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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邓钰 通讯员 邓积钊

4 月 13 日，在屯昌枫木镇枫木
洋，碧绿的苦瓜藤爬满支架，光亮饱满
的苦瓜挂满枝头，田间地头尽是农户
们采收苦瓜的忙碌身影。

“今年苦瓜又丰收，个大味美，
特别受欢迎。”岭仔村的贫困户谢进
霞从瓜藤上麻利地摘下一个个苦

瓜，不一会儿的工夫，竹筐已经塞
满。“这已经是今天摘的第二筐苦瓜
了，每斤收购价两块多，这样一筐最
少能卖一百多！”谢进霞脸上露出灿
烂的笑容。

过去，谢进霞家靠种植水稻谋
生。一家人守着一亩半的薄田，春耕
种，夏犁田，废了不少力气，秋收时却
回报甚微，年收入从未突破千元。

去年，枫木镇积极推进脱贫攻坚
工作，扶持贫困户种植苦瓜代替水稻，
提高种植效益。去年11月，正值苦瓜
的最佳种植季节，谢进霞从村里领回
免费瓜苗，小心翼翼地在田间播种。
浇水、施肥、插架引蔓……虽是种植新
手，却做得有板有眼，她说：“扶贫干部
把苦瓜专家请下田，组织苦瓜合作社
定时给贫困户上课，掌握种植技术一

点也不难。”
今年4月，苦瓜终于成熟。为了

解决瓜农们的销路问题，枫木镇举行
了盛大的苦瓜文化节。四面八方的客
商涌入枫木洋，苦瓜田边停满了收购
的货车。

如今，采摘季还没结束，谢进霞的
苦瓜已经卖出了近万元，脱贫的日子
近在眼前。“种植有扶持，丰收有销路，

苦瓜种出了‘甜’日子。”谢进霞说，今
年，政府又给她扶持了800株苦瓜苗
和10包肥料，她要将这“脱贫苦瓜”种
得更好。

现在，枫木镇的苦瓜产业越做越
大，全镇苦瓜种植面积达8500亩，亩
产6000斤-7000斤，全年将上市2.5
万吨，年产值将达9350万元。

（本报屯城 4月 13 日电）

儋州投入1.85亿元
15个村整村推进脱贫

本报那大4月13日电（记者易宗平 通
讯员王敏权）儋州15个建档立卡贫困村，迎
来新的发展机遇。儋州最新推出2017年脱
贫攻坚实施方案，将投入1.85亿元，将15个
贫困村整村推进摘除“穷帽”。

据了解，儋州今年从多方面帮扶这些贫
困村：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确保15个贫困
村畅通水泥硬化路，实现自来水全覆盖，实
施农电改造巩固提升工程；在人员配备方
面，确保每个贫困村互联网信号全覆盖，并
配备1名以上信息员，确保每个村都有文化
室和卫生室，每个村都配备1名村医；在环
境改造方面，开展贫困村环境卫生和村容村
貌整治，实施绿化、美化、亮化工程，把贫困
村纳入旅游扶贫示范点和美丽乡村建设；在
产业扶贫方面，成立特色产业专业合作社，
培育壮大集体经济，带动整村推进脱贫，抓
好精准帮扶，确保贫困人口发生率控制在
2%以下。

儋州市有关负责人说，整村推进建设项
目所涉及的职能单位，要主动承担项目建设
任务，合力攻坚，确保这些贫困村如期实现脱
贫“摘帽”目标。

琼中为“第一书记”
购买疾病意外保险

本报营根4月13日电（记者郭畅 通讯
员毛景慧）日前，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为全县
77名驻村“第一书记”购买了每人840元/年
的重大疾病和人身意外伤害综合保险，共支
付保险金64680元，参保干部在一年内若发
生重大疾病、重大意外等事故，每人最高可获
得233.6万元保险赔偿。

据了解，琼中为“第一书记”建立了
疾病身故、意外身故、意外伤残、重大疾
病、重症监护津贴等保障服务项目，切实
解决“第一书记”在疾病和人身意外等方
面的后顾之忧，让“第一书记”能够沉下
身、安下心，扎实开展脱贫攻坚工作，更
好地服务群众、造福百姓，当好农村发展

“带头人”。

■ 侯小健

近日，在海南大学等帮扶单位的帮
助下，多家爱心企业到东方市大田镇乐
妹村认购南瓜7.4万斤。另悉，五指山
市旅游烹饪协会10家企业近日与五指
山市水满乡水满村贫困户签订了农副
产品收购协议，决定长期收购水满村贫
困户的水满鸭、五脚猪等农副产品。

透过以上案例，不难看出，只要社
会各方开动脑筋，多给贫困户搭把手，
就能拓宽其农产品销路，让其收获真
金白银，解除其后顾之忧，反过来又能
增强贫困户发展产业的动力，使扶贫
真正扶出实效。

产业扶贫是帮助贫困群众甩“穷
帽”、拔“穷根”的根本路径。然而，长
期以来，由于农产品信息不畅，销售渠
道单一，导致部分农产品销售不畅，制
约着贫困户脱贫致富。从某种程度上
说，“信息不对称”是农产品“滞销、卖
难”的根源。将产品顺利销出去，是贫

困户发展产业的初衷，也是产业扶贫
有成效的标志，因而，产业扶贫最关键
的问题是如何帮助贫困户拓展市场渠
道，解决产品销售难题。

其中很重要的一点，是要求政府部
门及社会各方创新扶贫方式，搭建起购
销双方的桥梁。在注重传统销售渠道
的同时，开辟新的销售渠道，尤其要发
挥“互联网+”的优势，使特色农产品销
售搭上电子商务快车。同时，通过微
店、微信群发动更多的社会人士和爱心
志愿者加入到“随手帮”“顺路带”模式
中来，让“线上+线下”的方式成为解决
贫困户产品销路的良方。

政府部门还可选择合适的方式设
立扶贫产品推介部，通过收集扶贫产
品信息、贫困户基本信息、市场动态信
息、消费者求购信息等，消费者可通过
推介部的介绍，上门购买或电话订购
产品，使推介部成为贫困户的“农产品
经纪人”，以此拓宽扶贫产品销路，让
农户增收致富。

屯昌枫木镇扶持种苗、技术和销路，引导贫困户发展特色产业

苦瓜满田头 百姓尝甜头

众人合力搭把手
为扶贫产品广开销路

扶贫快语

4月13日，在定安县定城镇谭黎村，村民将采摘的丝瓜打包装箱，准备运往广
东、广西以及香港地区销售。据了解，去年当地政府鼓励村民种植丝瓜，全村36户
贫困户，每户都得到1200株瓜苗的补贴，今年丝瓜丰收，让贫困户看到脱贫希望。

本报记者 陈元才 通讯员 黄祥 摄

种下免费瓜苗
收获脱贫希望

广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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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 平 天津肿瘤医院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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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 虹 中南大学湘雅医院院长
季加孚 北京大学肿瘤医院长
白志勤 海南省医院协会会长
唐金海 江苏省人民医院院长
罗荣城 南方医科大学肿瘤中心院长
李灼日 海南省人民医院院长
杨毅军 海口市人民医院院长
李 丽 海南医学院附属医院院长
肖劲逐 海南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院长
刘湘国 湖南省肿瘤医院院长
陈万青 国家肿瘤防治研究办公室副主任

徐秀玉 海南省肿瘤医院院长
白志明 海口市人民医院原院长
柏 和 辽宁省肿瘤医院原院长

鲍缦夕 海南武警总队医院原院长
曾 渝 海南医学院副院长
陈宝英 北京妇产医院原院长
陈小勇 海南省三亚中医健康旅游协会会长
陈正义 海口市人民医院消化科主任
丁 黔 中国非公医疗协会肿瘤专业委员会副秘书长
高继河 解放军总医院海南分院副院长
胡炳强 湖南省肿瘤医院原医院院长
黄奕江 海南省人民医院呼吸科主任
李定纲 北京陆道培血液病医院院长执行院长
刘爱国 安徽济民肿瘤医院院长、中国非公医疗协会

肿瘤专业委员会秘书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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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望清 中山肿瘤医院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
王 顺 海南医学院附属医院放疗科主任
王光伟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八七中心医院副院长
王绿化 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副院长
王远东 广州医科大学附属肿瘤医院原院长
吴剑鹏 南方医科大学中西医综合医院拓展部副主任
吴令英 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妇瘤科主任

夏立平 海南医学院附属医院副院长
徐 波 中华护理学会肿瘤分会主任委员
徐克成 广州复大肿瘤医院院长
徐元元 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总经济师
张居洋 徐州肿瘤医院院长
赵 强 天津市肿瘤医院副院长
郑进方 海南省人民医院肝脏及器官移植外科主任
周纯武 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原副院长

中国癌症基金会副秘书长
周晓庆 苏州明基医院院长
刘 巧 海南省皮肤病医院名誉院长
赵建农 海南省人民医院副院长
郑南生 海南省中医院副院长
郝新宝 海南医学院常务副院长
何 韵 中山肿瘤医院院长助理
王 艾 中国医科院肿瘤病医院副院长
李晔雄 中国医科院肿瘤医院放疗科主任
徐兵河 中国医科院肿瘤医院内科主任
王贵齐 中国医科院肿瘤医院腔镜科主任
万经海 中国医科院肿瘤医院神经外科主任
于胜吉 中国医科院肿瘤医院骨科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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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省肿瘤防治专家指导委员会名单

海南省肿瘤医院暨海南省肿瘤防治中心是一家集医、教、研为一体的非营利省级三甲肿瘤专科医院，医院作为全省专业的肿瘤防
治机构，拥有温馨舒适的就医环境、国内外权威的专家团队、国际领先的诊疗技术、世界先进的医疗设备，全心全意为患者服务。

医院设有床位1200张，拥有完善的肿瘤专科学科体系，设有12个临床科室和12个医技科室，有高级别分子影像中心和分子病理中
心，并已成为海南省医保、新农合定点医疗机构，海南省民政厅肿瘤大病救助指定单位和与新农合、中国人寿、平安保险签订肿瘤大病商
业保险的医疗机构。医院正在开展JCI国际认证工作。医院作为海南医学院附属肿瘤医院，承担为海南省培养肿瘤专业人才的工作。

海南省肿瘤医院填补了海南省没有肿瘤专科医院的空白，结束了岛内肿瘤患者出岛求医的历史。

海南省肿瘤医院
——海南老百姓值得信赖的省级肿瘤专科医院。

地址：海口市西海岸长滨西四街6号
电话：0898-36379999

全国肿瘤防治周 4月15日-21日

积极开展肿瘤防治，早诊早治，专病专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