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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时脱贫攻坚

本报海口7月 17日讯 （记者陈蔚林 实习
生唐璨）今天晚上播出的第 48 期海南省脱贫
致富电视夜校中，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政协副
主席、县旅游委主任林孟地介绍了保亭在旅游
扶贫方面的成功经验。

林孟地介绍了保亭通过乡村旅游项目带动村
民发展、通过打造精品景区带动周边农户发展、通过

“大区小镇新村”区域联动助力脱贫攻坚、通过不断
加强农户思想文化建设等4个方面的经验，为大家
展示了保亭旅游产业的发展蓝图和喜人成果。

记者了解到，如今保亭已经成功打造呀诺达
文化旅游景区、槟榔谷原生态黎苗文化旅游区、七
仙岭国家森林公园、布隆赛文化旅游区等多个精
品旅游项目，为当地农民提供了3000多个就业岗
位，人均年收入可达3万元以上。仅2016年，保亭
旅游产业带动贫困户607户共2549人吃上旅游
饭，让他们在家门口创业、就业，脱贫致富。

第48期脱贫致富电视夜校昨晚播出

保亭依托旅游产业
摘得扶贫硕果

■ 新华社记者 卜多门 李金红

伊伦娜·潘科娃和朋友从圣彼得
堡飞来三亚，不单单冲着这里温暖的
热带气候，而是专程上门来看“老中
医”。潘科娃说，北京中医药大学圣彼
得堡中医中心给她推荐了几所中国的
中医院，她选择了海南。

她们每天除了两个小时用于治
疗，其余时间都是在阳光沙滩上度过，
而这样的“度假式治疗”将持续两个多
月。

吸引：
阳光、沙滩、老中医

走进三亚市中医院，门诊大楼上
中英俄三语的“三亚市中医院”和“门
诊部”几个大字格外显眼。

院长王天松介绍，三亚市中医院
自2002年开始，共接待了4万多名外
国顾客，其中绝大部分来自俄罗斯和
中亚国家。

海南省旅游发展委员会的统计显
示，近7年来，海南共接待俄罗斯游客约

80万人次。调查显示，其中近八成在此
接受过中医治疗或体验过中医保健。

在中国众多开展对外中医医疗服
务的省份中，海南凭借热带海岛的独
特气候和国际旅游资源，加上多年的
经验积累，成功地将中医健康旅游打
造成了外国游客眼中的海南新名片。

作为国家首批中医药服务贸易先
行先试骨干企业（机构）建设单位，三
亚市中医院建设了三亚国际友好中医
疗养院，并在疗养院内开设了特色诊
疗部，作为接待外国顾客就诊的窗口，
也是对外医疗服务的创新试验田。

特色诊疗部主任唐毅说，目前虽
然是三亚旅游的淡季，但上个月仍有
60多名外国游客前来就医，仅去年就
接待了8000余名外国顾客。

转变：
从“头痛医头”到治未病

针灸师臧金鹏已经为外宾看病5
年有余，他甚至自学了一些俄语，便于
与病患沟通。除了治病，他还帮外国
顾客认识、理解中医，传授健康饮食知

识，接受中医养生理念。
“我认为，中医会让人少得病，甚

至不得病，看重的不是哪儿痛医哪儿，
而是未雨绸缪，打下健康的基础。”他
说，“许多外宾也开始理解并认同治未
病的理念。”

俄罗斯与哈萨克斯坦等中亚国家
地处古丝绸之路沿线，历史上与中国
交往频繁，对中医及其所蕴含的东方
理念更易理解与接受。

“俄罗斯的自然疗法在理念上与中
医很相似。”俄罗斯人雅娜·朱拉芙列娃
用中文说，“许多人在西医治疗无效后，
会通过不同的途径接触、并接受中医。”
她现在在唐毅手下负责市场营销工作，
联系俄罗斯客源，并协助治疗翻译。

在三亚市中医院，外国顾客首先
要接受中医的体检，辨别体质；然后再
根据体质、病情，因人而异地制订治疗
方案。

“大多数人是看颈椎、腰椎、妇科及
儿科疾病，”唐毅说，“目前的治疗手段
以针灸和推拿为主，部分辅以中药。”

离开三亚市中医院时，每个外宾
会得到一个U盘，里面是他们的电子

病历档案，便于后续治疗。此外，U盘
里还有五禽戏等养生操视频。

发展：
向内立标准 向外走出去

王天松坦言，三亚市中医院去年接
待了创纪录的8000余名外宾，但这个“正
规军”在整个海南的中医药健康旅游市
场蛋糕里仅占很小一块，各类大小不一
的私营中医保健机构才是市场的主力。

海南省中医药管理局相关负责人
表示，中医药健康旅游市场的繁荣带
来机遇，也带出了问题。目前市场中
的私营中医保健机构存在水平参差、
良莠不齐的情况，优秀中医师资源的
短缺也是市场的制约因素。

为此，海南省中医药管理局正加
紧制定行业标准与规范。《中医药服务
贸易服务规范》和《中医药健康旅游与
服务贸易示范基地建设规范》两项地
方标准有望今年8月出台。

“这将有效规范中医药健康旅游
市场的技术、收费、环境、安全、服务质
量等内容，对引导行业健康发展至关

重要。”海南省中医药管理局副局长徐
清宁说。

另一方面，海南省中医药管理局
还积极引导公立医院创新机制，在保
障基本医疗的前提下，释放小部分优
势资源，参与中医药健康旅游市场建
设，推动中医药服务贸易走出国门。

海南省旅游发展委员会相关负责
人表示，海南省下一步将加大完善中医
药健康产业链及其产品体系，大力发展
中医养生康复疗养和中医养老旅游。

王天松因此看到了更多机遇，他
说：“随着中医药法的实施，公立医院
有望获得更大的机制创新空间，更好
地参与中医药服务贸易，推动中医药

‘走出去’。”
目前三亚市中医院将对俄罗斯脑

瘫儿童的治疗作为医院对外业务的重
点，希望以此为突破，加强与俄罗斯等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中医药领域的
交流与合作。

王天松还透露，三亚市中医院正
在筹划与哈萨克斯坦方面合建中医医
疗点项目，进一步加强医院的国际交
流。 （新华社海口7月17日电）

中医悄然成为海南国际旅游新名片

■ 新华社记者 郑玮娜 王军锋

清晨6点多，伴随着鸡鸣犬吠，60
多岁的阿公周良珍起身到榕树广场打
扫，不远处，4只小鹅跟着鹅妈妈在静
谧的村道上悠闲地踱步。新的一天，
这个恬静迷人的黎族小村庄又将迎来
新的游客。

两年来，随着美丽乡村建设不断
推进，三亚市中廖村这个曾名不见经
传的黎族村落已绽放新颜，“蝶变”为
海南颇有名气的“明星”村落。

位于三亚市北部的中廖村为纯黎
族村落，辖 8 个自然村，总面积约
6810亩，有812户 3402人。曾经的
中廖村是三亚唯一一个“无刑事案件，
无群众上访事件，无吸毒人员，无房屋
违建”的“四无”村庄。为此，三亚市
委、市政府提出，决不能让老实人吃
亏，从2015年10月起，开启了中廖村

美丽乡村建设，按照“不砍树、不拆房、
不占田、不贪大、不求洋”的原则着力
打造“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
愁”的文明和谐新黎村。

“以前，村里的围墙破破烂烂，村民
随地吐痰、乱丢垃圾，现在家家户户门
前都放有垃圾桶，还有专门的保洁人员
按时清运垃圾，环境卫生比以前好多
了。”中廖村党支部副书记高俊介绍说。

如今的中廖村，泥泞的乡村小路变
成宽阔的水泥路，围村而建的骑行慢道
吸引着慕名而来的骑行爱好者，开满鲜
花的竹篱笆围绕着干净整洁的黎家小
屋，富有海南特色的黎族图腾、卡通形
象装点着村落，还有春天里咖啡屋、阿
爸茶舍、青年之歌农家院等特色茶馆和
餐厅供游客选择。坐在村中的休闲石
凳上，可望见椰林掩映的朵朵白云，远
处的蓝天白云仿佛招手可得。

“真没想到自己生活了几十年的

村庄能变得这么美，现在村里年轻人
都不愿外出打工了！不少住在附近的
人和外地游客都到我们村欣赏美景。”
村民黎亚霞自豪地说。

两年来，不仅中廖村的环境面貌
得到了大幅改善，村民的精神风貌也
逐渐发生了变化。村里建有图书阅览
室、文化活动中心、排球场等公共文体
设施，还专门设立了孔子学堂，聘请专
业国学老师给村民讲解文明礼仪、儿
童教育等知识。

三亚市吉阳区委办副主任陈运炯
说：“现在村里的文化活动丰富了，平
时除了打排球、跳舞，村民还可以自由
选择参加全域旅游、黎族织锦等相关
的技能培训班。村里的舞蹈队还在今
年区里组织的全民健身系列活动中获
得健美操比赛二等奖。”

与此同时，中廖村村民对黎族传
统文化的认同感和自豪感也日益增

强。在黎家演艺小院内，4位已过花
甲之年的黎族阿婆席地而坐织黎锦，
旁边80岁的老阿公则专注地编着竹
筐，向游客们展示黎族传统手工技艺。

“我编了20多年竹筐，多年来没人要
这东西了，真没想到现在一个竹筐居然可
以卖到200块。”老阿公李朝笑着说。

在另一个黎家小院，旋律欢快的
黎歌让游客们驻足，刘志坚和朱爱琼
这对黎族夫妻现在每天两次在村里为
游客唱黎歌，表演鼻箫、唎咧等传统黎
族竹木器乐。“现在我们已经开始招生
了，要把黎族乐器传承给更多的年轻
人。”刘志坚说。

伴随着美丽乡村建设，很多村民
的生活都悄然地发生着变化。为了更
好地建设美丽乡村，2017年2月，吉
阳区引进了深圳华侨城（海南）投资有
限公司共同打造这个美丽乡村，目前
已经完成了中廖形象IP设计，富有民

俗特色的阿爸茶舍、黎家演艺小院以
及花心岛酒店样板房建设。

得益于中廖村的开发建设，不少
外出打工的年轻人圆了返乡梦。为了
让更多村民吃上“旅游饭”，深圳华侨
城（海南）投资有限公司还聘请了当地
黎族老乐人和专业舞蹈老师，在村里
开展文化演艺培训。

目前，深圳华侨城（海南）投资有
限公司正与当地村民以合作出租的形
式，把50间闲置房屋改建成黎族特色
民宿，后续还将建设儿童欢乐田园、乡
创学院等项目。“今后我们将采用开
放、共享的合作开发模式，保护民俗、
修复生态，结合中廖村当地传统农业，
导入文化旅游和公共事业，优化产业
结构和形态，实现政府、企业和村民的
互惠共赢。”深圳华侨城（海南）投资有
限公司相关负责人赵传建说。

（新华社三亚7月17日电）

三亚中廖村：

传统黎族村落“破茧成蝶”绽新颜

中央媒体看海南

■ 本报评论员

日前，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第15
督查组对我省脱贫攻坚工作进行了督查，
并就督查情况进行了反馈。督查组在充
分肯定了我省脱贫攻坚成效的同时，也指
出了我省扶贫工作中的一些薄弱环节和
值得注意的问题，并提出了加强扶贫一线
力量等要求。我们要认真对照督查问题
清单，进一步强化脱贫攻坚第一线特别是

村两委的力量，把扶贫一线力量再加强。
把扶贫一线力量再加强，需要我

们选好干部用好人，不断强化扶贫一
线的战斗力。基层党员干部是落实精
准扶贫、做好群众工作的主要执行者，
他们在扶贫一线的工作成效，直接影
响着脱贫攻坚整体工作的进度。因
此，各级党委政府要把扶贫一线力量
再加强，进一步发挥基层各级组织的
战斗力。我们要把夯实农村基层党组

织同脱贫攻坚有机结合起来，配齐配
强村两委班子，切实发挥好村党组织
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基层党员的先锋模
范作用；要积极向贫困地区选派优秀
干部，充分发挥第一书记、驻村工作队
和村干部的积极作用。

把扶贫一线力量再加强，需要我们
充分调动扶贫一线党员干部的工作积极
性。功崇惟志，业广惟勤，只有充分调动
扶贫一线党员干部工作的积极性，才能

使他们能够履职尽责、实干担当、人尽其
才，在脱贫攻坚中发挥领头羊的作用。
因而，我们要建立正向激励机制，坚持在
扶贫一线认识好干部、培养好干部、使用
好干部，并在政治上关心、工作上支持、
生活上照顾、精神上鼓励一线扶贫干部；
要通过增强一线扶贫干部的责任感、使
命感和荣誉感，使他们扑下身子，沉在基
层，带领群众苦干实干，确保省委、省政
府部署的脱贫攻坚措施落实见效。

“九层之台，起于垒土。”坚决打赢
脱贫攻坚这场硬仗，关键在基层、在一
线。只有不断把扶贫一线的力量再加
强，并充分调动他们工作的积极性，有
效提升其精准扶贫的工作能力，才能真
正打造一批带领群众脱贫致富奔小康
的坚强战斗堡垒；也只有脱贫攻坚的人
员到位、责任到位、工作到位、效果到位，
才能使全面打赢脱贫攻坚战、全面建成
小康社会的宏大目标一步步变为现实！

本报讯（记者袁宇 通讯员林东）
记者近日从乐东黎族自治县获悉，该
县今年将对8个贫困村实施整村推进
扶贫开发，今年计划脱贫16613人，并
对尖峰镇翁毛村进行生态扶贫整村易
地搬迁。

据悉，乐东计划投入1768.65万
元，对整村推进贫困村进行道路、路灯
等基础设施项目建设，并开展劳动技
能培训；计划投入1150万元，实施产
业扶持，每个贫困村至少成立1家种养
合作社；计划投入4650.94万元，建设
高标准农田7702亩；实现贫困户就近
就地转移就业，增加贫困户务工收入。

此外，尖峰镇翁毛村生态扶贫整
村易地搬迁项目已完成投入3715.47
万元，占计划投资的74.89%。

乐东对8个贫困村
实施整村扶贫开发

7月16日，琼中黎族苗族自
治县红毛镇金屏村的贫困户领到
股金证后开心地笑了。

据介绍，琼中黎族苗族自治
县大力推动“企业或者合作社+
基地+贫困户”的扶贫模式，帮助
贫困户脱贫致富。以金屏村为
例，44户贫困户均入股养殖合作
社或者养殖企业，每户每年可凭
股金证领取合作社或者企业的分
红，以此改善家庭经济条件。

本报记者 陈元才
通讯员 朱德权 秦海灵 摄

领取股金证
脱贫有希望

把扶贫一线力量再加强
——七论久久为功纵深推进脱贫攻坚

本报海口7月17日讯（记者陈蔚林 通讯员
高春燕）在我省招生的本科A批（文史、理工、体
育）院校于今天下午4时开始录取。据统计，录取
工作启动首日，本科A批院校共录取1845人。录
取工作将于7月22日结束。

记者注意到，今年本科第一批、第二批合并到
本科A批进行录取，这一变化使考生录取几率增
加。从录取首日的情况来看，考生掉档几率较往
年降低，缺档院校也相对减少。

值得一提的是，今天有5位家长代表通过抽签
来到录取现场观摩和监督。省考试局表示，为深入
实施阳光招生工程，下一步还将邀请省人大代表和
省政协委员到录取现场监督、指导录取工作。

本科A批昨天开始录取

本科A批院校平行志愿
投档分数线划定

本报海口7月17日讯（记者陈蔚林 通讯员高
春燕）我省高考本科A批文史类、理工类、体育（理）
以及本科A批地方专项计划、本省高校联合办学专
业、预科班类平行志愿投档分数线已经划定。

其中，北京大学文史类投档最低分为868分、
理工类投档最低分为865分；清华大学文史类投
档最低分为 860分、理工类投档最低分为 873
分。其他院校平行志愿投档分数线可登录省考试
局网站查看。

儋州专项整治
扶贫领域违纪
半个月立案8宗，12人涉案

本报那大7月17日电（记者易宗平 通讯员
李秋欢 王家桔）儋州市加大扶贫领域问题专项整
治力度。记者今天从儋州市纪委获悉，近半个月
来，全市共排查扶贫领域问题线索45条，立案8
宗，涉案12人。

据了解，涉案者包括乡镇班子2人，村（居）支
部书记、主任4人，村两委干部5人，普通农村党
员1人。违纪问题主要集中在对扶贫工作重要性
认识不足、不认真履职、消极应对，以及利用职务
之便谋取私利、优亲厚友等方面。

关注高招

本报海口7月17日讯（记者叶媛媛）近日，
住房城乡建设部印发《关于将保定等38个城市列
为第三批生态修复城市修补试点城市的通知》，
继三亚首个试点城市和福州等19个第二批试点
城市后，全国38个城市被列为第三批“城市双修”
试点，海口榜上有名。

《通知》明确规定了6方面试点工作任务：一
是践行绿色发展新理念新方法；二是探索推动

“城市双修”的组织模式；三是先行先试“城市双
修”的适宜技术；四是探索“城市双修”的资金筹
措和使用方式；五是建立推动“城市双修”的长效
机制；六是研究形成“城市双修”成效的评价标
准。

海口市相关负责人表示，海口将以此为契
机，对照工作任务，深入开展“城市双修”试点工
作，不断提高城市的生态宜居性和可持续性，让
人民群众有更多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省考试局预计7月19日在网站公布征集
志愿计划。时间仅有一天，之后系统将自动关
闭，错过时间的考生只能参加下一批次录取。

海口被列入第三批
“城市双修”试点名单

特别提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