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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郭畅 通讯员 毛景慧

日前，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召开
2016年度脱贫攻坚工作总结大会，表
彰了全县在去年底摘掉“穷帽”的20
位“脱贫之星”。这些脱贫户身上有何
闪光点，又有什么共同之处？记者走
进他们家中，听他们讲述脱贫故事。

“省里每期脱贫致富电视夜校开
播，我都会早早去村委会办公楼占个
好位置，夜校讲的扶贫知识非常实用，
让我受益匪浅。”吊罗山乡新安村脱贫
户蒋文说，自己不仅是夜校的好学生，

还热衷于参加乡镇组织的各类养殖技
术培训班。在蒋文看来，参加培训班
不仅能提高技能，还能跟其他村民一
起交流经验、探讨致富门路。

去年2月被列为贫困户的蒋文，
在政府扶持下种桑养蚕、养蜂、养鸡、
养鹅等，忙碌一年，原本生活窘迫的
四口之家收入涨了近3倍，仅种桑养
蚕就为他家带来近 4 万元的纯利
润。爱学习能吃苦的蒋文顺利脱贫。

聊起和平镇堑对村的脱贫户欧玉
娇，村民们纷纷竖起大拇指。这位长
相俊俏、踏实能干的女子，从昔日的贫

困户到如今堑对村“家禽专业合作社
社长”，靠的就是勤学好问的好习惯。

“政府扶持的第一批150只山鸡
在欧玉娇精心照料下，成活了 143
只。一天三趟往基地跑，每天挑七八
桶山泉水喂养小鸡，硬着头皮去县城
找销路，她这种吃苦耐劳的精神非常
难得。”堑对村党支部第一书记冯江涛
说，用时髦的词来形容欧玉娇，她就是
个肯吃苦的“女汉子”。

同样爱参加各类养殖培训班的欧
玉娇，在课堂上没有听懂的问题，她会
回家用手机上网找答案。经过几个月

的锻炼，欧玉娇成了村里出了名的养
殖能手。2017年，她将带领村里的贫
困户继续扩大山鸡养殖规模。

湾岭镇是琼中最早发展种桑养蚕
业的乡镇，很多村民靠有利的环境因素
脱贫致富。然而，湾岭镇孟田坡村贫困
户吴坤东昔日却一直没能发展起来。

“家里人口多，解决7口人的温饱
问题都难，哪有资金去发展新产业。”
吴坤东道出苦衷的同时也坦言，政府
政策好，发了种苗，帮建了蚕房，他下
定决定拼一把，想办法提高养蚕技术，
遇到难题，就向村里的养蚕大户虚心

请教。
通过点滴积累，吴坤东的种桑养

蚕技术大大提升，收入也大幅增长。
短短1年，他还清了3万元的建房借
款，还摘掉了“贫困帽”。尝到甜头的
吴坤东，最近又向省农信社贷款两万
元，准备扩大规模。“我有信心在两年
内将贷款还清。”吴坤东信心满满。

吃苦耐劳、善于学习、勤于思考是
琼中3位“脱贫之星”的共同闪光点，
带着好习惯和一股拼劲，他们在致富
路上越走越顺畅。

（本报营根2月25日电）

能吃苦爱学习敢闯敢拼，琼中20位脱贫户成“明星”

听“脱贫之星”谈致富经

本报椰林2月25日电（记者贾
磊）当前正值海南旅游旺季，作为景区
内的协调员，陵水黎族自治县文罗镇
新华村村民黄玉香正有条不紊地安排
大批游客分流落座，现在的工作对于
黄玉香夫妇而言，是他们家里脱贫的
靠山，也是他们生活的盼头。

黄玉香家因病致贫，债台高筑，
2016年被纳入建档立卡户，同年1月
份，在政府的帮助下，黄玉香来到本县
英州镇的椰田古寨景区工作，每个月
的收入有2300元。

黄玉香说，去年年底，丈夫也到景
区找到一份保安的工作，夫妻在景区
一个月就有4600元的收入。这样下
去，家里的生活条件正在逐渐改善，家
里的外债也很快就会还清。

英州镇母爸村的胡开丰一家同样
是因病致贫，6口人有3人患病。针对
胡家的实际情况，椰田古寨景区将胡

家刚刚中专毕业的女儿安排在景区当
医护人员，月薪2600元，同时，胡开丰
的妻子、大儿子也被安排到景区就
业。家里有3个人同时在景区就业，
一家月收入至少六七千元，这让他们
一家欣喜不已。

据了解，自全省开展精准脱贫攻
坚工作以来，椰田古寨景区从输血式
扶贫方式，逐渐向提供就业，增强贫困
户造血能力的扶贫方式转变。“从最开
始的送钱送物，到目前向有能力的贫
困户提供就业岗位，让贫困户在景区
工作赚钱，不仅可以调动他们的积极
性，还教会他们走出家门，吃起了旅游
饭。”景区负责人说。

据了解，椰田古寨景区按照“帮扶
一户，落地一户，解决一户”的原则，根
据贫困户实际情况和个人特点，为他
们量身定制景区岗位，以旅游扶贫的
方式，积极助力精准脱贫工作。

陵水椰田古寨景区积极吸纳贫困户就业

旅游扶贫助农
捧上“金饭碗”

儋州举行就业扶贫专场招聘会

40家企业进场“揽才”

本报那大2月25日电（记者梁振君 通讯
员张琳 王家隆）儋州市第二期“金鸡报喜”就业
扶贫专场招聘会今天在那大城区鼎尚广场举
行。招聘会将帮助各类就业群体特别是建档立
卡贫困劳动力实现就业、脱贫致富。

此次专场招聘会共有夏日国际商业广场、
喜来登酒店、恒大海花岛等40家企业参与，共
提供职位需求1000余个，职位范围涉及服务
业、建筑业、餐饮业等。招聘会有助于儋州创业
创新城市建设和就业扶贫工作取得实效。

据介绍，为了助力贫困劳动力就业，儋州开
发大量公益岗位和其他市场岗位，2016年举办
了各类招聘会32场，举办7场精准扶贫专场招
聘会。今年2月9日，该市又在鼎尚广场举行
了以“促进转移就业，助力脱贫攻坚”为主题的
2017年“春风行动”就业扶贫专场招聘会。

儋州就业局负责人说，目前该市还与广东
旦丁人力资源服务公司联合，协调对接珠江三
角洲地区企业，3年内将开发出1.6万余个就业
岗位，在这些就业企业中，有创维集团、广州丰
田汽车有限公司等大企业，提供了流水工、普
工、操作工、文员、秩序维护员、保安等岗位，专
门为该市有外出就业意向的群众，尤其是扶贫
对象搭建就业平台。

屯昌举办精准扶贫第六次培训会

提高扶贫干部的政策水平

本报讯（记者邓钰 通讯员邓积钊）近日，
屯昌县举办精准扶贫第六次培训会，组织全县
各镇分管扶贫工作领导、镇村扶贫干事等人参
加培训，讲解扶贫理论知识，并对2017年精准
扶贫工作提出有关要求。

培训会上，相关负责人分别就进村入户、
建档立卡对象动态管理和退出机制、建档立
卡数据录入与一户一档档案管理等工作进行
了政策理论和业务知识培训，并就《2017年
贫困户调查摸底情况表》填写规范进行了详
细说明。

“系统全面的培训，扫清了业务盲点，为我
们制定了标准。”参与干部纷纷表示，通过集体
培训的方式加强政策学习，能够落实攻坚精神，
提高业务水平，确保今年调查摸底情况表的填
写工作有序开展，扎实推进扶贫开发和“减贫摘
帽”工作。

2月24日，三亚市天涯区三吉村育苗基地，村民正在推运种苗。
三亚凤凰台海合作社与三吉村24户村民签订合作协议，村民和企业合作建设

育苗基地，并设定保底分红。整个项目预计投入350万元，三吉村24户农民占7%
股份，其中包含部分贫困户。 本报记者 武威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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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北京2月25日电（记
者齐中熙）国家旅游局 25日宣布，
经全国旅游资源规划开发质量评定
委员会评定，内蒙古自治区阿尔山·
柴河旅游景区等20家景区新晋为国
家5A级旅游景区。同时，对云南省
丽江市丽江古城景区、黑龙江省牡
丹江市镜泊湖景区、辽宁省大连市
老虎滩海洋公园·老虎滩极地馆等3
家 5A级旅游景区作出严重警告处
理决定。这标志着 5A级景区动态
化管理已成常态。

根据现场检查和游客投诉集中反
映的问题及其影响的严重性，经国家
旅游局局长办公会审议，全国旅资委
决定给予云南省丽江市丽江古城景
区、黑龙江省牡丹江市镜泊湖景区、辽
宁省大连市老虎滩海洋公园·老虎滩
极地馆等3家5A级景区严重警告，限

期6个月整改。
其中，云南省丽江市丽江古城

景区存在的问题主要是：游客投诉
率长期居高不下，游客人身财产安
全事件频发，屡屡造成社会严重不
良影响，古城内原住居民与旅游经
营人员矛盾突出，景区产品质量下
降，旅游设施品质退化等。黑龙江
省牡丹江市镜泊湖景区存在的问题
主要是：景区周边黑车拉客现象严
重，高等级厕所缺失，旅游厕所数量
严重不足，游客服务中心无旅游服
务，景区标识标牌陈旧破损，游客投
诉多等。辽宁省大连市老虎滩海洋
公园·老虎滩极地馆存在的问题主要
是：游客服务中心功能严重不足，游
步道质量严重退化，垃圾乱堆乱放、
机动车乱停乱放等现象严重，安全
提示严重不足，游客投诉多等。

20家景区新晋为
国家5A级旅游景区

丽江古城等3家景区被国家旅游局严重警告

英国发表《香港问题半年报告》

外交部要求
英停止干预香港事务

新华社北京2月24日电 外交部发言人耿
爽24日就英国发表《香港问题半年报告》答记
者问。

有记者问，英国政府刚刚发表最新一份《香
港问题半年报告》，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耿爽说，香港回归20年来，中国中央政
府全面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
自治方针，严格按照宪法和基本法办事，全
力支持行政长官和特区政府依法施政。香
港继续保持繁荣稳定，香港居民依法享有充
分的权利和自由。

耿爽表示，香港是中国的特别行政区，香
港事务属于中国内政，任何外国无权干涉。英
国政府在香港回归后定期发表所谓《香港问题
半年报告》，我们一贯坚决反对。我们要求英
方不要发表有关报告，停止干预香港事务。

新华社南昌2月25日电（记者
李美娟）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是全
面深化农村改革的重要任务。记者
日前在于南昌召开的全国农村经营
管理工作会议上获悉，我国今年将在

100个县开展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
革试点。

农业部副部长陈晓华说，我国农
村资源丰富、分布广泛，集体拥有土地
66.9亿亩、各类账面资产2.86万亿元，

其中大量资产“沉睡”，没有得到很好
利用开发，归根到底是产权归属不清
晰、流转不顺畅、保护不严格。今年农
村改革的第一场硬仗就是农村集体产
权制度改革。

去年底，我国印发了《关于稳步推
进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的意见》，这
是对深化农村改革具有里程碑意义的
纲领性文件。今年农村集体产权制度
改革的重点是建章立制、摸清家底、启

动试点，试点将选择基础较好的100
个县开展。

据介绍，农业部将出台配套文件
启动集体资产清产核资工作。同时，
加快推进相关立法研究。

全国百县今年试点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

全国地铁最长重叠隧道贯通
2月25日，我国地铁最长重叠隧道——由天津轨道交通集团地铁集团组织建设、中铁十八局集团施工的天津地铁5

号线成林道站至津塘路站实现双线安全贯通，标志着我国城市轨道交通建设科研攻关取得了重大突破。
据介绍，该隧道为单洞上下重叠，分左右线，采用盾构法施工，全长1349米，下穿京津城际延伸线、津秦（天津至秦

皇岛）高铁和津山（天津至山海关）铁路，并侧穿大型立交桥和繁华商业区，隧道顶部距离地面最小厚度为5.16米，上下
重叠间距最小为2.28米。这种在高烈度强震区和特软地质层等复杂环境下，进行盾构机长距离、小间距重叠隧道施工，
其技术在国内尚属首次。 新华社记者 白禹 摄

据新华社南昌2月25日电（记
者胡锦武 高皓亮）25日早上，南昌市红
谷滩新区的一家星级酒店发生火灾，截
至16时，火灾已造成10人死亡。

25日8时许，南昌市红谷中大道
348号“白金汇海航酒店”二楼发生火

灾。截至11时30分，火灾现场共疏
散260余人，有16人被送往医院救
治，其中2人死亡。

经初步调查，火灾是由于切割装
修材料引起，已有7名相关责任人被
公安机关控制。

南昌一星级酒店火灾10人死亡
7名相关责任人被公安机关控制

叙利亚发生
自杀式爆炸袭击
30人死亡，数十人受伤

新华社大马士革2月25日电（记者车宏
亮）叙利亚官员25日说，叙中部城市霍姆斯两
处安全机构当天遭连环自杀式爆炸袭击。袭
击导致至少30人死亡，另有数十人受伤。

霍姆斯省省长塔拉勒·巴拉兹对当地媒
体说，当天发生的恐怖袭击是恐怖分子针对
政府军在霍姆斯取得军事进展以及政府代
表团在日内瓦取得“政治胜利”而采取的报
复行为。

巴拉兹说，在当天袭击中遇害的人多为安
全部门人员，包括两名安全机构负责人，伤者已
被送往医院接受治疗。

由于一些伤者伤势较重，此次袭击导致的
死亡人数可能还会增加。

据叙利亚国家电视台报道，6名袭击者在
两处安全机构引爆炸弹。

前身为“支持阵线”的极端组织“征服阵线”
宣称实施了此次袭击。

新一轮叙利亚问题日内瓦和谈25日进入
第三天。此前一天，联合国秘书长叙利亚问题
特使德米斯图拉分别与叙政府和主要反对派代
表团举行会谈，就如何更加有效推进本轮和谈
提出书面建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