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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线答疑
“961017”脱贫致富
服务热线来电问题摘登
近日，不少贫困户致电“961017”脱贫致富

热线，询问气温下降时如何预防2月龄以内鸡、
鸭、鹅苗的相关疾病，本报刊发部分专家回复供
读者借鉴。

来电群众：
气温下降时如何预防2月龄以内鸡、鸭、鹅

苗的相关疾病？
专家回复：
1、气温下降，特别在夜间温度低于20℃

时，生长期超40天的鸡、鸭、鹅苗的饲养棚要用
彩条布进行挡风保温。

2、生长期在30天以内的鸡、鸭、鹅苗应饲
养在有门窗的室内，养殖场地面需铺5厘米左
右厚的干净稻草。

3、准备适量的氟哌酸或阿莫西林投药，预
防鸡、鸭、鹅苗拉稀。

（文字整理/本报记者 陈蔚林）

本报海口3月21日讯（记者孙慧 通讯员
邹小和 李根）记者今天从省水务厅获悉，今年
省水务厅紧紧围绕省委省政府的决策部署，真
抓实干，切实加大水利扶贫攻坚力度，精准发
力，在全力支持琼中绿橙基地建设之后，又计划
向白沙、临高两个国定贫困县重点倾斜安排农
田水利建设6000万元资金，用于水利基础设施
建设扶贫。

据介绍，这笔扶持资金用于支持两县完善
灌排设施体系，补齐农田水利基本建设短板，夯
实农业转型升级基础。其中，白沙黎族自治县
重点开展方亮灌区和坡生灌区渠道节水改造与
续建配套，整治主要排沟，提高项目区灌溉排水
能力。临高县狠抓农田水利建设机遇，系统梳
理建设任务，重点开展波莲灌区范围内渠道节
水配套改造，在博厚、临城、和舍、加来等村镇全
面开花，计划实施36个子项目。

据了解，按照论证一批、实施一批、谋划一
批的工作要求，临高县已超前谋划2018年的农
田水利建设项目。

为切实加大水利扶贫攻坚力度

我省今年向白沙临高
倾斜安排6000万资金

■ 本报记者 彭青林

在贵州梵净山景区前，一群操着
海南口音的年轻人正在打扫街道、指
挥车辆停放。这些年轻人，大都来自
海南省澄迈县中兴镇仁洞村。

“我们什么活都干，月工资3000
元左右，有吃有住，省下的可以寄回家
给妈妈。”彭德成说。去年，在爱心企
业的引导下，仁洞村组织贫困户外出
打工，20岁的他动了心思，第一次坐
上飞机外出打工。

“一人打工全家脱贫。”按计划，到
2020年，我国将通过农村贫困劳动力
转移就业，帮助1000万人脱贫。在海

南，各级党委政府也把务工脱贫作为精
准扶贫的一项重要措施。在这条道路
上，一批来自澄迈的年轻人在外界的支
持引导下走出了封闭的村庄，不仅增加
了收入，也看到了岛外的广阔世界，年
轻人的闯劲、干劲正在他们身上萌发。

19岁的符芳升拿到第一笔工资，
他就让同伴用支付宝转了1000元钱
到父亲的卡上。电话里，叔叔告诉他，
钱已经收到了，但父亲还是不愿意和
他说话。

原来，父亲以为他又跑出来“不务
正业”了。过去的符芳升，就像许多同
龄人一样，爱玩爱闹，听不进长辈的唠
叨。就是打零工，他也没有给家里寄

过钱。直到去年夏天玩耍路上出了车
祸，缝了数针躺在病床上的符芳升，看
着父母既为他也为医疗费发愁的面
容，开始重新思考自己的人生，鼓起了
走出去的勇气。

“想想自己当时，真不应该。”符芳
升现在只想用自己的努力多赚钱，帮
助家庭走出贫困。“我们出门打工，也
能脱贫致富。”

过去，仁洞村曾有不少这样的年
轻人，中学毕业后无所事事，常常喝酒
打架。省人大代表黄桂提到村里来调
研时发现了这个问题，就找到村里的
带头人，希望组织贫困家庭的年轻人
外出打工。在黄桂提的支持下，仁洞

村近年来先后组织了几批贫困劳动力
到广东、贵州等地打工，其中一些人已
经在当地站稳了脚跟，做起了小生意，
成了“小老板”。

贫困劳动力转移就业，不仅改变
着个人，也间接影响着整个家庭。

2014年，彭德成的父亲患上鼻
癌，除去医疗保险报销部分仍需8万
元，这花光了家里的全部积蓄。彭德
成离开家时，母亲泪眼汪汪地给他塞
了一百元钱做路费。

“现在，一拿到工资就想着寄给
妈妈。”彭德成说。现在，这个家庭的
每个成员都在努力地摆脱贫困：彭德
成努力打工；他的母亲把全部心思都

放在了政府扶贫发放的鹅苗上，努力
学习养殖技术，希望养好鹅卖个好价
钱；18岁的妹妹彭海心主动承担起
了所有家务，还想着继续学习。

“听说现在政府政策好，可以免
费读中职，课本都免费，我就想再去
读几年，学到技术找个好工作，让爸
妈不再那么辛苦。”这个瘦弱的女孩
告诉记者。

“只要给他们一个合适的机会，通
过正确的引导，我相信这些很聪明的
小孩，一定能够胜任外面的工作、适应
外面的世界，他们就会‘开花结果’。”
黄桂提在接受采访时说。

（本报海口3月21日讯）

省人大代表牵线澄迈县仁洞村，支持年轻人走上转移就业脱贫路

“我们出门打工，也能脱贫致富”

合作养羊
致富有路

3月21日，60岁的饲养员
谢树兰在澄迈县永发镇火山岩
山羊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交易
圈看护羊群。

据介绍，去年11月份，该
合作社5户贫困户13名成员，
在镇政府的帮助下引进200
只黑山羊，至今已卖出103只
商品羊，收入20多万元。今
年计划再吸收13个贫困户入
社共同发展。

本报记者 苏晓杰
特约记者 陈超
通讯员 王家专 摄

本报五指山3月21日电（记者
贾磊 通讯员王国军）20日一大早，五
指山市畅好乡番贺村村民黄子华就来
到畅好野山鸡种养专业合作社，喜滋
滋领到了4800元分红。

据了解，畅好乡采取“政府+合作
社+农户”的模式发展野山鸡养殖，年
终扣除成本后合作社和贫困户按照
3：7的比例进行分红。去年10月加
入合作社的第一批35户贫困户，当天
总共领到第一批分红近11万元。“这
么好的政策，刚开始我都不敢相信是
真的。”在分红大会上，贫困户陈海峰
说，今年他准备扩大养殖规模。

合作社负责人赵作海表示，“政
府+合作社+农户”的发展模式，提高了
养殖水平和抵御市场风险的能力、提高
了经济效益、降低了养殖风险和养殖成
本，所以才有了较好的收益，贫困户与
社员才能实实在在地看见成效。

五指山市畅好乡
35户贫困户喜获分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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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大美湿地 塑湿地之城 新华时评

■ 袁锋

据南国都市报报道，近日海口通
过有关方案和行动计划，明确海口从
2017年起重点规划建设4个国家湿地
公园、2个省级湿地公园和1个湿地自
然保护区。到2020年，海口湿地保护
率提高到50%以上，计划2019年启动
创建世界湿地城市。

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
在水一方。古往今来，千姿百态的湿

地一直与人类生活相伴相随，密不可
分。海南自然湿地是中国湿地的天然
博物馆，有河流、沼泽、滨海湿地三大
类型。海口湿地资源丰富，分布广泛、
类型多样、独具特色，有湿地资源2.9
万公顷，占全市国土面积的12.7%，曾
被誉为“水城”，有辞赋就如此描述海
口：“其地则一城带水，三面环渤，北挹
神州，南镇广陌。”自然湿地可谓海口
最重要的自然“资本”之一，保护好湿
地生态系统，对海口生态安全具有的
重要意义不言而喻。

被称为城市之肾的海口城市湿地，
是城市生态环境的净化器，为城市的生
活宜居、资源循环、气候弹性提供多种

生态服务。但由于缺乏对湿地价值的
认识，且湿地自身的生态价值很难得到
经济体现，湿地保护往往敌不过城市开
发带来的经济收益。随着城市的急剧
扩张，海口面临的城市湿地遭受威胁、
被污染、功能退化等挑战，越来越成为
建设国际旅游岛首善之城的羁绊。

要建设资源循环、生态宜居的城
市，必须将湿地主流化到城市建设中，
使湿地保护与城市发展融为一体，和
谐共存。此前发生在东寨港红树林保
护区的退塘还林行动，树立了新型生
态理念的典范，而此次一口气布局 6
个湿地公园以及国家级海洋公园的大
手笔，既是“生态修复”和“城市修补”

的必然之举，是把海口建设成为全国
最好城市之一的有力抓手，也是打造

“最好最美海南”，进一步推进生态环
境六大专项整治的重要组成部分。

五源河湿地公园、美舍河湿地公
园、白水塘-响水河湿地公园……规
划中的一个个公园令人浮想联翩。可
以想见，在不久的将来，人们就能够徜
徉在这一片片草长莺飞的都市湿地之
中，鸟兽出没其间，怡然自得，人与自
然和谐相处，重现“晴川历历汉阳树，
芳草萋萋鹦鹉洲”的美景。有了多彩
的自然景观，城市居民也会因为就近
享受了大自然转而更加懂得珍爱和保
护大自然，那该是怎样一幅令人为之

动容、心向往之的图景！
近期，海口下大力治理一度污染严

重的美舍河，初见成效，特别是一边整
治，一边严管，对私排污水企业全部依
法顶格处罚50万元，形成震慑。我们要
以“谁破坏海南生态就依法依规罚他个
倾家荡产”的态度，加强湿地保护执法
监督，对沿河沿湖排污行为进行严管重
罚；尽快出台《海口市湿地保护总体规
划》促动湿地保护与修复，特别是要把
湿地保护与城市的功能布局、水体治
理、产业发展、全域旅游等有机结合，提
升区域生态价值和整体风貌，让海口在
加快经济社会发展中依然能够“望得见
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

莫为乌纱帽
争摘贫困帽

不久前，北方一省份十多个省级贫困县竞相
申报摘掉本地贫困帽子。但记者近日采访了解
到，“竞相申报”的背后，也有个别地方党政主官为
了个人乌纱帽急于摘掉当地贫困帽的小九九。
这种做法上不符中央精神，下不合百姓期待，反映
出一些贫困地方主要领导干部政绩观跑偏，作风
不严不实。此风一长，工作欠账，群众心凉。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对脱贫攻坚作出
新的部署，吹响了打赢脱贫攻坚战的进军号，脱
贫攻坚取得显著成绩。去年10月，中办、国办
印发了《脱贫攻坚责任制实施办法》，明确提出

“保持贫困县党政正职稳定，做到不脱贫不调
整、不摘帽不调离”。

这一政策深受群众拥护，得到贫困县广大
党政领导干部认真执行。但也有个别干部担心
这一政策会影响他的“正常交流”，甚至有人因
自己不能及时升迁而慨叹“时运不济”。

这些微词听起来头头是道，实际却站不住
脚。从党规上讲，党员领导干部必须在思想上、
行动上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从党员修养上
讲，“把个人利益摆在前面，把党的利益摆在后
面”“总是患得患失，计较个人的利益”都是个人
主义的表现。而平时把干群鱼水深情挂在嘴
上，遇事拔腿就走，更是缺乏与人民群众血肉相
连朴素情感的表现。

实事求是脱贫摘帽值得赞赏。但如果是为
了个人升迁玩弄虚假脱贫、数字脱贫的把戏，不
仅严重损害群众利益，更严重败坏党和政府的
形象。此风必须严刹。

要坚定不移打赢脱贫攻坚战，必须建设坚
强、稳定的脱贫攻坚队伍。贫困县主要领导干
部，要沉得下身、沉得下心，敢于担责、敢挑重
担，心无旁骛、一心一意，扎实下真功夫、做细
活，增强“绣花”的能力，防止浅尝辄止。要切实
落实脱贫攻坚责任制，实施最严格的评估考核，
加强脱贫攻坚督查巡查，严肃查处不实脱贫现
象，推动各地以问题导向改进工作，确保脱贫得
到群众认可、经得起历史检验。 （李仁虎）

■ 叶媛媛

文明出行，是个老生常谈的话题，
其重要性不言而喻。但文明习惯如何
养成？这是城市管理必须思考的一大
难题。就海口的“双创”经验来看，笔
者以为，文明习惯不是与生俱来的，它
需要外部力量的约束和监管，同样需
要引导个人进行自我涵养、自我提升，
只有如此，文明习惯才能蔚然成风、无
处不在。

由外至内的约束监管，大多要靠
各种准则、规定来完成。在“双创”初
期，这样的准则、规定不胜枚举。从整
治电动车“八不准”，到整治机动车“三
不准”；从出台《海口市爱国卫生管理
办法》，到颁布《乱丢烟头和车窗抛物
专项整治工作方案》……一系列管理
规则的落地，目的就是要通过制度的
力量来祛除不文明陋习。更为难得的
是，制度的力量，与各个监管部门、媒
体、社会力量等联合，对不文明行为多
平台曝光，在扭转不文明风气上确实
成效显著。

然而，外部力量毕竟只是惩戒、教

育，而构建文明社会，关键在于要让
文明成为一种自觉行为，形成人人争
先的风尚，这就需要每个个人的文明
养成。涵养这种由内而外的文明气
质，就管理部门而言，首先要做好示
范引导。以海口为例，就在一年多
前，“车辆礼让行人”的文明现象并不
多见。宽阔的斑马线前，一些电动
车、机动车如“赛跑”似的，与行人抢
道。虽然三令五申，但效果却总不尽
如人意。

对此，海口的做法是，让党员干部
带头，从“小手拉大手”突围，从志愿者
示范做起，带动机动车主斑马线前礼
让行人。舍弃了大而空泛的口号宣
传，取而代之的是近在身边的以身示
范，文明习惯就在这样的示范引导中
渗透到每个家庭、每个角落。效果是
显而易见的，看看周围，斑马线前礼让
行人现象越来越多。

文明，对城市治理管理而言，至
关重要，整个城市文明素养提高了，
可有效减少治理管理的负担，同时
保持城市的井然有序。涵养城市文
明，需要内外兼修、疏堵并用，既要
强化制度的力量，惩戒不文明行为，
又要对广大市民做好教育引导，让
文明内化于心。

内外兼修让出行更文明

据报道，两高《关于办理侵犯公
民个人信息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
问题的解释》将适时发布。《解释》将
明确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定罪量
刑标准；同时包括侵犯公民个人信
息犯罪所涉及的宽严相济、单位犯
罪、数量计算等问题。

如今个人信息盗贩的疯狂程度
令人发指，“徐玉玉事件”就是一个
血淋淋的教训。侵犯公民个人信息
犯罪高发，既严重侵犯了公民个人

信息安全，又往往与电信诈骗等其
他犯罪存在密切关联，社会危害日
益突出，必须依法予以惩治。司法
实践中，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具
体定罪量刑标准尚不明确，一些法
律适用问题存在争议，两高司法解
释即将出台，为解决这些难题提供
明确的指导，希望这一举措能有力
打击个人信息犯罪，还公民一个安
心的信息环境。

（文/袁锋 图/朱慧卿）

@人民日报：近日，青岛一位60
岁老人跳海轻生并留下遗书：保健
品公司骗了他近十万元，却从未兑
现带他和老伴去巴厘岛等地旅游的
承诺。保健品诈骗已成公害，致无
数家庭破裂，乃至家破人亡，其危害
不逊于电信诈骗。徐玉玉事件后，
针对电信诈骗的依法严打，效果显
著。该像打击电信诈骗一样打击保
健品诈骗，通过联合执法、社会参
与、家庭干预，围猎保健品诈骗，还
老年人清静。

@法制日报：对电商是否应该
征税是一个“伪问题”——站在法律
的角度看，所有的生产经营活动都
应一视同仁，电商既然与线下实体
都属于经济活动，也就应同样承担
纳税的责任与义务；我国的现行税
法也并没有针对电子商务交易的特
殊规定，无论在网上销售货物还是
提供劳务，均与线下传统交易适用
相同的税法规定，并没有所谓的“免
税”待遇。

@新华网：再多的道理，都比不
上你的一心一意！静下心来，一心
一意睡觉。睡眠的地位无可替代，
你要温柔对待。3月21日是国际睡
眠日，祝小伙伴们睡个好觉，明天会
更好！ （饶辑）

微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