庭出售猪仔
和肥猪，纯收入上万元。他的妻
子还成为村里的环卫工，多了一
份收入。

2016年底，唐载统家依靠产业
扶持和教育补助等收入来源，可以退

出贫困户之列，但政府的帮扶并未停
止。2017年，唐载统家被纳入巩固
提升户，其子女继续享受教育补助。
此外，镇里扶持包括唐载统在内的多
个贫困户规模化种植经济作物广藿
香，增加他们的收入来源。

“我相信日子会过得越来越红
火！”对于未来，唐载统信心满满。

（本报那大1月4日电）

陵水4名村干部扶贫会
打瞌睡被通报批评

本报海口1月4日讯（记者刘操 通讯员
丰平）记者今天从海南廉政网获悉，陵水黎族自
治县集中整治“庸懒散奢贪”领导小组办公室下
发通报，对4名会议期间打瞌睡的村干部进行
全县通报批评。

通报指出，近日，陵水县委县政府召开扶
贫手册填写培训会，经检查发现英州镇赤岭
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梁秋俊，本号镇什
巴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郑文英，本号镇
什坡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陈亚海，本号
镇小妹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王专等4
人会议期间打瞌睡。针对此问题，陵水集中
整治“庸懒散奢贪”领导小组办公室下发通
报，对4名会议期间打瞌睡的村干部进行全
县通报批评。

全省民政部门主动排查

让符合条件的贫困户
尽早纳入保障体系

本报金江1月4日电（记者刘操 实习生
熊珊珊）元旦前后，顾不上节假日休息，澄迈县
民政局社会救助股负责人洪光灿手持全县建档
立卡贫困户的名单，从早到晚忙着入户排查审
核。“时间紧迫，我们要用最快的速度让符合低
保政策的贫困户领取到低保金，给他们的生活
带来基本保障。”

省民政厅于近日启动“服务脱贫攻坚，实施
精准纳保”专项行动，全省各级民政部门继续紧
抓低保户的排查认定工作，保障更多的贫困人
口享受救助政策实惠。

洪光灿介绍，去年以来，澄迈县民政部门
对全县的建档立卡贫困户开展了全面筛查，从
中发现了300余户符合低保申请条件的贫困
户，民政部门立即组织力量帮助所有贫困户迅
速申请低保。“对于这些贫困户，在其他部门为
他们提供‘三保障’的同时，民政部门的低保政
策也能为他们解决‘两不愁’，保障他们的基本
生活。”

省民政厅救助局相关负责人表示，民政部
门把主动发现因残疾、重病、教育、灾祸导致刚
性支出难以承受的支出型贫困家庭，和因对政
策解读存有误区而未纳入低保的贫困家庭，将
符合条件的家庭尽早纳入低保体系作为兜底扶
贫工作的重中之重。

新年新产业
发展产业是贫困户脱贫的重要渠道。时下，还有不少贫困户思想束缚，靠难以发展的传统产业

谋生。我省大力倡导引入新业态、新技术，因地制宜把区位优势、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以促进
贫困地区产业发展，帮助贫困群众脱贫致富。

■ 本报记者 刘笑非

1月4日，白沙黎族自治县青松乡
拥阜村委会浪九村里，又出现了几个
村民们熟悉的面孔。

“元旦刚来慰问，今天又下村啦？”
今天上午，刚走进村口，白沙畜牧局干
部杨振边就碰到了相熟的村民。作为
县畜牧局的挂点扶贫单位，浪九村几乎
已成了他们的第二办公场所。

三天时间两次到村里，杨振边和同
事并不是简单地送来慰问品、慰问金，
还要为村民们养殖的肉猪“开处方”，顺
道检查上次来时布置的“作业”。

“小伤口有些发炎，用药物注射，
栏外放养几天就能解决。”杨振边一边
在猪圈里细心检查着肉猪的状况，一

边趁此机会向浪九村第一养猪合作社
的18户贫困户普及养殖知识。一场
在养殖场里的小讲座，亦是浪九村里
的常事。

站在一旁的村民符学艺，认真听
着杨振边的讲解。“每次畜牧局的干部
来，大家都喜欢跑来听，因为总能学到
新东西！”符学艺笑道，自从在畜牧局
的帮扶下搞起了肉猪养殖，村民们都
摒弃了此前的“土办法”，主动给合作
社里的50头猪进行科学饲养。

“上次教你们打针的技巧还记得
吗？”杨振边今天有意考考自己的“学
生”，便让符学艺自己动手给猪注射疫
苗。“耳后两指处，下针稳准狠。”默念
着杨振边教的口诀，符学艺顺利完成
了注射。

“对贫困户而言，最怕的就是猪生
病。”白沙畜牧局副局长王和琪说，畜
禽防疫，从看病、买药到注射，都是薄
弱环节，而技术人员下乡是治本，把知
识送到村民手上，才能治根。

“今年胶价不错，柴米油盐都够，
要能送些养殖技术手册就更好了！”符
学艺一席话，引得周围村民纷纷点头。

送米送油，还要送“需”上门，是今
年白沙各级干部在开展元旦期间贫困
户慰问时达成的“共识”。1800多名
干部深入田间地头、走进6993户贫困
户家中，在送去节日慰问的同时，也着
力为贫困户解决生产生活中出现的问
题。当贫困户的笑容爬上脸庞，他们
来年的脱贫路也正慢慢夯实。

（本报牙叉1月4日电）

白沙畜牧局干部下乡为贫困户开“养殖处方”

嘘寒问暖 送“需”上门

1月3日，澄迈县福山镇敦茶村贫困户吴明堂的儿子吴英福（图左）在村互联网服务中心学习如何在网上销售农产品。当地扶
贫干部针对吴明堂家的实际情况，鼓励引导其已经成年的儿子多学习技术，靠发展新产业早日实现脱贫。 本报记者 王凯 摄

1月3日，在白沙电子商务产业
园，一位农村电商正在整理自家网
店的货物。

在白沙黎族自治县，越来越多
的农户变身电商，通过网络销售农
产品实现脱贫致富。

本报记者 袁琛 摄

本报牙叉1月4日电（记者许林
通讯员成和军）1月2日，省住建厅一
行来到定点帮扶的贫困村——白沙
黎族自治县七坊镇高石村，实地走
访慰问贫困户，同村民共商脱贫之

策，并为每户贫困户送去500 元的
慰问金。

根据省委省政府关于脱贫攻
坚工作部署和要求，省住建厅早在
去年9月初就结合高石村实际，制

定印发了扶贫工作方案，派驻了熟
悉海南本土语言、责任心强的干
部担任第一书记，并提出了包括
实施农村危房改造在内的 6 项目
标任务。

省住建厅：

走访贫困户共商脱贫之策

本报万城 1月 4日电 （记者赵
优）近日，共青团万宁市委联合森林
客栈日月湾店在日月湾举行第三届

“森林有爱、温暖如春”城乡少年跨
年活动，为 50名贫困户青少年、孤

儿、服刑人员子女代表发放了新年
“大礼包”，拉开了全市共青团组织
“关爱贫困儿童、助力精准扶贫”送
温暖活动的序幕。活动还将持续一
个月。

共青团万宁市委：

给贫困孤苦青少年送“大礼包”

中国金融扶贫模式专题研讨会举办

海南农信社走出
金融扶贫新模式

本报海口1月4日讯（记者杨艺华）中国
需要什么样的金融扶贫模式？“格莱珉模式”
在中国遇到诸多挑战原因何在，未来与前景
如何？今天下午，金融领域专家和银行界人
士齐聚海口，围绕“中国金融扶贫模式”展开
探讨。

2007年以来，海南农信社通过“给农民贷
款、教农民技术、帮农民经营、助农民增收、保农
民还款”和“成立专业队伍”“把贷款‘审批权’交
给农民”等“九专、五交”的方法摸索出了一套农
村金融扶贫的经验与模式。

“海南农信社在扶贫领域的贡献有目共睹，
为中国金融扶贫探索出了新模式，值得推广和
借鉴。”中国普惠金融研究院院长贝多广表示，
传统金融机构应通过技术创新应对互联网金融
在普惠金融领域的冲击。

据海南农信社理事长吴伟雄介绍，该社近
年来通过参与脱贫精准调查，发挥掌握农户“大
数据”优势，深入精准分析扶贫方式，帮助农户
找准脱贫的项目，并开设“绿色通道”，降低相关
费率，并通过带动小额贷款公司、农民资金互助
社等机构共同发挥作用，让农民获取既“普”又

“惠”的金融支持。
据统计，9 年来，海南农信社共为全省

113.7万农户建立了信息档案，占全省农户总数
95%以上，累计发放50万元以下小额贷款252
亿元，惠及68万农户。

督导组赴保亭督导脱贫攻坚工作

脱贫攻坚须
抓好项目落地

本报保城1月4日电（记者贾磊）副省长何
西庆今天带领督导组赴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督
导脱贫攻坚工作。

在保亭保城镇西坡村、番文村，何西庆随机
走访了部分贫困户，查看扶贫手册，详细了解扶
贫资金落实、产业发展、帮扶措施、贫困户住房
等情况。她要求扶贫工作必须抓好项目落地，
将每一笔扶贫资金落在实处；有关干部要转变
产业帮扶方式，推动贫困户从单一散养走向合
作社多元化种植养殖；要加快危房改造进度，解
决好部分贫困户过渡性住房问题，并做好美化
村容村貌工作；要结合贫困户实际，安排稳定的
外出务工岗位，增加贫困户收入。

1月4日，在白沙青松乡拥阜村委会浪九村，畜牧局工作人员正
指导贫困户给猪打疫苗。 本报记者 袁琛 摄

在政府帮扶下，儋州王五镇贫困户唐载统发展多种经营

“相信日子会过得越来越红火”
屯昌县民政局农技送下乡

为贫困户
农作物“诊病”

本报屯城 1月 4日电 （记者邓
钰 通讯员邓积钊）“错误的施肥方
法，浪费了肥料，却没法为作物补充
养分。”1月2日中午，一堂种植技术
课在屯昌县南坤镇坡林村一处橡胶
地开讲。

这是该村定点扶贫单位屯昌县
民政局的扶贫举措之一。“在扶贫过
程中，我们除了进行思想、政策和物
资帮扶以外，还注重技术的帮扶。”屯
昌县民政局相关负责人介绍，该局在
走访时注意到该村贫困户多依赖种
植槟榔和橡胶谋生，但因缺乏技术，
产量普遍低下。为了解决此问题，该
局联系技术人员，定时入村开课，讲
解种植技术。

“橡胶、槟榔在施肥时，必须采
用‘沟施法’，在作物旁挖一道小沟
倒入肥料，而不是直接对着地表和
树头施肥。”在现场，农技专家用海
南话细致地讲解橡胶、槟榔和水稻
科学合理施肥技术和常见病虫害防
治技术，不时伸手比划，并在地里挖
起沟渠现场示范。

“这样讲技术，很明白！我们改正
以前错误的种植方法，照着专家说的
做，今年一定能获得好收成。”贫困户
们纷纷点赞。在课程结束后，大伙久
久不愿离去，拉着农技专家的手，询问
更多种植技术。

■ 本报记者 侯小健 叶媛媛
通讯员 林先锋

1月3日清晨，天还没亮，蔡笃林
和儿子就在自家的猪舍忙开了。

“非常感谢政府和金融部门的帮
扶，使我家的养猪规模越做越大，当
初只有22只，现在已经有306只啦！”
蔡笃林言语中满是喜悦。

年近5旬的蔡笃林，是海口市琼山

区旧州镇雅秀村委会雅蔡村的贫困户。
去年3月，镇政府给蔡笃林扶持

了两头母牛，22头猪，以及100只鸡
苗。蔡笃林格外用心养好这批畜禽。

“蔡笃林很能吃苦，不甘贫困，积
极向上，脱贫信心十足。”雅秀村驻村
党支部第一书记张萍对其大加点赞。

观看脱贫致富电视夜校使蔡笃
林深受启发，他萌生了扩大养殖规模
的念头。

去年11月，蔡笃林试着拨打了
“961017”脱贫致富服务热线，询问小
额贷款事宜。一个月后，他就如愿从
金融部门贷款10万元，购买了220头
猪，又跟亲戚借款4万元，扩建猪舍。

养猪没技术不行。为此，蔡笃林
苦心学习养殖技术，先后参加了镇里
举办的4期种养培训班，海口市科协
还请专家上门对其进行指导。

“一个多月前我卖了7头猪，收入

1.6万元，今年春节前我准备卖掉80
多只阉鸡，估计也有上万元收入。今
年终于可以过个好年了。”蔡笃林信心
满满，“今年还清贷款不成问题。”

蔡笃林感恩政府，有颗上进的
心，他去年还递交了入党申请书。“我
想加入共产党。致富后我打算在村
里组建一个种养合作社，带领贫困户
一起脱贫致富。”蔡笃林吐露了新年
心愿。 （本报海口1月4日讯）

海口雅蔡村贫困户蔡笃林脱贫热情高，想尽办法扩大养殖产业

脱贫后，他还想入党带领大家摘“穷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