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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准施策助脱贫

2017年2月18日 星期六
值班主任：董纯进 主编：林容宇 美编：王凤龙A04 特别报道

热线答疑
“961017”脱贫致富
服务热线来电问题摘登

■ 本报记者 袁宇

“春节前夕，我在超市卖自家养的
鸭鹅，赚了4000多元钱。”三亚市育才
生态区雅林村贫困户韦小玲说，“没想
到自家养的鸭也能在大超市里卖，而
且卖得这么好！”“今年春节前我在超
市里卖自家养的山鸡，赚了1万多元
钱，过了一个富足年。”育才生态区玉
林村村民董惠祥说。

村民们说的超市是三亚育才凯和
林生态农产品超市，是一家专门帮助
贫困群众代销特色农产品的精准扶贫
农产品超市。在这家200平方米的超
市里，“扶贫”元素格外突出。干货区、
果蔬区、特产区等区划井井有条，产品
旁摆放着“精准扶贫资料卡”的小牌
子，售价、品名、产地及供货农户姓名、
产品说明等信息一应俱全。

“现在越‘土’的东西越受市场欢
迎，这里销售的均是土生土长的原生态
产品。”该超市负责人张海霞说，超市主
营蜂蜜、芒果、糯米酒、山鸡、蔬菜、瓜果

等近30种育才本地农产品，产品由农
户定价，超市提供免费服务助民增收，
不增加农户销售成本。

除了销售时令果蔬、干鲜农特等
产品，扶贫农产品超市还会根据市场
行情，提示帮扶干部和贫困群众什么
产品走俏、什么产品缺货，从而让贫困
群众更精准地贴近市场需求。

“农家产品很受消费者青睐，现在
地瓜、花生、稻米等产品经常缺货，很多
顾客提前预约产品。”张海霞说，为了更
好地推广种养殖户的产品，超市还开通
了网店及微信超市，接受电话订购，并

为三亚及周边地区提供配送服务。
微信上接到的大量订单也促使超

市决定与贫困户签订销售协议，完善
农产品品类，扩大农产品的种植规模。

“家里有1亩地，现在决定转种空
心菜，20天左右就有收成，亩产可达
到3500斤，一个月最多能收入四五千
元！”马脚村巩固提高户董亚荣笑道，
以前他总是担心自己种的东西卖不出
去，现在有了销售渠道，“要好好利用
这个平台，多种多卖。”

得益于完善的购销网络、灵活的
销售机制，开业不到4个月，三亚育才

扶贫农产品超市帮助贫困群众销售农
特产品销售额超过22万余元。

“我们的目标是通过为贫困群众
提供产品销售平台，从而彻底打消农
民不敢种养、担忧种养后无人买的思
想，让他们撸起袖子加油干。”三亚市
扶贫办相关负责人说，扶贫超市开辟
了农产品进入市场的便捷通道，三亚
下一步将继续推进电子商务在扶贫开
发工作体系中的应用，推动线上线下
同步销售，力求实现农产品“应收尽
收，能销尽销”。

（本报三亚2月17日电）

近日 ，不少养殖鸭子的贫困户致电
“961017”脱贫致富热线，询问鸭瘟防治问题，
本报刊发专家回复供读者借鉴。

来电群众：如何防治鸭瘟？
专家回复：
1、在没有发生鸭瘟的鸭场或地区，应做好

预防工作，定期给鸭注射鸭瘟弱毒疫苗，种蛋鸭
每年接种2次。接种时按瓶签注明的头份，用
灭菌生理盐水稀释100倍，为20日龄左右的小
鸭每只肌肉注射0.5毫升；到1.5至2个月龄时
重复1次，肌注1毫升。

2、鸭舍应经常保持清洁，定期严格消毒。
3、对已发病的鸭群加强观察、检查，采取封

锁、隔离、消毒等措施，并用弱毒疫苗进行紧急预
防接种，用法同上。

4、发病鸭群的场舍，每天做好粪便的清理
工作，并用10%至20%石灰乳或百毒杀、菌毒
敌进行消毒。 （文字整理/本报记者 陈蔚林）

转移就业、开发公益性岗位助脱贫

东方去年
就业脱贫1405人

本报八所2月17日电 （记者王培琳）今
天，记者从东方市就业局获悉，2016年，东方市
通过转移就业，成功帮助1405人脱贫。

据了解，去年，东方市就业局、人社局共同
组成11个工作组铺向全市每个乡村，细致了解
扶贫对象外出务工情况，在对全市贫困劳动力
建档立卡的同时，也筛选统计出，去年东方市有
1405人通过转移就业成功脱贫。

据介绍，东方市就业局通过搭建就业平台，助
推转移就业促增收。同时，通过开发公益性岗位解
决50名残疾人就业问题。此外，还通过政府兜底
保障，财政资金支持，帮扶贫困劳动力转移就业。

东方市就业局相关负责人表示，接下来，该
局将分批次组织农村贫困劳动力异地转移就
业，力争至2018年达到转移就业脱贫4200人
的目标。

儋州投1.57亿元
帮贫困户建房
惠及6478户贫困户

本报那大2月17日电（记者易宗平 通讯
员李珂）记者今天从儋州市有关部门获悉，
2016年儋州共投入精准脱贫农村危房改造资
金1.57亿元，帮贫困村民实施危房改造，共有
6748户贫困户受益。

春节前的乔迁之喜，一直写在儋州市东成
镇流坡村危房改造户李子经的笑脸上。如今，
这个5口之家已从低矮破旧的小瓦房搬进一幢
两层的小楼房。

与李子经一样受益的危房改造户还有很
多。儋州市政府办汇总数据显示：2016年儋
州市共投入精准脱贫农村危房改造资金1.57
亿元，共有6748户贫困村民实施危房改造工
程。其中，按照5万元/户补助标准，对5222
户贫困户C/D级危房拆除重建；按照8000元/
户补助标准，对1256户贫困户B级危房进行
重修。此外，政府还引导这些贫困户因地制宜
发展特色产业。

民政部门将兜底保障与扶贫开发衔接

我省将加大对
困难群体救助力度

本报海口2月17日讯（记者刘操 通讯员
王剑）在今天召开的全省民政工作会议上，省民
政厅通报，今年全省各级民政部门将强化兜底
保障制度与扶贫开发政策有效衔接，加快形成

“低保保基本、救助防返贫、扶贫促发展、开发奔
小康”的精准扶贫脱贫新格局。

其中，将加大特困供养人员和孤儿、低保对
象、建档立卡贫困户、因病致贫人员等困难群体
的救助力度。积极开展农村贫困人口大病专项
救治行动，将符合特困人员救助供养条件的残
疾人纳入救助供养范围，提高特困人员中失能
半失能对象的集中供养比例。此外，还将加快
实现低保信息系统和贫困人口建档立卡工作成
果信息共享，实现信息系统互联互通、数据及时
更新、动态实时监测，确保信息准确、完整。

在推进养老服务方面，将重点推进城乡社
区老年人日间照料中心建设，逐步解决养老服
务设施总量不足、布局不合理问题。扩大老年
人意外伤害综合保险制度覆盖面，缓解社会保
障压力，提高老年人及其家庭抗风险能力。逐
步提高贫困地区基本养老保障，探索建立适应
农村老龄化形势的养老服务方式。

2017年，我省还将统筹推进农村留守儿童
关爱保护体系建设，着力解决好关爱保护设施、
保障资金、工作力量等重点难点问题，市县和乡
镇要建立健全农村留守儿童动态管理台账，确
保底数清、措施实、责任明。

2月16日，昌江黎族自治县石碌镇水头村110名贫困户在村委会门前收看电视夜校。
据介绍，昌江每逢每周一、周四晚8时至9时，都会组织全县4157户贫困户代表，在75个行政村及

14个分教点同时收看脱贫致富电视夜校。 本报记者 苏晓杰 通讯员 杨耀科 摄

■ 本报记者 刘笑非 李佳飞
特约记者 陈超

沿着一条蜿蜒的山路，要走到澄
迈县仁兴镇新兴村这个依吊灯岭而建
的苗村并不难，数十年间经历数次搬
迁，这个澄迈县唯一的苗族村庄最终
落脚在现址。交通虽便利了，但仅依
靠橡胶、槟榔等收益较低的产业，还不
足以让人均收入刚超贫困线的新兴村
人致富。去年8月，一场涉及住房、产
业、旅游的大改造，开始铺就新兴村的
小康路。

“你看这房子，三层的，180平方
米呢！”从新兴村走出去的仁兴镇仁兴
居委会干部李英运看着村民们在建的
新房子，笑得合不拢嘴。放在几年前，

他们何曾想过有朝一日能够住上这样
的小楼房。

2016年，由澄迈县牵头，整合了
少数民族发展资金、县级财政资金等，
累计投入4400万元帮助新兴村进行
整村改造，项目涉及住房、旅游设施、
旅游规划等多个方面。

“全村65户人，除了五保户、低保
户由政府全额兜底建设平顶房外，统
一建设三层小楼。”李英运告诉记者，
就这一栋楼，政府各级补贴就达到
28.5万元，村民只需掏钱买家具，就能
入住。

记者在村里看到，少数民族风格
浓郁的61幢小楼错落有致，而村民的
新房，早在规划之初就将旅游元素融
入了其中。“你看第三层的观景平台，

其实就是给未来发展旅游准备的。”新
兴村村民小组长盘明东说，就在前几
年，已有徒步的游客来到村里，但彼时
还住在瓦房里的村民，根本没能力提
供住宿。

有游客愿意来，就证明新兴村有
着可以挖掘的旅游发展潜力，因此在
整村改造的规划里，已经做好了“三步
走”的规划。“第一步就是建新房，办家
庭旅馆。”在李英运的车上，放着厚厚
一沓规划图纸，其中一张整体效果图，
清晰地描绘着新兴村未来的样子：水
上升降平台构成的广场、盘古石像坐
落在山脚，一排排小楼则能欣赏不同
的群山风景。

“旅游设施建设是第二步，而第
三步，还要等天时地利。”盘明东说，

建设筹备如火如荼的迈湾水库工程，
在蓄水后将极大改变新兴村的整体
景观，蓄水后的水面，将漫至苗村村
脚，形成一个天然的湖景码头，届时
由水库、群山构成的苗岭山水画就将
完整呈现。

李英运还透露，除了旅游规划，他
在村里做的豪猪养殖也有声有色，还把
村里两户贫困户纳入了合作社，如今新
的养殖场也已建好，规模扩大了。

坐在封顶的新房前，61岁的村民
蒋桂芳织着手里的民族服饰，不由自
主地哼起了苗歌。她还喜欢将苗歌录
下来放给外孙听。或许在不久的将
来，会有越来越多的游客被这悠扬的
苗歌吸引来。

（本报金江2月17日电）

澄迈新兴村村民建新房、养豪猪，将来还要建民宿搞旅游

小苗村的致富新风景

◀上接A01版
自会获得关注与尊敬。因此，开会
在现场，功夫在会外，只有“案由民
间出，计向民众问”，代表、委员们的
主角担当才能更加凸显。

两会不仅是代表、委员的大
事，也是全社会的大事。作为一年
一度最重要的参政议政时间，我
们要把关注两会的视角，专注于
发 展 议 题 上 ，专 注 于 百 姓 福 祉
上。新闻媒体的聚光灯，要打向
民众关切、关系发展的焦点、热点
上，而不是停留在所谓的明星、名
人、花边新闻上，停留在各种哗众
取宠的语言上。去年的全国两会
曾专门作出规定，禁止携带自拍
杆进入人大会堂，其目的就是为
了杜绝娱乐化倾向，让代表、委员
们心无旁骛专心履职。这也提醒
我们，关注两会就要“对准焦距”，
关注接地气、含金量高的内容，即
便是两会花絮，也应当是会议内
容的延伸。只有在这种导向之
下，两会才能开得更加严肃、认
真、高效。

当下，时间的指针即将指向
“两会时间”。在两会的聚光灯
下，我们期待代表委员们能够尽
心尽责，为海南发展、民生福祉贡
献真知灼见，以接地气、贴民生、
高效率的参政议政，切实擦亮全
省两会的底色。我们相信，重务
实、敢担当的全省两会，必定为全
省发展勾勒出稳中有进、昂扬向
上的发展路径，引导“海南号”航
船不断前行！

深接地气晓民意
奋笔传递好声音

本报牙叉2月17日电（记者刘
笑非 特约记者王伟）2016年脱贫销
号2684户11365人，超额完成省下达
的任务，同时让全县贫困发生率下降
了近 10 个百分点。在今天上午的
2016年脱贫攻坚工作总结暨2017年
脱贫攻坚工作部署动员大会上，白沙
黎族自治县自豪地晒出了去年的脱贫

成绩单，而在今年，白沙还计划完成减
贫15700人，以及11个贫困村的整村
推进工作。

据了解，白沙去年建成了83个合
作社，共培养专业技术养殖户2349
户，得益于此，白沙去年有10701名贫
困群众通过发展产业实现了脱贫。

此外，白沙还对建档立卡贫困家庭

子女实现了教育扶贫全覆盖，累计向建
档立卡贫困家庭子女7038人发放教育
扶贫资金2394万元，并帮助40名辍学
学生重返校园。同时投入852万元医
疗救助资金，帮助全县建档立卡贫困人
口31746人参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
截至去年底，白沙全县2139户建档立
卡贫困户危房改造全部开工，银坡村更

是通过整村扶贫搬迁，让142名贫困群
众搬进了宜人新居。

根据计划，白沙将在2017年完成
减贫15700人（含农垦贫困人口101
人）的脱贫任务，以及11个贫困村的整
村推进工作，同时把全县7个乡镇贫困
发生率降到2%以下，让3个农场农业
户籍贫困人口全部实现脱贫出列。

2016年有11365人摘“穷帽”，全县贫困发生率下降近10%

白沙今年力争15700人脱贫

昌江4157户贫困户代表
同上电视夜校

超市提供免费服务，不增加农户销售成本

超市把市场行情告知帮扶干部和贫困群众

超市开通网店和微信超市，接受电话订购，提供配送服务

精准告行情 价格农户定 免费帮忙卖

三亚“扶贫超市”开辟帮扶新模式
开业不到4个月

销售额超22万余元

超市售贫困户农产品

产品由农户定价帮扶亮点

制图/王凤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