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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贫快语

■ 本报记者 刘梦晓

“不用，不用，你的好意我心领啦，
你家的鸡我已联系好海口的买家了，
赶紧卖了增加收入！”近日，琼海市万
泉镇政府驻夏坡村干部林煜钦婉拒了
打着手势要杀鸡招待他的帮扶对象
——聋哑人蒙东杨。而这家的户主蒙
平也拉着林煜钦的手说：“多亏了你
们，我们的生活才变好，才能脱贫啊！”

今年53岁的蒙平曾是琼海市万

泉镇夏坡村建档立卡贫困户，因患有
鼻癌，失去了劳动能力，长子蒙东杨是
聋哑人，二儿子蒙东安无固定工作，二
儿媳妇则因为家庭贫困留下两个正在
上学的孩子离家出走。一家人的主要
经济来源是蒙平妻子外出打零工的微
薄收入，六口人都生活在贫困中。

为帮助蒙平一家脱贫，2016年4
月，琼海市政协、万泉镇政府和夏坡村
委会组成帮扶小组，采取每周入户走
访的方式，先后与蒙平及其家人座谈
了8次，对致贫原因进行了详细“问
诊”。林煜钦回忆：“第一次下村入户调
查时，我发现这一家人的脸上写满了无

助和迷茫。即使给他们送去米、油等生
活物资时，他们没有表现出多少喜悦和
兴奋，和我们座谈沟通时也很冷淡。”

但随着帮扶小组工作的推进和下
村入户次数的增多，蒙平一家人逐渐
打开了心扉。林煜钦在奔走间细致地
记录了蒙平一家人的愿望诉求及帮扶
中遇到的突发情况和困难，及时向帮
扶小组反映，以便共同商讨解决办法，
以提高帮扶成效。

帮扶小组根据蒙平家的“病情”开
出了脱贫“药方”。产业扶持方面，帮
扶小组投入资金近1.2万元，购买种猪
9头、鹅苗20只、母鸡80只，投入资金

8000元，建成猪圈2间；社会保障方
面，继续给予蒙东杨农村低保和残疾补
助，每月能领取300元救助金；劳力转
移方面，推荐蒙东安到嘉积镇城南派出
所当协警；教育扶持方面，发放教育保
障资金3000元支持其孙女上学。

“药方”开出来了，但在“治疗”期间
还是出现了一些磕绊。比如，有一次林
煜钦在蒙平家聊家常时，得知蒙东安情
绪不好想辞职,随后帮扶小组逐渐做通
了他的思想工作。

“阿钦，政协送的这批鸡，现在可
以卖了，但找不到销路。”又一次，蒙平
忧心忡忡地向林煜钦反映困难。由于

蒙平家养的鸡平时在林子里散养，辅
助喂的是稻谷和玉米，品质较好，林煜
钦用微信等网络工具帮他宣传和推
销，最终把40只鸡全部售出。

经过采取一系列的帮扶措施，仅
用了8个月的时间，蒙平一家去年年收
入就达到5万元，人均年收入9000多
元，一家人走出了贫困。蒙平一家的
变化，夏坡村村干部看在眼里，喜在心
头：“现在蒙平每天早上起来，哼着小
调喂猪，然后送孙女上学，妻子和儿子
高高兴兴地上班，更可喜的是儿媳妇
也回来了，现在全家人都沉浸在幸福
和快乐中。”（本报嘉积2月20日电）

帮扶小组为琼海夏坡村贫困户蒙平一家开精准脱贫“药方”

穷帽摘掉了 日子过好了

本报那大2月20日电（记者易宗平 通讯员
李珂 李颜龙）贫困户建房、发展产业，没有周转资
金怎么办？儋州市以小额贷款解他们的燃眉之
急。儋州市政府最新汇总数据显示，2016年，全
市共向农民发放小额贷款3.27亿元，助力6400
多户贫困村民改造危房，并发展多个特色产业。

逾3亿元小额贷款顺利地发放给儋州农村
尤其是贫困户，其背后推动力量是什么？这得
力于儋州市政府2016年运用财政杠杆，同时实
施两大举措：一是投入2000万元，成立儋州扶
贫小额贷款担保公司，为贫困户危房改造和发
展产业提供贷款担保服务，每户贷款额度为5万
元；二是市财政发放900万元补助款，包括贫困
户在内的农民小额贷款贴息和农业保险补贴。

作为小额贷款主要发放单位的儋州市农村
信用合作联社，出台了可操作性的实施措施。
该合作联社有关负责人介绍，在产业扶持贷款
对象上，各镇根据规划的产业，可推荐符合条件
的建档立卡贫困户申请贷款，每户贷款金额最
高为5万元。而对建档立卡贫困户危房改造扶
贫贷款，鉴定为D级、C级危房改造建档立卡贫
困户，每户贷款金额最高为10万元。

为继续发挥财政资金杠杆作用，化解农民
尤其是贫困户生产经营贷款难、融资难，儋州市
财政今年安排专项资金1100万元，用于农民小
额贷款贴息。

儋州运用财政杠杆
撬动金融扶贫
去年共发放小额贷款3.27亿元，
助力6400多户贫困户危房改造

本报定城2月20日电（记者邓
钰 特约记者司玉 通讯员黄祥）“喜事
它一个一个地来呀，好梦它一个一个
地圆。”一首《路越走越宽》唱出了群众
奔小康的美好愿景。今天，省文联
2017“脱贫攻坚”文艺轻骑队走进定
安县黄竹镇莲堆村，为当地群众送去
精彩的文艺节目。

下午4时，歌曲、相声、快板书、魔术
等精彩节目在莲堆村委会楼前轮番上
演，诙谐幽默的相声、绘声绘色小品等表
演深受群众喜爱。“我刚去照料完自家的
槟榔园就赶过来观看演出了，表演太精
彩了。”莲堆村贫困户王宝明说。

据相关负责人介绍，省文联组织
文艺志愿者组建了“脱贫攻坚”文艺轻
骑队，每个小分队由5至10人组成，
队伍虽小，但艺术门类齐全。此次活
动时间为2月20日至27日，定安是第
一站，此后还将到五指山、保亭、琼中
和儋州等市县展开慰问演出。

文化力量助力脱贫攻坚

省文联文艺轻骑队
走进定安

■ 本报记者 陈蔚林 实习生 陈卓斌

作为我省久负盛名的出口拳头
产品，口感嫩滑鲜爽的屯昌黑猪肉一
直广受市场欢迎。去年，屯昌县举全
县之力推进黑猪和香鸡养殖产业“全
覆盖”，一头头敦实的黑猪成了贫困
户的脱贫致富“小帮手”，最终助力
11765名贫困群众摘帽脱贫。

虽然模样着实憨厚可爱，但谈及
这些黑猪该怎么选、如何养，这可难
住了不少贫困群众。在今晚播出的
第 24期海南省脱贫致富电视夜校

中，屯昌县现代农业检验检测预警防
控中心执业兽医师钱建佐来到了农
舍猪场，结合案例为大家在黑猪养殖
上传经授道、解疑释惑。

“屯昌黑猪毛色黝黑、脸部微陷、
腿臀丰满，外形很有特色。”钱建佐介
绍，该品种具有前期生长慢、后期生
长快的特性，7至8月龄时其体重可
达90至100公斤，胴体的瘦肉率可
达52%，产业变现的周期、效益等优
势较为突出。

了解完屯昌黑猪，钱建佐列举出
了三种常见的生产模式和挑猪时需掌

握的“看、听、摸”三大诀窍。对于从市
场购买仔猪的养殖户，钱建佐不忘提
醒道，“仔猪易患腹泻，大家可在饲料
内添些玉米料以降低蛋白质含量，同
时也可添入阿莫西林、氟哌酸等抗生
素进行止泻。”而针对从养殖场购买仔
猪的，钱建佐则建议先给猪饲喂少量
盐、水、菜叶等，并在1小时后饲喂原
养殖场的饲料，缓和仔猪的应激反应。

“除了要掌握好养猪技术，猪栏的
选址、通风等内容也十分关键。”钱建
佐表示，传统猪栏通常存在采光不足、
空气不流通、排污不规范、地面坑洼易

生病害等缺陷。养殖户若想建设得更
规范，可将猪栏高度提升至3到4米，
平整土地和完善排污渠道建设，以及通
过在墙上穿洞等措施加速空气流通。

此外，从钱建佐口中大家还得
知，屯昌县黑猪产业的扶贫模式分为

“合作社+贫困户”以及“公司+贫困
户”两种。具体而言，贫困户可以黑
猪种苗入股，由合作社帮忙养殖或在
合作社打工挣钱，也可由屯昌县引入
的龙头企业以按期分红、提供就业和
技术支持等方式进行帮扶。

（本报海口2月20日讯）

第24期脱贫致富电视夜校传授黑猪养殖经

呆萌小黑猪 致富好帮手

2月20日，在儋州市东成镇精准扶贫三角梅种植示范基地，工作人员在管理三角梅苗圃。据介绍，该基地共150亩，其中大部分由东成镇35户
163名贫困户种植管理，基地投产后预计能给贫困户带来每人7000元的年收入。 本报记者 陈元才 通讯员 崔敏标 摄三角梅产业助脱贫

■ 侯小健

白沙黎族自治县启用了最严厉的问责机
制，近日严肃查处了脱贫攻坚工作中的慢作为、
不作为、乱作为、假作为等行为，对一批扶贫不
力的干部进行问责。另悉，陵水黎族自治县不
久前成立了10个督查组，重点对全县扶贫“作
战区”进行巡查，加大问责追责力度。

以上举措，传递出了一个信号：抓扶贫就得
动真格，用考核问责指挥棒倒逼干部尽职履责，
上紧“发条”，做到真扶贫，扶真贫。

脱贫攻坚，事关广大人民群众福祉，事关全
面建成小康社会。我省先后派驻了一批扶贫干
部帮扶贫困户，然而，个别干部在扶贫过程中未
能尽职履责，扶贫工作思路不清，扶贫不在状
态，工作作风飘浮，未俯下身子真扶贫，扶贫成
效不明显，百姓对此颇有微词。

事实证明，要打赢这场脱贫攻坚战，既需要
精准施策、上下同心，更需要严谨的制度和纪律
作保障。

我省已出台扶贫开发工作成效考核办法，
明确了扶贫开发工作成效的六大考核内容。出
台考核办法，目的就是要强力推行脱贫攻坚各
项措施落到实处。

启动扶贫问责机制，就是要通过考核激励、
问责的“指挥棒”，倒逼扶贫干部时刻绷紧一心
为民这根弦，强化责任担当，以务实的作风和真
抓实干的劲头投身于脱贫攻坚战役，沉下身去，
与贫困户结对子，融情交心，多出扶贫金点子，
精准施策，帮扶贫困户因地制宜发展扶贫产业。

强化考核问责是确保扶贫成效的有效之举，
因此，各级纪检监察部门应扛起扶贫领域监督执
纪问责的责任担当，将贫困群众的满意度作为扶
贫达标的标尺，坚持问题导向，拓宽监督渠道、精
准发现问题线索，以零容忍态度遏制腐败增量、精
准靶向打击，层层压实主体责任、加大扶贫领域监
督执纪问责力度，对慢作为、不作为、乱作为、假作
为的干部进行问责，为脱贫攻坚保驾护航。

以考核问责
倒逼干部真扶贫

专题 主编：罗清锐 美编：陈海冰

一年一度的汽车盛宴、车市新春第一
展：2017第14届海南国际汽车展览会（以
下简称“海南国际车展”）将于3月2日—5
日在海南国际会展中心隆重举行。本届
车展以“新能源、新动力、新未来”为主题，
布展档次、现场活动和服务质量等各方面
均超过历届，展会综合水平全面升级。

三展齐发，打造“新能源
新动力新未来”主题车展

海南国际车展创办于2004年，经过
13年积淀发展，展会规模和效果不断提
升，目前已成为华南地区规模最大、影响
力最广、人气最高的专业车展之一，成为
海南汽车行业的年度品牌盛会，是海南
车市的“风向标”。

今年海南国际车展的最大亮点是同
步开启两大新展，海南国际新能源·智能汽
车展览会（以下简称：“新能源车展”）以及
海南国际汽车配件用品展览会（以下简称：

“汽配展”）。新能源车展位于B馆，面积达
5000平方米。展会由中国汽车工业协会
主办，海南省工业和信息化厅、海南省科学

技术厅为指导单位，海南省商务厅、海口市
会展局作为支持单位，由海南共好国际会
展股份有限公司承办。

首届汽配展由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售
后零部件分会主办，海南省汽车配件用
品协会、海南洋浦共好国际展览有限公
司承办，中国汽车流通协会作为支持单
位。该展会位于展馆外场，面积达7000
平方米，代表企业包含海口鑫祥实业有
限公司、海口鸿孚贸易有限公司、海口新
动力贸易中心、海口成杰汽车电子有限
公司等。同期还将举行2017中国（海
南）汽车配件用品产业大会。

车企齐汇聚，再刷车展新纪录

本届海南国际车展全面覆盖海南国

际会展中心4个室内展馆和室外广场，展
出面积近6万平方米，近1000款车型、展
览总规模将达到7万多平方米，创下海南
车展史上规模新纪录。与此同时，参展品
牌得到了极大的扩充，超过80%的现场展
位均由汽车厂家直接参展并搭建。聚集
了玛莎拉蒂、保时捷、宝马、奔驰、奥迪、讴
歌、雷克萨斯、英菲尼迪、沃尔沃、雷诺、斯
巴鲁、吉普、进口大众、东风日产、一汽丰
田等100多个汽车品牌，约占目前在海南
市场销售汽车品牌的95%左右。

亮点看不停，豪车汇聚、
新车首发、团购钜惠

新车首发作为车展最吸引眼球的活
动之一，是广大车迷以及购车人士的关注

重点。奔驰汽车GLC轿跑、全新科鲁兹
两厢、2017新款海马S7、东风启辰T90、
进口起亚Niro极睿、二代江淮星锐、名爵
ZS、2017款全时互联运动轿车海马M6
等新车将在海南国际车展上进行首发亮
相。同时，玛莎拉蒂、保时捷、奥迪、宝马、
奔驰、凯迪拉克、雷克萨斯、英菲尼迪、讴
歌等多个全球顶级豪车品牌将闪亮登场。

本次车展组委会将联合车商开展多
样的展会优惠促销活动，并组织消费者
参与“线上报名团购”，让参展商和消费
者都能得到实惠。各大参展车商也将推
出各种丰富实在的优惠活动、特价让利，
购车优惠政策等。其中2017款新蒙迪
欧智能混动版、进口福特玛斯丹靓丽登
场，法国高端品牌DS6高功版空降车展，
DS中国区总监现场签售。一汽丰田皇

冠最高综合优惠3万，一汽丰田荣放最
高综合优惠2万，一汽丰田卡罗拉最高
综合优惠1万；“斯巴鲁部分车型补贴1
万元”；东风标致厂家员工指标购车。

为增强与观众的互动性，海南国际
车展订阅号“车圈”上推出了丰富多彩的
线上线下活动：逃票新攻略之“0元抢票
看车展”“线上砸金蛋抢大礼”“加油
2017，我为车展加油”“团购优惠买车”
线上报名、“抢半价车”等活动，让观众有
机会不花钱逛车展。

香车美女是车展必不可少的元素。
2017第14届海南国际汽车展将重磅推
出第三届“新思维模特大赛”，现场将每
天上演不同主题盛大的时装走秀。同时
在车展现场，各大厂家御用签约模特将
在名车展台中亮相，超级模特活色生香
绽放车展上不一样的美丽。

车展组委会特别准备了丰厚的奖
品。车展期间，凡是在现场填写了车展
门票上的抽奖信息的观众都有机会参与
现场抽大奖抽取惊喜礼品。

车展组委会除了在展馆周围规划
足够停车位以外，还特别为观众提供免
费观展接送服务。展会四天免费大巴
每天上午9：00开始首发，从海南国际
会展中心往返市区四个定点：海口会展
中心、万绿园公交站、和信广场和海南
大学东门。 （撰文/李编）

第14届海南国际车展荣耀启航
3月2日—5日在海南国际会展中心盛大开启

2017海南国际车展，3月2日-5日，让我们共同期待！
车展热线：0898-68580633 官方微信订阅号：车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