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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定城4月27日电（记者邓
钰 特约记者司玉 通讯员薛陶陶）“来
了！水真的来了！”今天，在定安县富
文镇高塘村大舟村民小组一处农田
边，随着潜水泵高速运转，一股股活水
从幽深的地底喷涌而出，蹲守在出水
口的村民江世充惊喜地喊出声来。

“盼了这么久，深井真的打通了。”
看着眼前的情景，江世充有些激动，因
为村庄限时供水的日子就快结束了，近
300人的饮水困难问题很快将解决。

临近火山地区，贫困村高塘村有
着典型的喀斯特地貌，且属于白垩系
红层地质，地底岩层厚且硬，找水难度
大，全村2300余人中约有1400人存
在饮水严重困难问题。“早上9点才来
水，下午4点不到就停水，日常用水都
成问题，也吓退了不少想投资的企
业。”江世充说，由于村里长期缺水，村
委会只能限时供水，村民常到远处的
龙州河取水。“村里也试着打过几口
井，但都是出不来水的枯井。”

要解决村庄的发展问题，必须为村
民引来不竭活水。去年，海南省政府研
究室成为了高塘村的定点帮扶单位，在
走村入户调查中，了解到村民们缺水之

困后，决心协调各方资源，为村庄找水。
去年9月，省政府研究室多方筹措

资金20万元，协调省地质局组成勘探队
在村里找水。经过连续半年的野外调
查，勘探队通过开展岩芯取样、地球物理
勘探工作，全面调查了高塘村的水文地
质条件，并在其中文龙、大舟、高塘和木
水共4个自然村找到了深层地下水源。

水源带来了希望。为解决资金短
缺问题，省政府研究室进一步协调省
水务厅和海航集团慈航基金会，筹集
了 200万元打井专项资金。今年 3
月，施工班组进驻大舟村，安置钻机、
潜水泵和发电机等设施，昼夜不停地
开展打井抽水工作，终于在开凿至地
下325米时，获得了稳定优质的水源。

“经过测算，大舟村的扶贫井每天
可供水144吨，能解决近300人的用
水问题。”施工单位海南省地质调查院
负责人介绍，剩余3口水井将在年内
陆续打通，到时可以解决整个高塘村
的生活生产用水难题。

在水井施工现场，忙碌的施工人
员仍未停歇，他们在定安县水务局的
指导下，紧张地进行采集水样，测量水
位，为铺设自来水管网作准备。

“我们将尽快完成后续工作，让村
民用上自来水。”定安县水务局副局长

黄朝燕表示，该县将整合扶贫资金和
水务资金，安装水泵、泵房和输水管道

等配套设施，铺设完善的自来水管网，
让更多百姓早日喝上安全放心水。

多方协力帮助定安大舟村解决用水难题

325米深井打通 近300人用水不再难

海口开展“菜篮子田头大讲堂”

让贫困户学到实用技能
本报海口4月27日讯（记者郭萃 通讯员

林晓婵）4月26日，由海口市菜篮子集团与中
国热带农业科学院环境与植物保护研究所联合
举办的第一期“菜篮子田头大讲堂”在琼山区三
门坡镇大荒洋基地正式启动。

首堂课上，热科院环植所副研究员邢楚明
教导贫困户如何在风险来临时保障收益，并教
会他们如何解决生产中遇到的实际问题。

据了解，海口市“菜篮子田头大讲堂”将采
取“科研院所（农业学校）+菜篮子集团+农户
（贫困户）”的方式，通过农业技术技能培训，提
高贫困户和当地农民的技术和专业知识。

省脱贫攻坚文艺轻骑队巡演走进屯昌

村民享受“文化大餐”
本报屯城4月27日电（记者邓钰 通讯员

邓积钊）近日，省脱贫攻坚文艺轻骑队第三轮巡
演的第一站走进屯昌县乌坡镇坡心村，为村民
送去精彩文化大餐。

演出现场，歌唱、相声、魔术等精彩节目轮
番上演。根据基层素材创作的相声《穷亲戚》，
讲述了扶贫干部与贫困户结帮扶对子，千方百
计为其找路子脱贫致富的故事。

主办方表示，希望通过文艺演出的方式助
力脱贫攻坚，引导农民脱贫致富。

扫码看定安大舟村打通深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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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舟村村民在查看刚钻出来的井水。 本报记者 邓钰 通讯员 王聘钊 摄

白沙今年将投入4000余万元

资助万名贫困家庭子女
本报牙叉4月27日电（记者刘笑非 特约记

者王伟 通讯员陈权）记者近日从白沙黎族自治县
教育局获悉，2017年白沙计划投入超过4000万
元，资助全县1万余名贫困家庭子女上学。

目前，白沙全县建档立卡贫困家庭子女在
校生共有8249人，在全县20493人的贫困人口
中占有较大比例。今年，白沙将继续加大教育
精准扶贫资金投入力度，计划投入超4000万
元，资助包括建档立卡贫困家庭子女在内的万
余名寒门学子上学，同时将在县内高中就读的
贫困家庭子女每人每年资助金额提升至4500
元，在县内中职学校就读的每人每年则能享受
到5500元资助。

■ 本报记者 刘梦晓
通讯员 卓琳植 陈王丽

近日，万宁市北大镇民丰村贫困
户文芳燕家里饲养的450只山鸡出
笼，换来了9000多元的纯利润。

文芳燕家中有5口人，平时和丈
夫黄胜明靠打零工赚生活费。去年年
底，文芳燕在北大镇政府的帮助下，从
一品山鸡专业养殖合作社领取了400
多只山鸡苗。经过4个多月的精心饲
养，如今，山鸡一卖，家里的情况大大
改善，一家人对脱贫致富更有信心了。

陈海清是一品山鸡专业养殖合作
社的负责人，2016年，陈海清想扩大

养殖规模，但苦于缺乏资金。恰逢此
时，万宁市民宗局和北大镇政府多处
考察，为民丰村27户贫困户寻找脱贫
办法。陈海清和扶贫干部们一拍即
合，决定以“合作社+贫困户”的帮扶
模式，带动民丰村具有养殖条件的18
户贫困户养殖山鸡。

2016年 11月底，万宁市民宗局
和北大镇政府为一品合作社提供41

万元扶持资金，帮助合作社实行规范
养殖。合作社原则上为贫困户每户每
人提供150只山鸡种苗，并免费帮其
建设鸡舍、实时跟踪养殖情况、定期对
贫困户进行技术指导等。

为了保证鸡肉的高品质，在合作
社的选址上，陈海清选择了空气清新、
水源干净的山上。山中的槟榔林下有
各种肥硕的虫蚁，能供山鸡食用。在

喂养方法上，合作社的山鸡主要吃玉
米、红枣、稻谷、椰子和红薯，再搭配少
量饲料，这样养出来的“槟榔鸡”比普
通鸡肉口感要好。

“这些养殖的方法和技术也都由专
业技术人员指导，向贫困户传授，让大家
都能养出更有特色的优质山鸡，尽最大
能力帮助贫困户摆脱贫困。”陈海清说。

一只山鸡养殖周期为4个月，出

笼后合作社便以每只45元的固定价
格回收，扣除饲料成本22元，每只山
鸡收益23元，每人纯利润可达到3450
元。假如一户贫困户家有5人，那么一
个养殖周期下来最高能收入1.7万元。

下一步，村里计划把一品山鸡打
造成民丰村的“一村一品”，让山鸡产
业带动更多村民富起来。

（本报万城4月27日电）

万宁民丰村通过“合作社+贫困户”模式发展产业

养山鸡让贫困户看到脱贫希望

本报海口4月27日讯（记者陈
蔚林 通讯员云慧明）经省政府同意，
近日，省教育厅、省发改委联合印发了
《海南省教育事业发展“十三五”规
划》，确定了“十三五”时期教育改革发
展的总体要求、主要任务、保障措施等。

《规划》指出，“十二五”期间，我省
教育普及程度进一步提高，教育公平
步伐明显加快，整体办学水平持续提
升，师资队伍建设显著加强，教育保障
条件明显改善，体制机制改革不断深
入，教育对外开放继续扩大，基本完成

“十二五”教育事业发展的主要目标，

进入“促进公平、提高质量、调整结构、
突出特色”的发展新阶段。

《规划》明确，到2020年，我省教
育事业发展主要指标达到全国中等偏
上水平，基本建成现代教育体系，教育
现代化取得重要进展，为海南经济社
会发展和产业转型升级提供强大的人
才和智力支撑。

具体目标任务有：第一，十五年基
本教育基本普及。基本普及学前教
育，学前三年毛入园率达到86%。义
务教育巩固率达到95%，高中阶段毛
入学率达到90%以上。

第二，高等教育结构更加优化。
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50%左右，应
用型、复合型、创新型人才培养比例大
幅度提高。高校科学研究水平和服务
地方能力明显增强。

第三，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基本形
成。职业教育布局、结构、规模更加合
理，办学特色更加鲜明。全省中等职
业学校在校生达到16万人，专科层次
高等职业教育在校生达到9万人，从
业人员继续教育达到250万人次。

第四，建设学习型社会。高等学
校和职业院校向全体社会成员全面开

放，从业人员继续教育参与率达到
50%以上，经常性参加教育活动的老
年人口比例达到20%以上。

第五，推进教育信息化。全面普及
信息技术教育。光纤宽带接入学校比例
达到100%，中小学校教室多媒体配备
比例达到100%，“优质资源班班通”覆盖
率达到100%。“互联网+教育”加快发展。

第六，扩大教育对外开放。来琼
留学规模达到4000人，学历教育占比
达到25%以上，5%左右的高校毕业生
有赴境外交流、访学经历。高校引进
海外高层次人才增长50%以上，专业

教师中具有海外研修经历的达到
20%以上。与境外尤其是“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教育双向合作与交流全面推
进。举办海南大学国际旅游学院，新
建1-2所孔子学院（课堂）。

第七，加快人力资本积累。新增劳
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达到13.5年，其中
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达到90%。教育
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16%以上。

省教育厅将成立海南省教育领域
综合改革和“十三五”规划推动工作领
导小组，完善统筹推进我省教育领域
综合改革和《规划》落实的工作机制。

我省出台教育事业发展“十三五”规划

到2020年基本普及15年基本教育
定安对村“两委”干部
警示教育全覆盖

本报海口4月27日讯（记者刘操 通讯员
张笃鹏）记者今天从海南廉政网获悉，定安县
纪委日前举办村（社区）“两委”干部“微腐
败”警示教育轮训班，对全县村（社区）731名

“两委”干部开展全覆盖式的“微腐败”警示
教育。

轮训班运用该县龙湖镇村干部私分征
地补偿款案、龙河镇村干部索取危房改造
好处费案、定城镇村干部骗取退耕还林款
案等发生在群众身边的“微腐败”典型案
例，对产生的原因、特点、危害等方面进行
详细分析，促使新任村（社区）“两委”干部
时刻保持警钟长鸣，自觉严以律己和认真
履行工作职责。

陵水出台重点项目管理办法

全程跟踪督办
审批提速70%以上

本报椰林4月27日电 （记者林晓君）日
前，陵水出台了《陵水黎族自治县重点项目管理
办法》，要求对被列入年度重点项目投资计划的
项目，实行全程跟踪督办，并在规定审批时限
内，提速70%以上。

据悉，陵水将对全县重点项目建设实行包
括前期工作、行政审批、资金计划、建设工期、工
程质量及督促检查、考核奖惩等方面的全过程
管理，并实行一年一申报制度，每年9月1日开
始申报，11月1日结束。

《办法》明确，对被列入年度重点项目投资
计划的项目实行项目清单管理、绿色审批通道
和按周督办通报的审批机制。重点项目用地、
用林、用海指标应当优先保障基础设施、社会民
生工程、生产性项目。

《办法》要求，政府投资的重点项目依法实
行招投标制；社会投资的重点项目，除了法律
法规另有规定外，原则上由项目业主自行确定
招标及招标方式。对侵占、挪用、截留建设资
金、设备储备金的，依法追究行政责任和法律
责任。

此外，陵水将对重点项目实行动态管理，每
个季度检查、调整一次。对重点项目推进有力、
管理规范、目标完成好的项目单位，给予奖励表
彰；对推进不力、进度严重滞后的项目单位进行
批评问责。

俯瞰位于海口市学院路东侧的山高实验学校新校区。目前，教学楼已经封顶，正在进行装修。据
了解，该项目总占地面积为56700平方米，总投资3.5亿元，共分8个功能区。预计今年暑假之前完
工，9月投入使用，建成后将容纳4000多名学生，是对海口教育资源的重要补充。

本报记者 张茂 摄

今年将建设一批文体设施

三亚打造
体育冬训基地

本报三亚4月27日电（记者孙
婧）记者从今天召开的三亚市文体工
作会议上获悉，三亚正在推进三亚大
剧院等大型城市文体设施的动工建
设，市美术馆和音乐厅、琼剧会馆等项
目也正在启动中。这些文体设施，将
被打造成具文化品位和现代气息的

“地标性建筑”，增强三亚的文化服务
功能。

三亚将加快文化体育旅游项目
建设，培育壮大特色赛事品牌，重点
发展水上运动、骑行、汽车露营、越
野等项目，并发挥龙舟、潜水、游泳、
帆船帆板、摩托艇等水上运动项目
优势，打造中国全民水上运动核心
区域，让更多群众参与到全民健身
行列中。

此外，三亚围绕“东亚文化之都”
创建工作，筹划文化节目“引进来”和

“走出去”工作，通过文化交流与合作，
扩大三亚的国际知名度。该市崖州区
致力于打造体育冬季训练基地，并引
进国际大牌俱乐部到崖州进行冬训和
举办大型赛事。

山高实验学校新校区9月投入使用
可容纳4000多名学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