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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亚食品厂
安置区9栋楼交房
首批433户棚改居民将搬新家

本报三亚4月8日电（记者林诗婷）“终于
拿到钥匙啦！”4月8日上午，在三亚市食品厂
安置区南区，棚改户张志海开心地接过安置房
的钥匙。经过3年多的建设，该厂安置区南区
的9栋楼于日前完工交房，433户棚改居民将
搬新家。

据悉，三亚市食品厂为该市较早的棚改项
目。2013年，为进一步保障民生，三亚着手启
动该片区棚改工作，通过综合改造整治、新建安
置房，改善该片区的基础设施、公共服务配套。
据介绍，该棚改安置区项目总用地面积为6.2
万平方米，总建筑面积为32.1万平方米，预计
投资13.8亿元，安置该片区2040户棚改居民，
同时还将配备商业设施、停车场、敬老院、幼儿
园、社区医疗服务中心等配套设施，全面提升该
片区功能品质。

“首批安置区南区的9栋楼已全面完工，其
中包括1栋居民社区服务大楼及8栋安置楼，
累计完成投资6.3亿元，共建有安置房源1148
套，首批433户棚改居民将陆续办理交房手
续。”三亚市天涯区朝阳社区相关工作人员陶启
裕介绍，北区项目正在有序推进中，建筑面积为
15.3万平方米，预计今年6月开工建设。

我们身边的雷锋

三亚实现精准教育扶贫全覆盖

建档立卡贫困家庭子女
“全上学全资助”

本报三亚4月8日电（记者孙婧）记者从三
亚市相关部门获悉，截至目前，三亚已建立起完善
合理的教育资助体系，确保建档立卡贫困家庭子
女“全上学、全资助”，实现精准教育扶贫全覆盖，
阻断因学致贫和贫困代际传递。

当前，三亚已建档立卡的贫困户有1060户
4567人。按照“定点帮扶，不落一户，困难资
助，不落一生”的要求，三亚教育部门对所有建
档立卡贫困家庭的在校就读学生，从学前教育
至高等教育将给予全程资助。

此外，在义务教育和高中阶段，建档立卡贫
困生还免除学杂费、课本费、作业本费、住宿费；
中职阶段免除学费、课本费、住宿费。

据了解，三亚早在2012年就实施了义务教
育阶段“五免一补”（五免：学杂费、课本费、作业
费、教科书费、住宿费；一补：生活补助）；普通高
中实施“四免一补”（四免：学费、课本费、作业
费、住宿费；一补：助学金）；中职教育实施“三免
一补”（三免：学费、课本费、住宿费；一补：助学
金）的惠民政策。

东方脱贫致富电视夜校
“固定课堂”开课

本报八所4月8日电（记者罗安
明 通讯员符才丽）4月7日上午，东方
市委组织部、市委党校、市扶贫办联合
举办的2017年全市脱贫致富电视夜
校“固定课堂”正式开班上课。

据了解，“固定课堂”主要针对帮
扶干部脱贫攻坚意识不强、思路措施
不力、帮扶能力有待提高等诸多问题
进行强化培训，重点向学员讲授生态
补偿政策、教育扶贫政策以及领导如
何苦抓脱贫、干部如何苦帮、群众如何
苦干等方面的知识。

本报营根4月8日电（记者郭畅
通讯员朱德权 陈欢欢）4月7日一早，
在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长征镇烟园村，
蚕农们正忙着将今年收获的第一批“致
富蚕茧”装袋，送往乡镇蚕茧收购站。

“今年我家种了5亩桑树，第一批
养殖了1.6张蚕，预计能收获150斤蚕
茧，按照每斤16元的市场价计算，这个
月就能挣2400元。”村民黎德民把一袋
袋蚕茧扛到农用车上，乐滋滋地向记者
算着他的“致富账”。

“从3月20日开始养第一批春蚕，
短短半个月时间，蚕宝宝就吐丝成茧，意
味着各村的蚕农有了今年第一笔可观收
入。”长征镇农业技术指导员盘明卫说。

记者跟随黎德民来到长征镇蚕茧收
购站，工作人员熟练地将蚕农带来的蚕
茧分批装箱、抽检烘干、制定品级。蚕农
们在一旁静静等着，企盼着半个月的辛
勤付出，能换来“第一桶金”。“今天蚕茧
最高收购价达到每斤22元，蚕茧质量越
好，价格就越高。”收购站质量检测员说。

“我家的蚕茧已被收购，比预计多

出26斤，因为蚕茧质量好，收购定价为
每斤 21.25 元，比预计的收入多了不
少。”没多久，黎德民笑容满面地与大家
分享着自己的喜悦心情。他感慨道，近
两年，政府帮大家盖蚕房，补贴蚕苗，手
把手地教授养殖技术，有了政府帮扶，
才有了今天的好日子。

据了解，2016年，黎德民靠发展种
桑养蚕业，年收入近两万元，不仅摘掉了

“贫困帽”，还被评为全县的“脱贫之星”。
有着“短平快”特点的种桑养蚕业，

是琼中各乡镇村民的增收新亮点，
2016年，全县种桑养蚕业涉及10个乡
镇3600多户农户，其中贫困户达768
户。全县饲养蚕苗2.2万张，综合效益
达到4000多万元。

“种桑养蚕业已成为琼中促进农业
增效、农户增收、实现精准扶贫的主导
型特色产业。”琼中桑蚕办负责人介绍，
2017年，琼中全县种植桑园面积达2
万多亩，今年全县首批共养殖春蚕500
张，按照平均收购价估算，第一批蚕茧
销售金额将超过100万元。

琼中今年首批春蚕茧上市
全县第一批共养殖春蚕500张，预计销售金额将超100万元

我省对136名
驻村第一书记进行培训

本报营根4月8日电（记者郭畅 通讯员
陈欢欢）记者今天从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委组
织部获悉，4月8日至4月10日，我省海口、琼
海、文昌、万宁、五指山等10个市县选派到各市
县贫困村任职的136名驻村第一书记，在琼中
开展为期3天的培训交流活动。

据了解，此次活动由省委组织部、省扶贫
办主办，旨在通过培训提高全省驻村第一书
记的政策理论水平，提升履职及服务能力。
针对工作中遇到的重点难点，主办方有针对
性地制定了培训内容，涵盖了扶贫政策、农
村建设、农业发展、村级管理、工作经验等各
方面。

据悉，此次培训活动还将组织各学员分组
讨论“如何当好第一书记”“驻村第一书记‘三
农’政策”等内容。通过交流经验，探索更优质
的发展思路和举措，为海南脱贫攻坚战砌起坚
强堡垒。

4月7日，琼中烟园村村民黎德民卖出2017年第一批蚕茧，开心地数着手里的钞票。
本报记者 陈元才 通讯员 朱德权 秦海灵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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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5日，位于陵水黎族自治县文罗镇的陵水特殊教育学校工地，主体建筑已经封顶。
陵水特殊教育学校占地31.94亩，总建筑面积9665.76平方米。项目于2016年11月25日开工，目前主体建筑已经

封顶。预计今年7月底前竣工验收交付使用，9月招生开学，规划特殊教学规模为16个班（12人/班），以解决当地和周边
市县特殊儿童的接受教育问题。

据悉，陵水教育投入力度持续增加，2016年投入6.7亿元用于教育发展，2017年计划投入7.2亿元用于全县117所
涉及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学校。 本报记者 武威 通讯员 陈思国 摄

陵水特殊教育学校
主体建筑封顶

预计9月开学

海口交警发布今年一季度
交通分析报告——

每天18时最拥堵

本报海口4月8日讯（记者丁平
特约记者陈世清 通讯员李盛兰）海口交
警支队日前发布的《海口市2017年前3
月交通分析报告》指出，前3个月，海口市
拥堵时间最长的道路为G98海南环线高
速（由南向北）、红城湖路（从兴丹路到
龙昆南路）、中山南路（从椰海大道到高
登西街）、G1501海口绕城高速（从海南
环线高速到机场互通）、G1501海口绕
城高速（从机场互通到海南环线高速）。

通勤日早高峰最拥堵的5条道路
为甸昆路（从海甸五西路到龙昆北
路）、海府一横路（从滨江路到海府
路）、海甸五西路（从人民大道到碧海
大道）、红城湖路（从兴丹路到龙昆南
路）、龙华路（从海秀中路到长堤路）。

通勤日晚高峰最拥堵的5条道路
为海秀中路（从龙昆南路到海秀西路）、
中山南路（从椰海大道到高登西街）、琼
州大道（从海口联络线出口到红城湖
路）、红城湖路（从兴丹路到龙昆南路）、
丘海大道（从丘海互通到滨海大道）。

在过去3个月中，18时是一天中
最拥堵时刻。

专家学者齐聚海南
探讨中华传统文化

本报定城4月8日电（记者王玉洁 通讯
员赵锐 实习生王晓庆）4月8日至10日，来自
中国社科院、北京大学、四川大学、武汉大学等
高校研究中华文化的专家学者汇聚定安县文笔
峰玉蟾宫，探讨中华传统文化对人类相处以及
自处之道的有益启示。

与会专家学者纷纷认为，传承中华文化，发
挥优秀传统文化的积极作用，对化解文明冲突、
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有着积极影响。

保护与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大家的
共识，他们不断追求全新的中华传统文化传播
方式，意在通过打造“互联网+”传播平台、举办
有奖征文比赛等多种途径，担起传播中华传统
文化的责任。

据悉，活动期间，海南玉蟾宫还将举办系列
文化活动，打造本土文化品牌，推动传统文化
建设。

■ 本报记者 邓钰 特约记者 司玉

“大爱是一种贴着心的力量，这种
力量让人们互相关怀，使社会变成一
个温暖的港湾。”这是定安爱心协会副
会长王沸健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正
因懂得大爱的力量，王沸健积极投身
公益事业，将大爱与温情送至定安的
大街小巷和各个乡镇村庄。

从2005年第一次组织公益行动
开始，王沸健就喜欢上了这项“事业”。

那年，他偶然得知，老家定安县定城镇
的困难户吴大婶骑车摔伤，造成脑出血
却无钱医治，他主动通过网络平台发起
捐款倡议，汇集了各界爱心力量，为吴
大婶筹到医疗善款，及时得到救助。

“一个人的力量有限，一群人的爱
心却可挽救生命。”王沸健说，受到此
事启发，他决心将定安的爱心人士聚
集起来，凝聚慈善力量，让无助者在苦
难面前拥有坚强前行的力量。

此后，王沸健时常通过网络在定安
组织爱心活动。在他的努力下，越来越
多的爱心人士参与到公益行动中，让困
难群众获得了宝贵的帮扶与温暖。

2015年，为了使爱心活动合法
化、规范化、透明化，王沸健出资3万
元，正式注册成立了定安爱心协会。
协会成立后，得到社会各界积极响应，
善心善行在定安蔚然成风。

今年2月，定安县龙河镇西坡村，
贫困大学生王玲本应早早返校，却因
父亲患上严重的肝病，决心放弃学业，
打工为父亲筹集治病钱。她的遭遇受
到了定安爱心协会的关注，经过协会
广泛动员，三百余名爱心人士积极响
应，为她筹集助学善款和父亲的治病
费用共3.7万余元，并每月为她提供
500元的生活资助。

从王沸健手中接过善款的那刻，
王玲哽咽地说道：“爱心人士的善行，
不仅为我延续了学业，更挽救了父亲
的生命，这大爱之暖永生不忘。”

善心善行暖人心，大爱如潮催春
暖。受到爱心协会资助的人并非只有
王玲。据了解，定安爱心协会成立以
来，以“敬老、助学、济困”为宗旨，在全
县各乡镇开展关爱帮扶行动，每年援
助、帮扶的孤残病弱困难者达数百人，
贫困生数十人，迄今募捐的善款与物
资价值逾百万元。

“人们的善心需要凝聚，更需要呵
护，才能让它如同火把越烧越旺。”王

沸健说。为了让善心不寒心，王沸健
与会员们一起为爱心协会制定了严格
的规章制度，每次对求助信息都会进
行仔细甄别，实地调查求助者的家庭
情况，并走访相关部门了解实情，直到
确认求助信息真实可靠，在制定详尽
的救助方案后，才会向社会筹集善
款。此外，善款使用信息和用途去向
也会在网站上全程公布。

如今，爱心协会的会员已从最初
的100人，发展到现在的800余人。
定安的民间公益力量愈发壮大，越来
越多人奉献出自己的爱心，让这座城
市更加温暖。（本报定城4月8日电）

王沸健发起成立定安爱心协会，迄今已为困难群众募捐善款物资逾百万元

善心善行暖人心 崇德之城爱如潮

本报椰林4月8日电（记者苏庆
明 通讯员陈思国）就业是帮助贫困
户脱贫最有效的途径之一。日前，陵
水黎族自治县出台了就业扶贫十二
条举措，加大财政支持力度，通过设
立公益性岗位、鼓励各类生产经营主
体吸纳贫困户就业、扶持贫困户创业
等举措，确保每个有劳动力的贫困户
家庭至少有一人就业。

根据这一方案，陵水将在全县
116个行政村每个村开发治安巡查
员、水电工等岗位用于安置贫困户家
庭劳动力。同时，开发150个公益性
岗位用于解决全县城镇零就业家庭
成员和就业困难人员的就业问题。

据了解，吸纳贫困户就业的企业
及农民专业合作社、种养大户、家庭
农场、农村电商等非企业生产经营主

体，为贫困户免费提供相关技能培训
和食宿的指定培训点，组织贫困户到
企业就业的经营性人力资源服务机
构、劳务经纪人，均可获得到政府补
贴。补贴数额按帮扶人口数计算，例
如，每吸纳一人就业，可获得1000元
补贴；通过培训使他们得到电工证、
驾驶证等证书的，将获得4400元/人
的补贴。这意味着帮扶的人数越多，

得到的补贴越多。
在促进创业方面，陵水县政府将

对创办领办创业实体的贫困户给予
奖励，对个人创业贷款予以贴息。此
外，“十二条举措”还明确将对贫困户
家庭应届毕业生给予求职创业补贴，
继续实施每两个月在县城举办大型
招聘会、每个月在乡镇轮流举办扶贫
专场招聘会等举措。

陵水出台就业扶贫十二条举措
确保有劳动力贫困户家庭至少一人就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