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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贫攻坚

7月11日，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扶贫办工作人员认真查找和核实扶贫档案，确保精准扶贫。
自开展精准扶贫工作以来，保亭强化扶贫档案归档和管理工作，实行动态管理，进一步完善和充实档案内容，从贫困户的申

报、贫困情况、致贫原因、帮扶措施，到最后的脱贫时间等各个环节都完整地记录在册，并且做好档案的规范化管理，定期对档案
中贫困户生产生活等信息进行更新，定期对档案进行全面检查、清点，发现问题及时处理。本报记者 武威 特约记者 黄青文 摄

■ 本报记者 贾磊

“阿公，你家的收入又增加了
158.6元，我给您记在本子上了。”在五
指山市水满乡毛脑村，扶贫女干部莫
湘湘在帮助定点帮扶户整理账目、更
新扶贫手册收入记录。“这样的事情从
精准识别就开始做了，具体的数字、致
贫原因、适宜帮扶的措施，每一项都要
准确记录。”莫湘湘告诉记者。

精准识别才能精准扶贫，在识别
建档立卡户工作中，五指山市严格按
照“两不愁、三保障”和人均年收入
3305元的标准线进行识别。如何才
能将这项工作做细做实？该市扶贫办
通过前期宣传让更多的村民了解到扶
贫政策，同时派扶贫干部下村实地走

访，做到不漏报一人，不多报一人。
自全省脱贫攻坚战开展以来，莫

湘湘就换下了时尚手拿包，取而代之
的是一个大挎包。包里没有了小镜
子，也少了口红，多的是一个黑色笔记
本，还有帮扶户的建档立卡手册。“我
每天可以少吃一顿饭，但一定不能忘
了随时更新登记手册上的信息。”莫湘
湘说，为了确保帮扶户的手册填写准
确，她专门备了一个本子，手册上一个
简单数据的背后，在她自己笔记本上
几乎都能找到对应的说明。

“从拿到这本手册开始，每一笔都
得认真填写，不仅我是这样，所有扶贫
干部都是如此。笔记本加扶贫手册，
让每一个记录更加精准。”莫湘湘说。
在对上报的村民进行识别时，扶贫干

部会严格按照“一申请、一评议、两公
示、一公告”（即贫困户申请，村民评
议，村、乡镇审核公示，市扶贫办审核
公告）要求，扎实开展入户调查，精准
识别建档立卡贫困户，逐一登记造册，
做到了户有本、村有册、乡有档、市有
库。2016年动态调整以来，共纳入新
增贫困户52户200人和返贫户30户
104人。

不仅在纳入建档立卡贫困户时要
准确，在剔除不合格的建档立卡户工
作中，也要恪守从严原则。

“过去扶贫工作不够细致，导致有
不符合建档立卡户的村民进入。面对
这样的错误我们必须重视，清查之后
严格剔除。”该市扶贫办主任高亮说。

自脱贫攻坚工作以来，扶贫办在

走访中发现问题，与审计等部门联动，
利用大数据对比，排查出“拥有车辆”

“直系亲属财政供养人员”等疑点数
据，通过核实情况，将不符合贫困标准
的“贫困户”进行剔除。2016年以来，
共剔除176户698人。今年5月，省
脱贫攻坚督查组在五指山市随机抽查
了37户建档立卡贫困户和脱贫户，没
有发现错评错退的村民。

精准识别做到了从细、从严，在遇
到特殊情况时，精准识别也充满了人
文关怀。

“按照规定，低保户不能纳入建档
立卡户，但部分确实需要既纳入低保
户也需要纳入建档立卡户的村民，我
们也一并纳入。”高亮说。

在五指山市畅好乡畅好村，一位

58岁的母亲与 30岁的儿子相依为
命。“她儿子因精神分裂症早些年便享
受低保，而母亲朱梅英常年积劳成疾，
只能干一些轻活，所以我们经过考虑
再三，将他们家纳入了建档立卡户。”
畅好乡相关负责人称。

经过一年的帮扶，朱梅英参与村
里树仔菜的种植，以及养五脚猪，去年
成功摘掉了贫帽。如今，朱梅英靠种
养，月均收入近2000元，而她儿子也
还在领着低保。在这种双重关照下，
母子二人生活发生了巨大变化。

在五指山，像这样同时具有低保
户资格和建档立卡户资格的有580
户，涉及1031人。“多亏了党的好政
策，我们才有了现在的好生活。”朱梅
英说。 （本报五指山7月11日电）

国家海洋局东海分局与琼中签订
定点扶贫框架协议

投85万元支持两贫困村
发展特色产业

本报营根7月11日电（记者郭畅 通讯员黄
鹏）日前，国家海洋局东海分局与琼中黎族苗族自
治县人民政府签订定点扶贫框架协议。双方协
商，2017年，国家海洋局东海分局安排结对帮扶
资金85万元，支持湾岭镇鸭坡村和黎母山镇握岱
村的扶贫开发工作。其中，50万元用于帮扶鸭坡
村山鸡产业发展，35万元用于帮扶握岱村豪猪养
殖产业发展。

据了解，为了进一步加大扶贫力度，打赢精准
扶贫攻坚战，帮助琼中如期脱贫摘帽，根据《国家
海洋局与琼中县人民政府定点扶贫框架协议》，国
家海洋局东海分局还将利用资源优势，结合琼中

“三年脱贫攻坚，两年巩固提升”工作目标和扶贫
开发实际，协助琼中实施好十二大脱贫工程，确保
其结对帮扶点现有贫困户人口脱贫致富。

根据实际需求，国家海洋局东海分局还结合
“琼中山鸡”“琼中小黄牛”等优势产业资源，推进
“琼中海洋、极地、大洋科考副食品供应保障基地”
建设，通过打造系列农副产品的绿色品牌，推动琼
中特色产业升级，拓宽当地贫困户的增收渠道。

■ 本报记者 陈蔚林 实习生 唐璨

看着罹患乳腺癌的妻子站在舞
台上，大大方方地唱着琼剧，全然已
经没有了一年前形销骨立的模样，定
安县定城镇高良村村民莫方的眼眶
红了。

7月10日晚上播出的海南省脱
贫致富电视夜校为我们讲述了莫方
一家的故事。跟着镜头，我们可以想
象这个家庭的贫苦——他们居住的
瓦房在周边楼房的反衬下更显破败，
积满灰尘的窗台上摆着两盏用来照
明的煤油灯。

妻子蔡飞因病无法承担重活，两
个年幼的孩子尚在读书，莫方是家里
唯一的劳动力，四口人的吃穿用全都
指望着家里并不高产的几亩菜地。
前两年，蔡飞病情恶化，治病花去了
10余万元，令这个本就捉襟见肘的家
庭雪上加霜，“能卖的都卖掉了，整个

家眼看就要散了。”莫方说。
定安县民政局社会救助股股长

岑道二说起第一次见到莫方时的场
景就忍不住流泪，“下着雨的冬天，冷
得我都穿上了棉袄，他们却顶风冒雨
在外守着菜摊……”

“做民政工作，就要把困难群众
当成自己的亲人。”在详细了解莫方
的家庭情况后，岑道二很快为他们办
妥了低保申请手续并联合帮扶干部
落实了其他扶贫政策。

“要感谢党和政府在我们家最困
难的时候帮了我们。”蔡飞说，如今他
们一家每个月能拿到900多元的低
保金，两个孩子也得到了教育扶贫的
帮扶兜底。菜园子里蔬菜长势喜人，
政府发放的扶贫鸡苗、鸭苗撒了欢地
跑。她最大的心愿，就是孩子能够读
书成才，“做一个常怀感恩之心的人，
将来回报社会。”

为了帮助广大贫困户更深入地

了解相关帮扶政策，省民政厅社会救
助局局长杨晓刚也来到夜校课堂，就
低保、特困供养、医疗救助、临时救助
以及残疾人两项补贴等方面问题作
了详细讲解。

他明确，莫方一家之所以可以申
请低保，是因为他们符合申请低保的
主要条件：第一，他们有本地户籍；第
二，他们家庭的人均收入低于当地低
保线；第三，他们的家庭财产状况并
不乐观，没有洋房、豪车、享受性奢侈
家电等。

说到这里，杨晓刚特别提醒大
家几个问题：第一，低保是没有指标
限制的，只要符合低保条件就应保
尽保，没有低保指标用完了这样的
说法；第二，低保是动态管理的，会
根据家庭经济的实际情况进行调
整，不是说某一户成为低保户就永
远是低保户；第三，低保金不养懒
汉，如果一个家庭有年富力强的成

员，但是不愿意出去工作，这样的情
况也是不能纳保的。

低保户每个月能领到多少钱，是
夜校“课代表”们都关注的问题。有
人提出：“为什么同一个村子里的低
保户领的低保金会不一样多？”杨晓
刚回答，不是每个低保户领的低保金
都一样，而是根据每个困难家庭的人
均收入与低保线的差距进行发放，

“比如海口的低保线是460元，某一
个申请家庭的人均收入是200元，那
么他们家每人能领到的低保金就是
260元。”

听了讲解，莫方一家对自己享
受的相关政策有了更直观的认识，
对未来的日子也有了更多信心，“生
活压力小了，脱贫信心涨了起来。”
岑道二闻言也很欣慰：“民政部门永
远是困难群众的坚强后盾，你们要
加油、努力！”

（本报海口7月11日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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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政部门永远是困难群众的坚强后盾！”

保险扶贫为贫困户
织起“保障网”
■ 侯小健

为大力推进金融扶贫“百日行动”，
省保监局将发挥现有8个“保险扶贫示
范村”效应，推动创建新的“保险扶贫示
范村”。据了解，截至目前，8个定点扶
贫单位共斥资15.28万元为421户、1992
人提供8841万元的家庭人身保险保障
和1.59亿元的大病补充保险保障，实现
家庭人身保险、大病补充保险建档立卡
贫困户全覆盖，为贫困户织起了“保障
网”。另悉，我省保险业相关单位还出
资对定点扶贫点基础设施、扶贫项目及
农房改造等项目进行建设，其中，已为
341户提供600万元农房保险保障。

贫困户收入低，家庭经济基础脆
弱，抗风险能力弱，极易因大病等突发
情况“雪上加霜”，有的脱贫户因此返
贫。让建档立卡贫困人口享受家庭人
身保险和大病补充保险，有利于减轻
贫困户因患大病产生的经济负担，防
范因病因意外致贫返贫风险，从这个
意义上说，保险扶贫对脱贫攻坚工作
具有重要意义。

保险扶贫是情怀，更是时代的责
任。金融部门应根据我省脱贫攻坚的
总体部署，从惠农扶贫、健康扶贫、民生
扶贫、产业扶贫等方面着手，精准对接
脱贫攻坚多元化的保险需求。要不断
健全金融服务体系，创新扶贫金融产
品，搭建多元化的金融扶贫平台，完善
针对贫困人口人身和财产的保险保障
体系，开发推广扶贫小额人身保险产
品、组合财险产品，组织开展送保险下
乡活动，有效破解贫困人群无钱垫付医
疗费用、无力承担自负费用的现实难
题，防止脱贫户因灾因病返贫。稳步推
进农房保险试点，逐步在全省铺开，兜
住建档立卡贫困群体安居的风险底
线。同时，还应推动涉农保险发展，不
断创新特色农业保险险种，开发保险费
率低廉、保障水平高的扶贫农业保险专
属产品，降低贫困户的产业发展风险。

消除贫困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扶
贫济困、乐善好施是中华民族传统美
德。政府部门及扶贫包点单位应广泛激
活社会力量参与扶贫，向全社会发出开
展献爱心、助扶贫、帮助贫困户享受保险
保障的倡议活动，让颗颗爱心汇成爱的
海洋，构筑起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

白沙生态农业光伏发电
扶贫项目投入使用
将建观光园促旅游发展带动农民就业

本报牙叉7月11日电（记者刘笑非 特约记
者王伟）记者从白沙黎族自治县政府获悉，位于该
县邦溪镇的白沙隆基20兆瓦生态农业光伏发电
扶贫项目近日已通过验收并投入使用。据了解，
该项目的投入使用不但能直接让农户获得收益，
规划建设中的示范观光园还将促进当地旅游发
展、带动农民就业。

据悉，白沙隆基20兆瓦生态农业光伏发电扶
贫项目占地面积近500亩，利用贫困地区荒山荒
坡、农业大棚或设施农业等地建设光伏电站，把能
源发展和脱贫攻坚有机结合，使当地贫困人口能
直接增加收入。根据精准扶贫原则，确保每户贫
困户能够获得逐年稳定的收益，白沙还建立了精
确到户的光伏扶贫实施方式，明确贫困户获益来
源、收益额度、获益方式及流程。

该项目投入使用后，不仅成为白沙目前最大
的光伏地面电站，同时还规划了示范观光园区建
设，以期形成新的县域经济增长点，从而实现地方
经济发展、促进生态旅游、带动农民就业、增加贫
困户收入等多方共赢的效果。

三亚扶贫农产品APP
正式上线
首个线下销售服务站落户罗蓬村

本报三亚7月11日电 （记者孙婧）足不出
户，农户销售难题解决了，动动手指，消费者就能
吃上平价特色农产品。日前，三亚借助“互联
网+”的力量，推出扶贫农产品电商APP“三亚农
产品”，并在吉阳区罗蓬村开设了全市首个线下服
务站。

当天上午，在罗蓬村广场前，曾经的建档立卡
贫困户兰学明在协议书上郑重地签下了自己的名
字，他养的300只山鸡和150只阉鸡还未出栏就确
定了销路。兰学明脸上的笑容止不住：“以前我们要
把货挑去市场外面卖，很辛苦，还不一定卖得完，现
在不出家门就有人来收购，再也不用愁了！”

据悉，近两年农村电子商务发展迅猛。“三亚
农产品”APP由三亚政府支持、企业开发，年内还
将建成线下销售店17家，以及92家电商服务站，
覆盖全市每个行政村。

“三亚全市贫困户和村民种养殖的特色农产
品，都可以在平台上销售。”APP研发企业负责人
黎斌介绍。目前，平台上已展示有近80种肉、菜、
水果等农产品，且售价与目前三亚平价菜标准一
致，消费者足不出户就能买到海南平价特色农产
品，农户脱贫之路的销售难题也得到解决。

记者了解到，该APP后台建设了扶贫农产品数
据库，全程记录每一批农产品从生产到出售的全过
程，让终端消费者吃得放心。同时，消费者购物所反
馈的信息，也构成市场需求大数据，为农户生产提供
了靶向性指导。

加强扶贫开发信息化建设

我省部署录入建档立卡
贫困户学生资助信息

本报海口7月11日讯（记者陈蔚林 通讯员
云慧明）加强扶贫开发信息化建设是2017年扶贫
开发重点任务之一。省教育厅今天下发文件，对
录入建档立卡贫困户学生资助信息有关工作作出
部署。

2017年春季学期已经结束，资助工作基本完
成。为切实夯实教育扶贫基础信息数据，为省及
各市县科学管理和决策提供支持，省教育厅已在
系统中录入全省统一的资助政策，市县如执行自
定资助政策的，应在7月15日前录入完毕。

省教育厅提醒，资助政策信息录入后，可以导
入相应的享受此项资助政策的学生受资助情况
（资助金额、发放学年和学期），此项工作在7月31
日前完成。

本报海口7月11日讯（见习记
者梁君穷 记者计思佳）记者从今天
上午召开的海口市委常委会（扩大）
会议上了解到，今年下半年海口将从
推动村集体经济发展、提高扶贫产业
组织化程度、加快贫困村整村推进工
作等7个方面，以“组合拳”的方式精
准发力促脱贫。

记者从海口市扶贫办了解到，到
2017年底，海口将完成建档立卡贫

困人口2940人减贫任务；完成5个整
村推进村庄达标出列；实现2016年
脱贫的建档立卡贫困人口8426人如
期稳固不返贫。

为做好扶贫工作，海口下半年将
从精准开展动态调整，抓紧完善扶
贫手册和建档立卡档案资料；着力推
动村集体经济发展，做好贫困户稳定
脱贫；进一步做好两项制度衔接和

“三保障”工作；不断提高产业组织化

程度，提升产业扶贫成效；切实加快
贫困村整村推进工作；进一步提升脱
贫致富电视夜校学习成效；加大执纪
问责力度等7方面发力。

其中，着力推动村集体经济发展
方面，海口要求必须在发展村集体经
济上找到新的突破口。农业部门要
加紧出台推动发展村集体经济的指
导意见，制定相关产业发展扶持政
策，指导贫困村编制村集体经济发展

的产业规划；抓好产业和就业两个关
键，用好扶贫小额信贷，探索“统贷、
统用、统还”等新模式，发挥扶贫小额
信贷对脱贫攻坚的支撑作用，并加快
电商扶贫步伐。

省委常委、海口市委书记张琦在
会上表示，海口各部门、各级党员领
导干部要提高脱贫攻坚的针对性和
实效性，以严之又严、实之又实的作
风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

今年年底完成建档立卡贫困人口2940人减贫

海口将从七方面精准发力促脱贫

在识别建档立卡户工作中，从严从细却不失人文关怀

五指山精准识别助力精准扶贫
2016年五指山市农村常住居民

人均可支配收入达9398元，同

比增长10.7%

至2016年底，五指山市建档立卡贫困人

口已实现脱贫1769户6761人，完成省

下达年度任务（6063人）的111.51%

8个整村推进贫困村全部按标准
程序脱贫出列，完成省下达年度任务

的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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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高75户贫困户
抱团养鸡奔富路

本报临城7月11日电（记者罗
安明）“咕……咕咕……”今天上午9
点多，临高县皇桐镇富雄村委会美万
村的一片胶林下，1000多只土鸡在贫
困户张世真的召唤下，从四面八方涌
来，围在一起抢食玉米粒。

据了解，今年4月，临高烟草专卖
局投入2万元启动资金，引导富雄村
75户贫困户以产业扶贫资金入股富康
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在胶林下养殖
土鸡，年底将入股股金和利润的50%
返还给贫困户，作为入股分红。目前，
该基地已养殖1000多只土鸡，再过一
个月，第一批土鸡即可出栏销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