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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时

白沙构筑医疗保障体系确保健康扶贫政策落地

把扶贫责任再压实

“小绿本”为贫困户拔
“病根”
■ 本报记者 刘笑非
特约记者 王伟 通讯员 林呈
“儿子的腿伤慢慢见好，我心里这
石头总算是放下了。”
在白沙黎族自治
县打安镇朝安村委会可情村，年近古
稀的韦文希脸上终于露出了许久不见
的笑容。
自去年大儿子韦望民出车祸摔断
腿以来，因为家庭贫困未能及时治疗，
韦望民的腿伤一直未能好转。家里唯
一有劳动能力的人倒下了，韦文希一
家的生活愈发捉襟见肘。
“多亏了县里的健康扶贫政策，
今
年春节前，儿子做手术花了 5 万多元，
家里一分钱没出，腿伤好了，希望也有
了！”韦文希向记者展示了一本绿色的
健康扶贫联系手册。
建档立卡的“小红本”让生活无
忧，这健康扶贫的“小绿本”则给健康
生活多加了一重保护，不仅打通了白

沙贫困户就医问诊的一条绿色通道，
也筑起了一道防止因病返贫的绿色
屏障。

以前不敢住院如今放心看病
“有人说，韦望民的病情，多亏了
领导下乡调研，才能及时就医，
跟进后
续治疗，是个特例。”白沙卫计委主任
陆志干笑道，与其说是特例，
不如说是
全县构筑健康扶贫医疗保障体系的一
个缩影。
早在扶贫攻坚行动开展之初，白
沙就将建档立卡贫困户的致贫情况摸
透了，确定全县因病致贫的有 682 户
2625 人，将之全部纳入新农合参保，
由财政全额代缴。
针对韦望民的伤势，白沙卫计委
迅速启动了医疗保障流程，在伤势进
一步恶化前，通过贫困户大病救治的
绿色通道，迅速办理好了住院手续并

确定了手术方案。
“起初，
韦望民一家还担心新农合
报销之后的治疗费用仍然难以承受，
但县里的医疗保障专项资金以及民政
救助很快就打消了他们的顾虑。”
打安
镇扶贫干部唐旭说，从手术到住院治
疗，5.3 万余元的费用由多方面全部解
决，斩断了韦家因病返贫的
“倒退路”。
除了各项救助，在韦望民住院期
间，白沙还提供了 20 元一天的伙食
补助。
“ 以前啊，不管大病小病，都不
敢往医院里走，就怕花钱，如今县里
都解决了！”韦文希说，多亏政策好，
看病也放心。
不仅是住院放心，白沙还针对全
县建档立卡贫困户进行了门诊就诊补
贴：在每天 70 元的标准下，除新农合
报销的 55%门诊花销外，剩余均由县
财政兜底补贴。
据了解，白沙去年投入 100 万元
医疗保障专项资金、249 万元健康扶

贫工作经费，用于建档立卡贫困户住
院和门诊报销兜底补偿。截至今年 6
月份，
在白沙全县建档立卡贫困户中，
享 受 到 住 院 医 疗 保 障 的 有 1374 人
次。同时开展的门诊报销兜底政策，
让 37508 人次的贫困群众享受到了近
乎
“免费”
的医疗服务。

3万贫困人口拥有“家庭医生”
“白沙的医疗水平总体来说还是
落后的，特别是农村，
贫困户往往很难
获得优质的医疗条件。”陆志干坦言，
为此，
白沙出台了《白沙黎族自治县建
档立卡农村贫困人口健康扶贫分类、
分级救治工作实施方案》。
在此基础上，白沙还针对建档立
卡贫困人口铺开了家庭医生签约服
务，如今全县 3.08 万名贫困人口都有
了专属的
“家庭医生”
服务。
今年以来，在白沙建档立卡贫困

户的手上，除了精准扶贫的“小红本”
外，多了一本绿色的健康扶贫联系手
册。
“在
‘小绿本’
上，村、镇、县三级的
医疗机构，都有相应的医生联系方式，
不管是看病还是咨询，一个电话就能
解决。”陆志干说，
“ 小绿本”上将详细
记录贫困户的每一次咨询和就诊，对
具体情况进行动态监控、管理，
以保障
贫困户有病能及时就医。
同时，白沙还积极开展健康扶贫
惠民行、乡村行等活动送医下乡，
以每
个行政村 3 万元的标准，在全县 83 个
行政村铺开专家义诊和精神病筛查等
工作，
不仅送医下乡，
还普及了疾病防
治等知识。
“小红本”
上记录着脱贫历程，
“小
绿本”上记载着康复过程。
“ 日子是彻
底变好了！”
坐在树下看着新落成的平
房，韦文希一脸舒畅的笑容。
（本报牙叉 7 月 16 日电）

第48期脱贫致富
电视夜校今晚播出
本报海口 7 月 16 日讯 （记者陈
蔚林 实习生唐璨）第 48 期脱贫致富
电视夜校将于 7 月 17 日 20 时在海南
综合频道及 20 时 30 分在三沙卫视播
出。观众还可以登录海南网络广播
电视台收看。
本期的脱贫致富电视夜校将要
带大家走进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在
欣赏好山好水的同时去聆听那里如
何通过旅游产业带动群众脱贫致富
的故事。
电视夜校播出的同时，
“961017”
脱贫致富服务热线将继续开放。此
外，节目还将继续公布最新、最热门的
脱贫致富信息。

养牛羊，种椰子……

文昌多个乡镇
因地制宜发展产业
本报文城 7 月 16 日电 （见习记
者张期望 记者许春媚）
“有了这个合
作社，我家今年肯定可以脱贫了。”今
天上午，正在文昌琼昌种牛养殖农民
专业合作社内给牛喂草的贫困户朱云
强高兴地说。目前，文昌正在加大脱
贫攻坚工作力度，在多个乡镇大力开
展产业帮扶。
“我们村一直有养殖种牛、山羊的
传统，
当地人有丰富的养殖经验。
”
据堂
福村党支部书记朱岛介绍，今年上半
年，
文昌文城镇堂福村委会成立了种牛
养殖合作社，
以资金、
劳务入股的形式，
将村里的14户贫困户全部纳入其中。
据了解，这家合作社目前共养殖
50 多头种牛，一年盈利至少有 30 万
元。以朱云强为例，他不仅能在合作
社打工，每天赚到 120 元，而且年底可
以拿到分红。
此外，东郊镇正在大力推行椰子
产业扶贫，鼓励贫困户以多种形式加
入各种合作社、加工企业。
据了解，今年文昌将安排财政专
项扶贫资金 8228 万元，计划完成农村
贫困人口 1947 户 7920 人和农垦贫困
人口 14 户 38 人脱贫，以及 3 个贫困村
的脱贫摘帽任务。截至 6 月 30 日，累
计支出专项扶贫资金 5820.2 万元，支
出进度为 70.74%。
■■■■■

■ 本报评论员
“言必信，行必果。”确保贫困人口如期脱贫，
是我们党向人民作出的庄严承诺。为了兑现这一
承诺，
在近日召开的省扶贫开发领导小组会议上，
省委书记刘赐贵强调，
各级各部门要一级抓一级，
层层压实责任，做到人员、责任、工作、效果“四个
到位”
。当前，我省下一阶段的扶贫工作已经部署
完成，当务之急，广大党员干部要以身作则，亲力
亲为，把扶贫任务再细化，把扶贫责任再压实，以
实实在在的扶贫成效兑现为民承诺。
把扶贫责任再压实，需要各级各部门和广大
党员干部各尽其责，协同发力，
确保责任落实无缝
衔接、不留死角。责任落实，贵在一级一级抓、一
层一层压。扶贫开发领导小组要加强领导指导、
做好组织协调；各市县需强化主体责任，把脱贫攻
坚作为第一民生工程常抓不懈；各市县委书记、市
县长要强化第一责任人职责，亲自部署协调；各乡
镇、村等基层党员干部要积极研究具体落实举措，
让扶贫政策、
部署落地生根。各定点帮扶单位、第
一书记等帮扶干部要围绕贫困地区实情，积极找
资金、拉项目、寻资源，确保各项扶贫举措能够取
得实实在在成效。
把扶贫责任再压实，需要社会各方积极行动，
共同协作，努力形成“三位一体”大扶贫格局。脱
贫攻坚不仅是政府部门的事，而是全社会的事，而
且脱贫攻坚跨度长、任务重，必须凝聚最广泛的社
会力量，形成人人帮扶的良好氛围，只有如此才能
壮大扶贫力量、
激发贫困群众脱贫内生动力，实现
快速、长效脱贫。基于此，我们要创新载体、创造
条件，积极推动企业、社会专业人才、志愿者等社
会力量参与到扶贫开发中来，引导社会各界踊跃
参加到扶贫事业中去，
努力形成专项扶贫、
行业扶
贫、社会扶贫“三位一体”的大扶贫格局。
一知半解难成事，
光说不练假把式。脱贫攻坚
关乎党心民心，
关乎全局事业，
其责任落实掺不得半
点水分，
绝不可蜻蜓点水、
浅尝辄止，
而要围绕人员、
责任、
工作、
效果持久发力，
一锤接着一锤敲、
一步接
着一步走，
确保扶贫政策落地有声、
落地见效。只有
把任务细化分解，
把责任层层传导，
严格落实扶贫责
任制，
逐步形成齐抓共管、
合力攻关的良好氛围，
我
们才能不断开创脱贫攻坚新局面，
才能加快建设美
好新海南、
早日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

五指山拓展扶贫便民服务

走村下乡接访
干群连心脱贫

省肿瘤医院赴琼中
开展扶贫义诊
本报讯 （记者郭畅 通讯员陈欢
欢）近日，
海南省肿瘤医院专家团队赴
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开展
“健康扶贫”
义诊活动。在现场，30 多名医护人员
为山区贫困群众答疑解惑，并提供血
糖检查、血压检查等义诊服务，
发放预
防 类 药 品 400 多 件 、健 康 宣 教 资 料
1000 多份。
“我的肩膀经常酸痛，
省城的医生
为我提供了现场针灸这样的贴心服
务。”营根镇居民王礼说，希望今后能
多举办类似的惠民活动。
“希望山区群众能提高预防肿瘤
疾病的意识，做到早发现早诊断早治
疗，切勿麻痹大意，耽误治疗的最佳阶
段。
”海南省肿瘤医院防治中心主任董
学新表示：
“这次把预防疾病的小知识
带到基层，也是把健康带给了大家。”

——六论久久为功纵深推进脱贫攻坚

临高文昌村

贫困户即将住新房

7 月 12 日，临高县临城镇文新村委会文昌村,贫困户王学华 120 平米的新房已经落成，正在清理施
工现场。据介绍，
村里 19 户贫困户在政府的帮扶下都有了自己的新房。
今年，临高县危房改造任务 3300 户，目前开工率已超过 92%。其中，D 级危房改造补助 6.5 万元/
户，C 级危房改造补助 1.5 万元/户，
截至 6 月底，累计完成资金拨付 1.2 亿余元。 本报记者 苏晓杰 摄

本报讯 （记者贾磊 通讯员劳文）为了更好地
听取群众诉求，
面对面协调解决群众反映的问题，
日前，五指山市毛道乡领导干部在毛道村举办了
大接访暨扶贫便民服务活动。
在接访过程中，
群众针对精准扶贫、
小额信贷、
危房改造、村庄规划建设、农村电网安装、生态补
偿、低保和临时救助、计生政策、医疗健康知识，以
及百香果、
冬季瓜菜的病虫防治等与百姓切身利益
相关的涉农惠农问题向接访领导干部一一询问。
据初步统计，活动共接待来访群众 856 人次，
受理群众诉求 294 起，发放宣传资料 1000 多份。

定安秀龙坑村打造
万亩芋头基地助脱贫

琼中岭门村抓脱贫、防返贫双管齐下

抱团向前闯 不走返贫路
■ 本报记者 郭畅
“省委书记、省扶贫开发领导小
组组长刘赐贵同志在日前召开的省
扶贫开发领导小组会议上指出，开展
扶贫工作，要牢固树立‘逆水行舟，不
进则退，慢进也是退’的危机意识。
这句话我们谨记在心。”琼中黎族苗
族自治县湾岭镇岭门村驻村第一书
记黄海军说，今年，岭门村把“一手抓
脱贫，一手抓防返”作为扶贫方向，充
分发挥龙头企业、专业合作社和专业

大户的辐射带动作用，努力构建合作
共赢、分配合理的利益联接机制。
据介绍，岭门村共有 25 户贫困
户，去年底通过发展黑山羊养殖特色
产业，
已有 12 户贫困户摘掉穷帽。
“过去有点钱就去买酒‘解忧’，
后来在帮扶干部的影响下，我贷款养
了十几只黑山羊，上个月不仅脱贫，
还还清了所有贷款。”村民王成安说，
前段时间，有大企业来村里合作，他
想改用投工投劳的方式赚钱。
今年 5 月 23 日，岭门村成立了普

惠畜牧农民专业合作社，
“我们鼓励所
入合作社既能学技术，
还能拿分红。
有的脱贫户和贫困户都加入合作社。
”
今年，除了鼓励大家抱团发展新
黄海军说，
5 月 31 日，
岭门村与海南农
产业，岭门村帮扶干部还通过小额贷
垦畜牧集团签订
“公司+合作社+贫困
款扶持、鼓励转移就业等举措帮助大
户”
养殖协议，
由海南农垦畜牧集团提
家不走返贫路。
供猪苗、饲料、兽药、技术服务以及回
“今后，还要建立全村脱贫人口
购服务，
合作社负责日常饲养工作，
最 ‘回头看’
‘回头帮’工作机制，做到脱
后按销售批次进行结算分红。
贫不脱帮扶、不脱政策、不脱项目。”
“最近我们都忙着到养殖基地清扫
黄海军说，自己 2015 年到岭门村开
消毒，
8月1日，
第一批猪苗发放到位，
4
展驻村帮扶工作，亲眼看到村民们渐
个月后，
第一批猪出栏，
我们就能赚到
渐过上好日子，
真是打心底里高兴。
第一桶金。
”
岭门村脱贫户符传江说，
加
（本报营根 7 月 16 日电）

四川汉子赖乾勇带领贫困户发展黑山羊养殖产业

“我愿尽最大努力帮扶贫困群众”
致富带头人
■ 本报记者 罗安明
“公司作为省级扶贫龙头企业，
为
贫困户做点事，
义不容辞。
”
这几天，
海
南广鑫牧业有限公司总经理赖乾勇正
在组织工人加快建设东方市大田镇俄
乐村广鑫黑山羊种羊养殖示范基地二
期工程。二期 6000 平方米的羊舍建
成后，俄乐村的 274 户贫困户将通过
“政府+公司+合作社+贫困户”
的运营
模式，
发展黑山羊养殖产业脱贫。

今年 55 岁的赖乾勇出生于四川
的一个农村家庭。自 2015 年成立海
南广鑫牧业有限公司以来，赖乾勇发
挥企业自身优势，带动东方、乐东 10
多个村养殖黑山羊，帮助数百户贫困
户脱贫摘帽。
进村扶贫这件善事，起步时却并
不容易。
“ 刚开始，很多村民不相信，
以为我们是来圈地的。”为了做通群
众的思想工作，赖乾勇走村串户，宣
传黑山羊养殖产业的发展前景，让村
民吃下
“定心丸”
。
2016 年 8 月 24 日，东方市大田
镇老马村村民点燃一串长长的鞭炮，

将首批 300 只黑山羊迎入 2000 多平
方米的标准化羊舍。72 户贫困户加
入东方大田圆梦种养合作社，抱团养
殖黑山羊。
种了一辈子庄稼的贫困户，如何
学会当“羊倌”？赖乾勇派出饲养员
和技术员每天去合作社指导，免费开
设培训课。
今年1月22日，
东方大田圆梦种养
合作社举行分红发放仪式，
72户贫困户
319人分红共12.76万元。老马村贫困
户刘成文夫妇一家 4 口人，除了领到
1600 元分红，
还领到了 1.18 万元的投
工报酬和生活费，
极大改善了生活。

■■■■■

目前，东方市大田镇老马村、乐
妹村、居便村、长安村 4 个村的贫困
户，都与海南广鑫牧业有限公司有合
作，养殖黑山羊 1500 多只。此外，该
公司还在乐东黎族自治县利国镇报
告村、佛罗镇老吉村、大安镇西黎村
等 4 个村，帮扶 152 户贫困户养殖黑
山羊 800 多只。
“我小时候也经历过吃不饱饭的
穷日子，现在有能力了，我愿意尽最
大努力去帮扶贫困群众。”赖乾勇说，
公司计划明年与 10 个合作社建立合
作关系，直接帮扶贫困户达到 2000
户以上。 （本报八所 7 月 16 日电）

定安县定城镇秀龙坑村芋头基地里，农民们
在地里劳作。
本报记者 陈元才
特约记者 司玉 通讯员 黄祥 摄
本报定城 7 月 16 日电 （见习记者唐咪咪 记
者邓钰 特约记者司玉 通讯员黄祥）今天一大早，
定安县定城镇秀龙坑村委会贫困户唐南飞简单喝
过一碗稀饭，便扛起锄头、背上竹筐，匆匆赶到田
里收芋头。眼下正是芋头成熟时，唐南飞的 5 亩
芋头田里绿意葱茏，好一派丰收景象。
秀龙坑村委会所处的龙州洋是传统的芋头种
植区，田洋肥沃，浇灌方便。在这里种出来的芋
头，口感沙软弹牙。然而，
由于缺乏产业规划和资
金注入，当地芋头产业一度无法实现规模化发展。
2016 年，定城镇推行
“合作社+农户”模式，并
提供资金补贴、技术帮扶等扶持手段，
打造龙州万
亩芋头基地，
带动 150 余户贫困户种植芋头。
如今，龙州万亩芋头基地的规模已达到 5000
亩，其中 3500 亩种植“八月红”芋头，1500 亩种植
新型香芋。为了帮种植户打开销路，定城镇与企
业签订收购合同，以每斤 1.3 元的保底价格收购
芋头，
调动农户种植积极性。
去年，
唐南飞从村委会领到每亩 200 元的芋头
种苗补贴，
开垦了5亩荒地种芋头。今年6月，
首批
芋头成熟了，
一斤能卖 2 元-2.5 元。
“1 亩芋头就卖
出了5000余元，
今年一定能脱贫。
”
他乐呵呵地说。
据了解，下一步，定城镇将扩大新型芋苗种植
面积，引导农户进行标准化种植，拟建芋头加工
厂，延伸产业链，打造集芋头种植、加工和销售为
一体的产业园。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