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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工程圆梦行动”启动

今年被高校录取的
贫困学子可申请报名

本报营根7月12日电（记者郭畅 通讯员陈
泽汝）为弘扬社会正能量，帮助贫困家庭学子实现
大学梦，日前，共青团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委正式
启动2017年“希望工程圆梦行动”活动，行动申请
时间为7月-10月。

据悉，此次助学圆梦申请对象为：琼中县户
籍，2017年被全国普通高等院校录取的贫困生，
农村、农场和城镇低收入家庭的应届考生。申请
条件为：今年被全国普通高等院校录取的大学
生；遵纪守法，品学兼优；父母均为农村、农场或
城镇低收入群体，建档立卡贫困户家庭子女优先
考虑；家庭经济困难，年收入低于当地平均收入
水平；没有获得其他奖学金或助学金资助。每名
大学生的资助标准为3000元-5000元人民币
（一次性）。

考生确认成绩后，可以登录“海南助学网”（网
址：www.hizx.org.cn），进行网上注册申请报名，
按要求认真填写相关资料及扫描上传相关申请资
料图片；考生在助学网上提交申请资料成功后，需
及时将《2017年海南省希望工程圆梦行动助学金
申请表》和相关纸质申请材料送至团县委办公室
或各乡镇团委办公室。

本次助学金款项拨发只接受信用社账户，申
请的学生本人需到农村信用社开户，以便确认资
助后款项的统一拨发。

“无违建”创建活动开展

力争全县2019年底
全部行政村无违建

本报营根7月12日电（记者郭畅 通讯员林
学健）近日，琼中出台了《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开
展“无违建”创建活动的实施方案》，通过开展“无
违建”创建活动，以点带面，全面推进整治违法建
筑三年攻坚行动，强化违法建筑的源头治理，实现
长效管理机制，力争到2019年底完成全县辖区内
全部行政村“无违建村（居）”创建工作。

方案要求琼中各乡镇政府结合辖区实际，认
真制定创建工作实施方案和拆违工作计划，层层
分解创建任务，落实防控措施，严格落实考核问责
机制。

据了解，琼中整治违法建筑工作领导小组办
公室将定期对各乡镇创建工作开展督导检查，把

“无违建”创建工作纳入年度对乡镇领导班子成
员年终考核、评优的重要依据，对提前完成创建
工作的乡镇予以表扬，对工作成效不佳的乡镇和
个人予以问责，确保“无违建”创建活动有效有序
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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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 4 月，琼中维稳办接到湾
岭镇派出所以及当地网格员的上报
电话，有60余名农民工在琼中白鹭
湖度假区讨薪，情绪激动，场面难以
控制。

接报后，琼中县委政法委立即协
调琼中劳动局、琼中住建局、湾岭镇政
府等部门，组织相关人员赶赴事发
地。经调查，原来，由于承包方未按双

方协议合同内容拨付进度款，造成施
工方拖欠 60 余名农民工工资共计
400多万元。经过各部门积极协商，
矛盾双方同意和解。利用网格化管理
中的部门联动机制，这起群体事件得
到妥善解决。

网格化社会管理服务信息系统是
应用系统项目之一，是社会矛盾联动
化解系统。琼中以网格化管理创建为

契机，统筹整合公安、人社、民政、教
育、计生、住建、食品药品等部门基础
数据信息，推动综治信息的互联互通。

其次，此系统还是建立各单位间矛
盾信息直达的通道，矛盾信息可在第一
时间直达相关职能部门，实现所有单位
并联化解，进一步健全了县、镇、村三级
综治维稳工作联动运行机制。

“系统可提供办件追踪、网络督

办、沟通协作、综合统计、动态流程等
功能，建立全面覆盖、联通共享、功能
齐全的联动化解平台网络，实现了‘小
事不出村、大事不出乡镇、矛盾不上
交’的工作目标，同时，也形成了‘党政
领导、政法委主导、部门联动’的政法
工作大格局。”琼中县委政法委常务
副书记魏琼华说。

（本报营根7月12日电）

黎明村来了支帮扶工作队

修了致富路
产业引进来
■ 本报记者 郭畅 通讯员 毛景慧

3.5米宽的水泥路直通到家，让琼中黎族苗族
自治县中平镇黎明村烧炭朗村小组村民严显方心
里乐开了花：“以前出门，晴天一身灰，雨天一脚
泥，那日子，别提有多烦心。”

这种改变，得益于村里来了支“精准扶贫”帮
扶工作队。

2016年3月，琼中交通运输局成为黎明村的
责任帮扶单位，为快速开展扶贫工作，帮扶干部先
后十多次到村里走访调查，了解贫困户生产生活
状况，明确帮扶思路及重点，选派具有基层工作经
验的人员组成驻村小分队。

“当时来到烧炭朗村小组时，发现连一条像样的
村道都没有。”帮扶干部黄俊东说，精准扶贫，修路先
行，打通贫困村的“致富路”，大家才有脱贫希望。

然而，修路需要大笔资金，如何才能“挤”出钱
来为百姓修路？

“局里有27万元的琼中重点项目建设奖金，
经过协商，大家同意将这笔钱用来为帮扶村庄修
路。”黄俊东说，加上交通运输局的专项修路资金，
总投资近100万元，全长890米的烧炭朗村小组
中心村道已于今年春节竣工，解决了村民多年的

“行路难”问题。
“有了水泥路，村民出行方便，也为发展产业

提供了良好环境。”村民王庆雄说，基础设施的完
善，让全村120多名村民从中受益。

而在双万田村小组，村民也切实感受到了“帮
扶暖风”，“以前村里的排水沟没有盖子，特别担心
孩子玩耍时会掉下去。”贫困户蒋军英说。

针对问题，帮扶单位又进一步整合帮扶资金，
为双万田村小组排水沟铺设了300多米长的水沟
盖板，让道路基础设施戴上“安全帽”，排除隐患，
改善人居环境。

为了摘掉穷帽，黎明村的村民们也主动找门
路，外出打工的年轻人明显增多，部分人通过转移
就业摘掉了“穷帽”，年龄偏大的贫困户就在家门
口的黎明村黑山羊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抱团发
展。2016年底，黎明村51户贫困户脱贫。

据了解，好事连连的黎明村还被列为琼中“整
村推进”重点村庄，政府补贴建新房，大家“摘帽”
后告别了破旧瓦房，住进新式民居，开启幸福生
活。 （本报营根7月12日电）

■ 本报记者 郭畅 通讯员 毛景慧

7月11日15时30分，在天津举
行的第十三届全国运动会群众笼式五
人制女子足球决赛中，海南女队以4：
2战胜湖南女队，夺得冠军。海南女
队以琼中女足队队员为主，在此次全
运会上以4场全胜的战绩挺入决赛，
最终夺冠。

海南的足球迷以及琼中黎族苗族
自治县的“家乡后援团”，按捺不住喜
悦心情，纷纷在微信朋友圈转发琼中
女足夺冠的消息。

据了解，2015年，琼中女足获得
“哥德堡杯”世界青少年足球锦标赛
U12女子组冠军；2016年，她们荣获

“哥德堡杯”世界青少年足球锦标赛
U14女子组冠军。

海南铿锵玫瑰先后两次绽放世界
之巅，这次又在全运会夺冠。她们为
何频频夺冠，成为众多足球队中的佼
佼者？

近年来，琼中坚持教育先行的发
展战略，践行“体育扶贫”理念，通过加
大资金投入，加强推广普及力度，加快
人才引进，为校园足球活动的顺利开
展保驾护航。

目前，全县29所中小学校建立了
校园足球代表队共73支，组建球队学
校达100%，参加校园足球活动学生
达 1.5 万人以上，占在校生总数的
65%。

在全县经济基础薄弱、财政收入
不高的情况下，琼中结合全面改善贫
困地区薄弱学校基本办学条件和标准

化学校建设规划，按校园足球总体规
划，投入资金3400万元，分3年时间
进行足球场地建设。

截至目前，已完成15所学校人工
草坪足球运动场建设，另外还有14所
学校人工草坪足球运动场正在建设，
预计今年底全面完工。“有了新球场，
学生们更爱踢球了，一下课就往球场
上跑。”琼中思源实验学校的足球老师
王丽莉说。

2016年，琼中有4所学校被确定
为“国家级青少年校园足球特色学
校”，同时，琼中还被确定为国家级校
园足球试点县。

在琼中，课堂教学使得足球运动
得到良好普及。“保证每班每周至少有
1节足球课，在校学生每周应有不少
于2小时的足球训练时间。”琼中教育
局局长傅永东表示，把足球课列入学

校体育课中的重点课程，是琼中足球
得以推广的有效保障。

为防止足球运动流于形式，琼中
还建立了比赛奖励机制，以举办联赛
为载体，各乡镇学校形成联动辐射，分
别建立了5人赛制、7人赛制和11人
赛制的校园足球三级比赛机制。

2015年，琼中举办了第一届足球
联赛，琼中思源实验学校的足球老师
王晓妮带领的队伍夺得第3名。王晓
妮说：“举办全县中小学校园足球联
赛，让更多的孩子喜欢上了足球。”

每年，琼中参加足球联赛的学生
逾千人，比赛采用以奖代补的方式，用
校园足球训练比赛活动经费共计120
万元，向参赛各中小学校发放联赛奖
金，并表扬各学校在校园足球推广活
动中做出的贡献。

校园足球要发展，组建专业的教

练队伍也是关键。琼中广纳人才，构
建校园足球运动发展保障机制。

“我们用人才引进方式吸纳海师
体育专业的5名足球特长生毕业后到
琼中任足球教练，同时，还聘用了一批
具有专业素质的足球辅导员。”傅永东
说，引进足球人才，有利于琼中女足的
长远发展。

“琼中女足的总教练肖山，毕业于
上海体育学院，在琼中建立起海南第
一支女子足球队，并带领她们走出大
山，在国内外征战，多次夺得冠军。”琼
中教育局副局长陈嗣怀说。

“在全运会获得的骄人成绩，对于
琼中今后继续加大力度发展校园足球
运动有鼓舞作用，有利于提升办学品
味，营造和谐多元的校园文化。”陈嗣
怀表示。

（本报营根7月12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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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所中小学组建73支校园足球队
全县超1.5万学生参与校园足球，占在校生总数65%

琼中创新社会综合治理模式，建成三级治安立体化防控服务体系

打通政法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

7月12日，在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境内中线高速公路琼中互通进县城入口处，旧的公路（左）已经停止使用，新的公路（右）建成并已经使用，路面
的护栏和绿化等基础设施也不断完善，大大方便城区居民高效利用中线高速出行。 本报记者 陈元才 通讯员 朱德权 秦海灵 摄进出琼中更便捷

■ 本报记者 郭畅
通讯员 朱德权 林学健

一键立案、一站办证、巡回
审判……保障百姓安居乐业，
就要打通政法服务群众的“最
后一公里”。

近年来，琼中黎族苗族自
治县政法部门紧紧围绕社会稳
定和长治久安的总目标，不断
完善“平安琼中”建设工作体
系。

如今，琼中社会治理水平
稳步提升，治安立体化防控体
系基本建成，网格化社会管理
服务信息系统一期投入使用，
社会治安形势持续向好。

与此同时，琼中人民法院
被评为“全国多元化纠纷解决
机制示范法院”，领导包案带案
下访实现常态化，社会矛盾在
基层得到有效化解，百姓的幸
福指数大幅提高。

“社会综合治理，重在加强
社会法治、体制机制、人才队伍
和信息化建设，提高社会治理
科学化和法治化水平，做好部
门‘资源整合’文章，形成社会
治理强大合力。”琼中县委副书
记、县政法委书记张长丰表示。

今天上午8时30分，琼中什运乡
什运村什运3组的王菊连像以往一
样，戴着草帽，手拿装有“社区E通”软
件的手机，准时对自己所管辖的“网
格”进行巡查。

她在村民吉家清家门口停了下
来，“你家的房子正在做外立面改造，
施工要小心，脚手架的竹梢需要锯成

圆形，不然有人不小心撞上去可要出
大事。”王菊连看出安全隐患，反复叮
嘱吉家清。

像王菊连这样的网格员，琼中共
有148名，他们同13名网格监管员共
同构成了琼中“一本三化”社会服务管
理体系。有了他们，当地百姓就可以
在村里解决“家庭疑难杂症”。

据了解，近年，琼中先后安排网格
化管理一期、二期项目建设资金3300
多万元，将网格化管理项目建设经费
纳入年度财政预算，县级财政每年拿
出300余万元用于安排网格监管员和
网格员的工资、社会保险和绩效奖励。

此外，琼中还重点打造了县级中
心平台，依托政法司法业务办公大楼，

建设集中心机房、指挥大厅、控制系统
和会议系统为一体的县级网格监控指
挥中心，同时，建设镇（乡）二级平台，
按300户—500户、1000人—1500人
的标准划分网格。以全覆盖为目标向
全县推广，辐射全县10个乡镇，2个
农场，111个村（居）委会，划分为138
个网格。

“这些摄像头，像是一个个安全
保镖，夜里回家再晚，也不会感到
害怕了。”琼中营根镇居民王翠笑
着说。

王翠所夸赞的摄像头，是琼中建
立的立体化治安防控体系工程的小小
缩影，近年来，琼中先后投资2500余
万元完成指挥中心大厅、14个派出所
分控中心、5套电子警察及视频专网
铺设等，建成海岛型立体化治安防控
体系。

“在县城主干道、各乡镇、农场重
要路口安装高清治安监控摄像头，18
个道路卡口监控系统。自系统建成以
来，通过道路卡口系统和治安监控摄
像头共采集车辆信息300万余条，分
析比对各类案（事）件线索4万余条，
为助力安全防范、侦查破案等工作发
挥了重要的作用。”琼中公安局相关工
作人员说。

那么，在广大山区村庄，如何借鉴
县城的经验做法，建立一套因地制宜

的社会平安建设体系？
从2013年开始，琼中根据各村庄

“零散小”等特点，建立起以村两委干
部、村小组长为核心，党员、治安积极分
子为骨干的村级治保会、护村队、村级
联防队等群防群治队伍力量，开展日常
巡查。

每年海南传统的“军坡节”前
后，湾岭镇乌石村的村民郑光闪十
分忙碌。“我要配合镇政府、镇派出
所的工作人员维护节日秩序。发现

村民产生纠纷，我就得配合解决问
题，避免打架斗殴事件的发生。”郑
光闪说。

此外，琼中还出台了《关于做好
“两节两会”和博鳌年会全县社会稳定
工作方案》，强化重大节庆期间的联
防、联控，对酒后寻衅滋事等违法行为
坚决依法处理，确保近两年重大节庆
期间没有发生影响恶劣和严重影响稳
定案（事）件，群众对治安的支持率和
满意度不断提高。

精细管理 激活基层“平安末梢”

人技联防 织密综合治理“立体网”

协调联动 构建平安建设“大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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