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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3期脱贫致富
电视夜校今晚播出

本报海口3月22日讯（记者陈蔚林 实习生
陈卓斌）第33期海南省脱贫致富电视夜校将于
3月23日在海南综合频道20点及三沙卫视20
点30分进行播出。在本期电视夜校中，白沙黎
族自治县牙叉镇五里路有机茶合作社社长符小
芳将走上讲台，将自身学习技术政策、开辟脱贫
致富道路的励志故事娓娓道来。

本期课堂中，符小芳的丈夫、合作社总经理
王见君也将来到现场，夫妇二人将一同为大家
讲述有机茶的种植技术、产品优势、市场价值
等。此外，合作社社员李耀福将给大家讲述在
加入合作社后，自己的思想观念所发生的转变；
合作社社员、返乡大学生符宇妙也将讲述自己
在合作社发展电商业务的心路历程。

本期脱贫致富电视夜校播出的同时，
“961017”脱贫致富服务热线也将继续开放和
随时受理群众诉求。节目还将继续公布最新最
热门的脱贫致富信息，有需求的群众可以多加
留意。

本报海口3月22日讯（记者金
昌波 通讯员黄冬青）省民宗委近日召
开党组扩大会议，部署安排今年民族
宗教重点工作，要求坚持“民族工作抓
团结、促发展，宗教工作抓稳定、促和
谐”的思路，务实求真，依法行政，全面
助力民族地区脱贫攻坚工作。

目前，我省少数民族贫困人口共

计12.08万人，占13个市县贫困人口
的65.06%，这是我省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的最大短板，脱贫攻坚任务非常艰
巨。会议要求，全省民族宗教工作部
门要切实履行好职责，积极指导民族
市县做好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工作，督
促、帮助市县开展少数民族发展资金
项目建设，发挥项目的示范作用。

会议指出，民族地区的优势是绿
水青山，合适发展种养业，要按照

“因地制宜，宜种则种、宜养则养”的
思路，扶持少数民族群众发展种植
绿橙、芒果、瓜菜和养殖黄牛、山羊
等种养业，以“合作社+贫困户”、“企
业+合作社+贫困户”等模式，促进民
族地区产业结构调整，使一个个符

合当地发展需求的特色产业生根发
芽、增收致富。

据了解，2017年，省民宗委将选
取自然条件较好、旅游功能较为齐全
的少数民族贫困村庄作为重点，建设
至少10个特色村寨。会议要求，要把
特色村寨建设与美丽乡村、全域旅游
结合起来，充分发挥黎族苗族独特的

民族风情，大力推动民族旅游产品开
发、民族文化传承和民俗旅游产业发
展，辐射带动周边地区旅游资源开发，
充分挖掘少数民族优秀传统文化资
源，助力全域旅游；要把特色村寨建设
与脱贫攻坚结合起来，让贫困群众获
得更加持续稳定的脱贫增收能力，实
现可持续脱贫。

本报海口3月22日讯（记者叶
媛媛）记者从今日召开的海口市政府
常务会上获悉，海口市《健康扶贫工
程实施方案》审议通过。海口将通过
一系列措施切实提高建档立卡农村
贫困人口医疗保障水平，到2020年，
实现人人享有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建
档立卡农村贫困人口大病得到有效
救治保障，个人就医费用负担大幅减
轻，因病致贫、因病返贫问题得到有
效解决。

根据方案，海口新型农村合作医
疗将覆盖所有建档立卡农村贫困人
口，并实行政策倾斜，普通门诊补偿
比例将由原来的 50%提高至 80%；
属于海口 28 类门诊慢性病管理病
种的参合建档立卡农村贫困人口
的，其门诊慢性病补偿比例将在原
有基础上提高 10%；建档立卡贫困
参合患者的新农合大病保险起付线
由 8000 元降至 4000 元；市属二三
级公立医院对建档立卡贫困人口的
帮扶力度加大，其住院医疗费用的

合规自付部门医院将承担10%的医
疗费用。

此外，海口将对市域内建档立
卡的扶贫对象按规全部实行“先看
病、后付费”诊疗服务模式。扶贫对
象住院患者在办理住院手续时，凭
本人有效身份证（或户口本）、医保
证原件、扶贫对象有关证件，与医疗
机构签订《住院治疗费用结算协议
书》后即可住院，无需缴纳任何住院
押金。

加大对贫困群体妇幼的健康
检查，也是海口健康扶贫工程的
重点工作之一。海口将对贫困群
体全面实施免费孕前优生健康检
查和地中海血筛诊、农村妇女增
补叶酸预防神经管缺陷、农村妇
女“两癌”（乳腺癌和宫颈癌）筛
查、妇女常见病普查、农村孕产妇
住院分娩补助、新生儿疾病筛查
和听力筛查等项目，推进出生缺
陷综合防治，做到及早发现及早
治疗。

琼中将打造生态旅游
脱贫工程
计划投入资金3.48亿元

本报营根3月22日电（记者郭畅 通讯员
毛景慧）记者今天从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旅游
委获悉，2017年，琼中计划投入资金3.48亿元
（其中乡村旅游建设资金 1亿元，社会资本
9600万元，金融资本1亿元，其他资金5200万
元），打造生态旅游脱贫工程暨全域旅游“奔格
内”乡村休闲项目。

据了解，该项目以构建“全域旅游”琼中蓝
图为总思路，以发展“奔格内”乡村旅游为突破
口，大力推广旅游扶贫“什寒模式”和“云湖模
式”，引导扶持贫困群众积极参与，实现生态旅
游开发助贫困群众脱贫。重点围绕东部、北
部、西部、中部、南部5大乡村旅游片区，打造
云湖、百花、中平白马岭、和平、湾岭、黎母山、
红毛、番文、仕阶和吊罗山10条“奔格内”乡村
休闲旅游精品线路，将旅游扶贫重点村庄建设
成为全省旅游扶贫示范村，争创省级乡村旅游
扶贫示范县。

本报海口3月22日讯（记者王培
琳 孙婧）近日，经省政府审定，2016年

“菜篮子”市县长负责制考核评定结果
已出炉，并通报各市县，评定结果显示，
三亚、海口排名靠前，但总体而言，全省
考核等级良好以上的市县不足30%。

据悉，去年12月23日，我省出台

《海南省“菜篮子”市县长负责制考核
暂行办法》，对市、县、自治县政府（不
含三沙市、洋浦经济开发区）市县长进
行考核，考核从各市县落实常年蔬菜基
地最低保有面积及种植情况等十项内
容进行。考核由省稳定“菜篮子”价格
领导小组办公室（以下简称省稳价办）

组织实施。年度考核被评定为“优秀”
及“良好”的，省政府在安排“菜篮子”
资金和政策时将给予优先扶持。

经省政府同意，今年1月，省稳价
办及成员单位对全省18个市县（不含
三沙市、洋浦）“菜篮子”市县长负责制
落实情况进行年终考核。近日，经省

政府审定后的2016年“菜篮子”市县
长负责制考核评定结果已由省稳定

“菜篮子”价格领导小组通报各市县。
考核结果显示，2016年，各市县

人民政府围绕“菜十条”，从生产、流
通、监管、补贴等方面全面发力，逐步
呈现出量增价稳、市场有序的良好局

面。特别三亚市、海口市分别通过成
立“平价蔬菜产销联盟”和海口市菜篮
子集团，政府调控市场能力进一步加
强，在稳定菜价上取得积极成效。

但从考核的情况看，优秀及良好等
级的市县仅5个、不足30%，各市县“菜
篮子”工作还存在很多困难亟待解决。

临高禁毒教育演讲
走进15所中小学

本报临城3月22日电（记者罗
安明 特约记者吴孝俊 通讯员王少
海）两棵苍翠的大榕树下，1000多名
学生聚精会神地听着演讲。3月21
日下午，在我省“三年禁毒大会战”全
面拉开之际，一堂“预防针”式的禁毒
教育课，走进临高县东英中心学校。

“每一种看起来格外鲜艳诱惑的
毒品，背后所隐藏的都是骇人听闻、泯
灭人性的悲惨事件和惨不忍睹的病躯
残体。”青年演讲专家张慧君通过播
放视频、图片，并结合身边的案例，发
出“远离毒品，珍爱生命”的呼吁。

张慧君为全校师生详尽分析了可
能会沾染上毒品的4种途径，提醒同
学们提高自我保护意识，莫要因为一
时好奇或自负沦为犯罪分子的利用工
具、成瘾性药物的“阶下囚”。

东英中心学校六年级学生李小民
听完演讲后，心情久久难以平复，他
说，听了这些案例很震惊，对毒品危害
也有了更清醒的认识。

据了解，从3月20日起，由临高县
委宣传部、共青团临高县委等部门共
同主办的“远离毒品 健康成长”主题
巡回演讲活动，将陆续走进临高的15
所中小学，扎牢未成年人“防毒”篱笆。

我省各地积极开展
“灭蚊防病”大行动

本报海口3月22日讯（记者符王润）3月
19日—21日，我省在全省范围内开展了迎博鳌
亚洲论坛2017年年会“灭蚊防病”大行动，以卫
生、整洁和优美的环境迎接博鳌亚洲论坛2017
年年会。

为了广泛宣传灭蚊防病工作，各市县开展
了一系列的宣传活动。3月19日上午，省爱卫
办、海口市“双创”工作指挥部、海口市爱卫办
等在海口市人民公园开展迎接博鳌亚洲论坛

“灭蚊防病”现场宣传活动，现场工作人员向市
民分发灭蚊防病宣传折页、病媒生物防制手册
等相关资料并现场向市民讲解有关知识。定
安县也举行了“灭蚊防病”大行动启动仪式，现
场共宣传和发放各类爱国卫生宣传手册8000
余份，以及以蚊媒为主的“四害”防治药物近
5000份。

据悉，在此次“灭蚊防病”大行动中，我省各
地结合实际制定好了具体实施方案，明确责任
分工，层层分解落实工作任务。各地的街道、乡
镇都层层发动，充分调动广大群众的积极性，做
到人人动手、全民参与。如陵水黎族自治县爱
卫办就组织了两支专业队伍对当地公园绿地、
城乡各种下水道进行了一次清理，并对各类重
点场所开展一次统一化学药物防制。各单位、
居民小区同时组织干部职工全面开展蚊媒孽生
地治理工作。

本报海口3月22日讯（记者邓
海宁 通讯员高珏）记者从今天召开
的海口市2017年境外航线开发及旅
游促销工作会议暨夏秋季航空旅游
信息沟通会上获悉，海口市旅游发
展委员会与四家相关企业签署《境
外航班开发合作意向书》，海口今年

计划开通10条境外航线，并按照“航
线开到哪里，宣传促销就做到哪里”
的工作思路，重点开发港澳台市场，
新加坡、马来西亚市场，日韩市场，
俄罗斯市场，澳大利亚、新西兰市场
和越南、柬埔寨、老挝市场六大境外
客源市场。

本报嘉积 3 月 22 日电
（记者邵长春 通讯员覃朝
春）随着博鳌亚洲论坛2017
年年会的临近，博鳌机场再
次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焦
点。据悉，此次年会结束后，
博鳌机场将启用新的夏秋季
航班计划。为方便广大旅客
出行，换季后，将由成都航
空、河北航空、东方航空继续
执行博鳌至成都、石家庄、南
昌的航线航班，同时增加了
博鳌至长沙的航线航班，其
他国内主要城市航线也将陆
续开通。

本报海口3月22日讯（记者邓海
宁 通讯员唐可欣 符慧）记者今天从
海口美兰国际机场获悉，3月26日起该
机场将开通贵阳至海口航线，这是目前
贵州飞往海口最早的一趟航班。

据悉，该航线由多彩贵州航空
E-190机型执飞，每周二至周日上
午07：55于贵阳起飞，09：50到达
美兰机场；11：15于美兰机场起飞，
13：10到达贵阳。此外，乘客可通
过登录航空公司官方网站购票享
受更多优惠。

该航线的开通，将进一步便利
海口与贵阳地区往返旅客的出行，
也为两地航空旅游市场带来机遇。

G98高速龙桥至机场段
可单向通行

本报海口3月22日讯（记者丁平 特约记者
周平虎）今天下午，记者从海南省交警总队了解
到，G98环岛高速白莲至龙桥段及S82联络线
改扩建工程部分路段已解除交通管制，今日起
S82段龙桥至机场段南、北半幅可单向通行。

省民宗委今年将建设至少10个特色村寨，并带动周边地区旅游开发

特色村寨建设助群众脱贫致富

海口审议通过健康扶贫工程实施方案

参合贫困人口普通门诊
补偿比例将提至80%

我省考核各市县“菜篮子”工作
三亚、海口排名前两位

海口今年计划开通10条境外航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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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毒，我们在行动

3月22日，在海口市红城湖路中国农业发展银行海口市琼山支行，
扶贫办贷绿色通道的工作人员在为群众办理扶贫金融业务。

据介绍，2016年农发行海南省分行通过构建政银企协力服务脱贫攻
坚工作格局，有效增加扶贫贷款投放，全年扶贫贷款余额109亿元，直接
或间接带动25万建档立卡贫困人口脱贫。

本报记者 陈元才 通讯员 廖怡慧 摄

农发行为扶贫办贷
开通绿色通道

海口 清莱 海口 清迈 海口 雅加达 海口 槟城

海口 马尼拉 海口 莫斯科 海口 圣彼得堡

海口 悉尼 海口 重庆 巴黎 重庆 海口 巴厘岛

博鳌机场发布今年夏秋季航班计划 美兰机场新开
贵阳至海口早航班

计划开通的10条境外航线为

南昌 博鳌，每周二、三、五、六、七各执行一班，
08：00从南昌起飞，10：30抵达博鳌，
返程 11：20从博鳌起飞，13：45抵达南昌

航班时刻

成都 博鳌，每周一、三、五、七各执行一班，
13：05从成都起飞，15：35抵达博鳌，
返程 16：25从博鳌起飞，18：50抵达成都

石家庄 长沙 博鳌，每天一班，
09：05从石家庄起飞，经停长沙，14：20抵达博鳌，
返程 15：00从博鳌起飞，经停长沙，19：45抵达石家庄

航线开通

一、东向西往白莲方向：丘海至机场段
已解除交通管制，恢复了正常通行。

二、西向东往机场方向：机场至龙桥段
已于今日解除交通管制，恢复了正常通行；
龙桥至丘海段预计2017年5月15日解除
交通管制，恢复正常通行。制图/杨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