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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省开发教育
精准扶贫系统
已录入近10万名贫困学生信息

本报海口5月11日讯（记者陈蔚林 通讯员
刘丹）为实现对全省建档立卡贫困家庭学生信息
的动态跟踪管理，着力解决教育扶贫工作初期面
临的建档立卡贫困家庭学生底数不清、信息不准
的突出问题，省教育厅组织开发了教育精准扶贫
系统，并已录入近10万名建档立卡贫困学生信
息，基本建立起学生基础信息数据库。

该系统从2016年11月开始开发建设，2017
年1月在互联网部署完毕并上线试运行，同年4
月通过系统功能验收。系统目前主要由4大功能
模块组成：学生基础信息管理、学生动态管理、学
生资助信息管理和统计分析。

其中，学生基础信息管理主要功能是实现对
建档立卡贫困家庭学生姓名、身份证号、家庭住
址、家庭成员等数据的管理；学生动态管理主要功
能是对学生就读学校和年级等动态信息的跟踪管
理；学生资助信息管理的主要功能是记录学生受
到的各类教育资助信息；统计分析模块是以直观
数字的方式反映每个市县整体的学生就读学段信
息、资助发放金额、资助发放比例等。

截至今年4月底，各市县教育行政部门已通
过系统录入了99410名建档立卡贫困学生信息，
基本建立起学生基础信息数据库。

儋州市大力推进健康扶贫

贫困户看病
可“一站式”报销

本报那大5月11日电（记者符王润）“现在
我们报销医疗费用方便多了，再不用先垫付，也不
用跑到民政部门去办手续了。”5月11日上午，在
儋州市人民医院的贫困户结算窗口，贫困户老黎
办理了出院手续。根据相关政策，除去新农合以
及政府民政兜底救助部分，一共4000多元的住院
费，他只需付400多元。

“今年起，全市的贫困人口到市内的公立医院
就医，都可以先诊疗后付费和进行‘一站式’结
算。”儋州市卫计委有关负责人解释，这就意味着，
儋州市的贫困人口到医院看病，无论是新农合报
销还是大病保险、医疗兜底救助等补贴，在医院的
一个结算窗口就可以全部进行报销，贫困患者不
需要先垫付费用，再分别到其他部门办理报销。

据介绍，儋州市财政投入850万元为全市建
档立卡的贫困人口代缴了2017年度的新农合个
人缴费部分，儋州市政府还拨出940万元为贫困
人口进行医疗兜底。今年以来，儋州已为3087人
次的贫困患者减免一般诊疗费22446元，免除
678人次的25种慢病门诊费用共8153元，给予
贫困人口住院实施先诊疗后付费1184人次共
700余万元。除了大力减免贫困人口的就医费
用，儋州市还开展家庭医生与贫困人口签约服务。

临高举行扶贫招聘会

94名贫困劳动力被录用
本报临城5月11日电（记者罗安明 王培琳

特约记者吴孝俊）“今天我找了一份工作，待遇比
较满意，还帮我买保险。”被录用后临高县罗爷村
贫困户李长武说。今天上午，临高县在和舍镇南
大门文化广场举办扶贫专场招聘会，共有30家企
业携1000多个岗位参加。522名建档立卡贫困
劳动力现场求职，最终有94人被企业当场录用。

据了解，今年临高县把就业精准扶贫作为一
项重大民生工程来抓，该县就业部门坚持以市场
需求为导向，结合贫困户的接受能力，有针对性地
开展就业技能培训，同时组织本地企业送就业岗
位到镇（农场）。

今年，临高县就业局计划免费为农村劳动力
举办就业技能培训20期，培训3000人，其中贫困
劳动力1500人以上，此外在全县10个镇（农场）
各举办一场就业扶贫招聘会。

■ 本报记者 邓钰 通讯员 冯玉

盛夏时节，苗寨里天蓝水
清、绿树葱茏。今天下午，“哖
嗦”苗家乐老板李家全在琼海
市会山镇加脑村的村口目送一
批批自驾返程的游客，这位苗
家大叔脸上堆满笑容，“虽不是
旅游旺季，但每周来村里的游
客还是很多，甚至还有外国人，
谁不说我们村子美？”

每到周末和节假日，加脑
村村口的停车场便停满了车，
村里的苗家乐个个爆满。

2014年起，会山镇政府陆
续投入资金1000万元，把这个
小苗村打造成“洁净美”的特色
乡村游村庄。仅3年时间，加
脑村从少人问津的偏远苗村变
成宾客盈门的美丽乡村。

椰树高耸、槟榔亭亭、翠竹婆娑，美丽乡村建设让浓郁苗寨风情与外界精彩对接

琼海加脑村：谁不说我们村子美？

在“哖嗦”苗家乐的带动下，村
民们纷纷吃起“旅游饭”。现在，村
子里又新开了5家苗家乐，还建起
多家特色民宿，蜂蜜、胡椒、山兰酒
等各种“苗”产品“上网”，成为炙手
可热的“网红”产品。

据统计，去年，加脑村人均年收
入达13595元，同比增长19.9%，是
会山镇人均年收入最高的自然村。

“以前有游客来，村民们觉得
为他们提供吃喝就够了，哪能想到
做服务呢？”李家全介绍，苗家乐刚
开时，服务员慢上菜、上错菜是常
有的事，时常接到客人的投诉。为
了做好服务，李家全专程到琼海市
区学习现代化的经营理念，从上
菜、点单、记账做起，让每个环节都
井然有序。

不仅是李家全，加脑村所有村
民的意识都有了转变。过去，由
于加脑村位置偏远，有些村民甚
至一辈子都没出过村子，见到外
人来还会拘谨。现在，越来越多
村民主动投身到村子的旅游建设
中，积极起旅游培训班，变得能说
会道，不论是谁，都能给游客们做
向导。

“加脑村成为会山镇美丽乡村
的建设样本。”会山镇委副书记柳俊
介绍，会山镇将按照“加脑”模式在
加脑村周边打造苗绣园村和伍黎
村，建设苗绣文化园，并把它们串联
成独特的苗寨景观，打响特色招牌，
让村民在美丽乡村的建设中享受更
多发展红利。

（本报嘉积5月11日电）

苗家乐越开越上档次
群山环抱的加脑村是一个苗族

村，万泉河穿村而过，村子有着独特
的自然景观，保留了浓郁的苗族风
情。沿着石板小道走进加脑村，路
边椰树高耸、槟榔亭亭、翠竹婆娑，
犹如一幅水墨画。村中的民居和路
牌也别有特色，房子的外墙上画着
展现苗家生活场景的图画。

美丽乡村建设，让村民走上一
条农旅结合、旅游扶贫的新路
子。2015 年 3 月，村民李家全筹

借了3万元，贷款5万元，购置了5
张桌子和锅碗瓢盆，他决定对自
家的房子进行改造，建设村中首
个苗家乐。

“全家一年收入才6000多元，
你一下子搭进去8万元，万一血本
无归怎么办？”看着李家全热火朝天
的劲头，他的妻子狠狠给他泼了盆
冷水。面对质疑，李家全咬咬牙撑
了下来，“你们没出过门，不懂外面
的世界变化多大。”

当年 4月，苗家乐建成，正赶
上海南黎族苗族人民的传统节日

“三月三”，随着大批游客来到加脑
村，李家全收获了第一桶金。他
说：“每天都有五六千元营业额，
家人笑得合不拢嘴，都说苗家乐
开对了。”

“但当时的苗家乐简陋得很。”
李家全回忆，当时只有厨房和一间
接待客厅，室内最多接待50人。“人
一多起来，就得在院子里搭简易遮

阳篷开辟户外餐厅，还要挨家挨户
去借桌椅碗碟。”

随着加脑村名气越来越大，慕
名前来的游客越来越多，李家全盘
算着升级苗家乐。他陆续投入10
余万元，按照苗族风格将房屋修缮
一新，还新建起凉亭和可容纳百余
人聚会、唱歌的餐厅。“现在光是我
这就能容纳200多人同时就餐，加
上村里其他苗家乐，再也不会出现
游客无处吃饭的情况了。”

建设苗绣文化园打造特色品牌

加脑村游玩
小贴士

美丽乡村·海南样本

怎么去

路线一：嘉积一中原镇墟一
九曲江一东岭农场路一阳江桥
园村一阳江文市—阳江镇—会
山镇—会山苗绣园村—会山加
脑村

路线二：嘉积—中原黄竹村
一中原山仙村一阳江文市一阳
江镇—会山镇—会山苗绣园村
—会山加脑村

玩什么

1.去慢道骑行、登山和瀑布
探险，亲近大自然

2.到苗族文化中心、民族团
结舞台、苗家茶屋感受苗族文化

吃什么

1.首推各类苗家特色菜，如
五色饭、芭蕉芯、蜂蛹、清炒雷公
根和苗家烧鸡

2.饮品推荐当地野蜂蜜和
山兰酒

住哪里

村中民宿“吖辣咪”客栈基
础设施齐全，具有苗族特色

加脑村村容村貌美，苗族风情浓郁，吸引游客前来。
本报记者 陈元才 摄

加脑村位于万泉河上游东岸，依山傍水，风景优美。
本报记者 陈元才 摄

乡村游带动当地苗家乐、民宿发展。
本报记者 陈元才 摄

关注生态定安 美食天堂 主编：林容宇 美编：陈海冰

引进技术延长保质期 立体营销提升销量 农旅结合拉长产业链

定安：小粽子“＋”出大产业

定安粽子抢购热线：

4001664565

“没错，定安粽子就是这么好吃，能在
外地吃到真是太幸福了！”5月11日，在河
南上大学的海南学子小曼品尝到了正宗
的定安粽子。不仅如此，经过她的一番推
介，她的北方朋友们也爱上了这美妙滋
味。“北方人多吃甜粽，富硒、肉香的定安
粽子，他们觉得非常好吃！”

现在，只需指间轻触，一盒盒香糯味
美的定安粽子，便可从定安来到你面前。
这得益于定安以现代化包装技术延长粽
子保质期，构建立体营销网络，让粽子“上
网”，走进千家万户。

过去，定安粽子难“走”出去，主要难在
保鲜。由于粽子是熟食产品，且定安粽子
选料优良，最佳品尝期只有三五天，只能在
小范围内销售，难以长时间、远距离运输。

为解决保鲜运输难题，定安粽子企业
学习国内外先进技术，引进灭菌真空包装
设施和技术，使定安粽子保质期延长到3

个月以上，且在重新加热食用时依然能保
持原有的营养及美味。

先进的工艺打破了传统粽子生产工
艺在时间和空间上的束缚，定安开启了立
体营销模式，让定安粽子“走”出去，“动”
起来，“上了天”，不仅打入北京、上海、广
州和深圳等市场，还以其品质高、风味佳
等特点，入选动车食品和飞机食品，成为
人们的舌尖佳品。据了解，定安粽子的销
售量从2010的100万个，增加到2016年
的1200万个，形成了一条亿元产业链。

打铁趁热，定安让粽子走入千家万户
的同时，也注重延伸定安粽子产业链条。

定安绘制了一张“粽子＋”产业蓝图：
以“定安粽子”农业品牌为轴心，将人文、
生态、环境等要素资源充分整合，以品牌
化战略带动农业转型升级，促进一、二、三
产业深度融合，纵深发展，横向跨越，在农
旅融合、互联网+等方面形成产业通路。

“‘粽’情‘粽’义，粽子于定安人，不仅
是一种美食，更是一种文化符号。”定安县
旅游委相关负责人认为，定安以粽为媒，
展现富硒大米等粽子原材料的产地，依托
特色生态景观吸引游客，设计定安粽子主
题特色游览路线，串起翰林万亩田洋、亚
洲榕树王和皇坡村等旅游资源。

近年来，定安在全县打造田园式、休
闲式的乡村旅游点，设计推广生态精品旅
游线路，拉长农旅融合产业链条，进一步
推进海南全域旅游建设。

此外，定安不断助推“互联网＋农业”产
业发展，不仅多次举行网络竞拍会，还通过
淘宝网、京东网、微信、邮乐网等互联网平台
推介农产品，拓宽了定安粽子等特色农产品
销售渠道。同时，定安县粽子协会多次组织
培训会，打造出了一支电子商务人才队伍。

未来，定安将从电子商务、农旅结合
和文创设计着手，使定安粽子搭上“互联

网+”发展快车，走出产业升级跨越之路。
（本版策划／段誉 洪宝光 撰文／段誉

司玉 洪宝光 图片/定安县新闻办）

定安粽子企业的工人们正在包装粽子。

定安黑猪肉粽受消费者欢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