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琼中快讯从美丽乡村到缤纷县城，琼中强抓“五大创建”工作，深化社会文明大行动

山城劲吹文明风

本报营根12月20日电（记者郭
畅 通讯员林学健）日前，以“新时代与
决胜全面小康”为主题的“2017第十
二届中国全面小康论坛”在北京召开，
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获评“2017年度
中国全面小康扶贫十佳县市”，是我唯
一获此荣誉的城市。

为全面打赢脱贫攻坚战，近年
来，琼中坚持以脱贫攻坚统揽经济社
会发展全局，以生态保护为前提，以

富美乡村建设为载体，以产业发展为
支撑，推行“扶贫+”模式。

2016年，琼中全县贫困人口从
4.32万人减少到0.95万人，贫困发生率
从38.5%下降到8.7%；贫困村评议退
出9个；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全
省平均高出1.5%。

同时，琼中深入开展特色产业
“百村百社、千人万户”创业致富计
划，累计整合投入资金1.2亿元，重点

发展桑蚕、养山鸡、养蜂、稻鱼共生等
9大特色产业，以“龙头企业、专业合
作社、村集体经济、种养大户+基地+
贫困户”等四种产业扶贫模式，建立
特色产业扶贫示范基地203个，累计
成立专业合作社473家，带动6200
多户贫困户实现抱团发展。

此外，琼中以“奔格内”乡村旅游
为主线，将44个建档立卡贫困村纳入
富美乡村、“奔格内”旅游村寨统筹建

设，整合资金3亿元，打造了什寒村、
新寨村等一批具有少数民族特色的旅
游村寨，引导670多户贫困户参与农
家乐、民宿、旅游商品开发等项目并实
现脱贫致富。2017年上半年，琼中已
投入旅游扶贫资金2014万元，带动
1259人参与乡村旅游建设。

据悉，“中国全面小康论坛”由中国
扶贫开发协会和《小康》杂志社共同主
办。截至目前，论坛已连续举办十二届。

■ 本报记者 郭畅 通讯员 秦海灵

“琼中，不仅有民族风，也有国际
范儿。”每隔一两个月就会到琼中黎
族苗族自治县进行骑行游的海口游
客王中华说，从美丽乡村到缤纷县
城，自己见证了琼中的文明之变。“文
明行动没有‘看客’，但今天，我想用
观察的角度，‘检验’琼中文明大行动
的成效。”他说。

一个城市的发展，离不开“文明
内核”。近期，琼中结合创建国家卫
生城市、省级文明城市“双创”活动，
深化琼中文明大行动，推动形成文明
社会新风尚。

文明，在细节处方显真章。

12月18日中午，王中华来到县
城兴教路一家餐馆用餐，恰巧看到这
样一幕——“‘文明餐桌’提示牌要按
要求摆放，劝导消费者文明用餐，倡
导勤俭节约的优良传统。”琼中食品
药品监督管理局工作人员对餐馆经
营者说，一定要重视“文明餐桌”创建
活动，餐馆文明是琼中社会文明的一
扇窗。

“开展‘文明餐桌’创建活动十分
必要，服务人员看到消费者用餐不
文明行为，理应劝导，没什么抹不开
面子的。”王中华说，消费者也应该提
高文明用餐意识，将餐后剩余饭菜打
包带走，“光盘”离席，拒绝“舌尖上的
浪费”。

为响应文明大行动号召，近期，
琼中全县共摆放“文明餐桌”提示牌
约4000个，覆盖全县约360家餐饮服
务企业，还向餐饮服务企业发放了

“文明餐桌”倡议书、承诺书。此外，
工作人员用张贴宣传海报、设置温馨
提示牌等方式，引导消费者积极参与
到“文明餐桌”创建行动中。

“到琼中游玩的朋友，多数都怀
着对‘美丽乡村’的无限期待，乡村文
明建设十分重要。”王中华说。

琼中美丽乡村什寒村享誉省内
外，基础发展条件好，旅游配套设施
完善，其他美丽乡村发展得如何呢？

王中华回忆，近期，自己骑行到
什运乡便文村、红毛镇合老村、和平

镇堑对村，村里的旅游公厕十分洁
净，游客再也不用为没地方上厕所而
苦恼。

近几年，琼中以创建全域旅游示
范区为契机，着力解决旅游厕所配套
不完善的问题，全县将建设完成旅游
厕所12座。

“除了什寒村旅游服务中心，琼
中大部分旅游酒店、景区、乡村旅游
点都在陆续安装WiFi等智慧旅游基
础设施。”王中华说。

“在骑行过程中，没发现沿途有
黑臭水体，可见琼中整治乡镇农村、
景区景点、车站、道路沿线等周边环
境的成果喜人。”王中华说，社会文明
大行动，最终还是为百姓造福，城乡

人居环境提升了，百姓的幸福感才能
跟着提高。

城市文明建设与乡村文明建设
齐头并进，不留一处“文明死角”。今
后，琼中将按照省委的部署要求，抓
好文明县城创建、文明村镇创建、文
明单位创建、文明家庭创建、文明校
园创建等“五大创建”工作，牵引带动
社会文明程度整体提升。

“琼中结合‘全域旅游’建设，坚持
创新载体、丰富内容，着力抓好以城带
乡、城乡共建，推动城镇公共文化服务
向农村延伸，有效整合农村公共文化
服务资源，不断扩大文明村镇覆盖
面。”琼中文明办相关负责人表示。

（本报营根12月20日电）

全国300多名气排球
爱好者赴琼中比赛

本报营根12月20日电（记者郭畅 通讯员
甘姑 王丽娟）近日，2017年“琼中绿橙杯”气排球
锦标赛在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开赛，吸引了来自
全国多个省份的42支代表队、300多名气排球爱
好者参加比赛。

据了解，此次比赛为期两天，比赛执行中国
气排球协会制定的《气排球竞赛规则 2017—
2020》，一共分为81场。赛事分为中年男子组、
中年女子组、青年（含大学生）男子组和青年（含
大学生）女子组四个组别。

琼中文体局相关负责人表示，气排球运动是
一项集娱乐性、健身性、竞技性、观赏性于一身的
体育项目。本次体育活动有助于2017年“奔格内”
绿橙乡村旅游季活动的深入开展，为琼中“农业+体
育+旅游”发展新模式奠定基础。

高龄老人奋笔疾书
贫困户喜获
“致富春联”

本报营根12月20日电（记者郭畅
通讯员陈欢欢 黄鹏）“勤劳致富春常
在，幸福人家乐永存。”日前，琼中文联
开展“为贫困户送致富春联”文化扶贫
活动，一幅幅字里行间透着刚筋傲骨，
带着美好寓意的春联，将由琼中文联工
作人员送至大山深处的贫困百姓手中。

“每年新年前夕，我们都会组织书
法爱好者书写上万幅春联，为贫困百
姓送温暖送信心。”琼中文联主席冯汉
云说，为贫困户写对联的书法爱好者
叫陈亦松，今年74岁，已连续6年参
与活动，书写上千幅春联，助力琼中
扶贫工作。

“每次收到扶贫干部送来的‘致
富春联’，都非常感动，扶贫干部心里
想着我们，我们也不能辜负他们的期
望，要把日子过得红红火火。”上安乡
南万村什黑村民小组村民黄国光说。

本报营根12月20日电（记者郭畅 通讯员
林学健）日前，由新华网主办的“第四届中国绿色
发展与生态建设峰会”在北京开幕，公布了“2017
全国生态文明建设典范城市”名单，琼中黎族苗族
自治县榜上有名。

琼中地处海南岛中部山区，是海南省生态保
护核心区，素有“海南绿肺”“天然氧吧”“养心天
堂”等美誉，先后荣获“全国魅力十佳市县——生
态建设县”“中国慢生活休闲体验区”等荣誉称号。

近年来，琼中牢牢守住发展和生态两条底
线，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加快生态文明试验
区建设，紧紧围绕“打绿色牌，走特色路”总体发
展思路，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为目标，以“富美乡
村”建设为载体，不断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力
度，改善农村环保基础设施建设。

从2014年起，琼中充分挖掘每个村庄的历
史遗迹、风土人情、风俗习惯等人文元素，综合
考虑村庄黎苗民族特色、房屋分布及地势情况
等因素，累计投入6亿元，打造富美乡村建设示
范点168个，全面打响“富美乡村”品牌，实现项
目建设与乡村旅游、特色产业发展、山区综合开
发有机结合，逐步实现“百姓富”与“生态美”的
有机统一，呈现出农村经济迅速发展、农民收入
持续增长、生态环境明显改善的良好局面。

此外，在2016年初，琼中率先在全省采用政
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方式，在全县区域内开展

“富美乡村”水环境（PPP）治理，逐步探索出了一条
保护生态环境、推进脱贫攻坚、提高农民素质的高
效规范农村污水处理新路子。截至目前，项目已
投入资金1.6亿元，建成农村分散式污水处理示范
项目53个，直接受益群众1.2万人，农村生活污水
实现全收集全覆盖，出水水质达到一级A标准。

琼中打特色牌
走特色路结硕果
入列“2017全国生态文明建设典范
城市”榜单

本报营根12月20日电（记者郭
畅 通讯员陈丝丝）“分红啦！”近日，琼
中黎族苗族自治县湾岭镇51户建档立
卡贫困户领到了由琼中东成畜牧公司
发放的首笔分红。工作人员介绍，公司
按照每户入股资金的20%进行分红，
最高一户获得了3600元分红。

据了解，湾岭镇政府为帮助贫困
户精准脱贫，通过政府扶贫种苗资金
入股方式，与琼中东成畜牧有限公司
签订合同，采用了“龙头企业+基地+
贫困户”模式，动员了湾岭镇大墩村、
北排村、乌石村等村51户贫困户抱团
发展生态养猪业。

2017年，根据琼中县委、县政府
扶贫工作部署，湾岭镇以“龙头企业+
基地+贫困户”“专业合作社+基地+
贫困户”“村集体经济+基地+贫困户”

“种养大户+基地+贫困户”四种模式，
动员贫困户加入合作社抱团发展。全
镇前后建成养蜂、养猪、养鹅、养鸡等
产业示范基地48个，带动全镇713户
贫困户共同脱贫。

湾岭镇51户贫困户
获首笔分红

欢迎扫描
关注海报读者俱乐部

服务读者需求
改善读者体验

近日,位于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湾岭镇的海南中部（琼中）绿色产业园区内，正在建设中的海南湾岭热带农产品物流园项目工程有序推进。
海南湾岭热带农产品物流园是海南中部（琼中）绿色产业园区的一个子园，规划面积4.01平方公里，计划总投资约21亿元，主要分为仓储区、物流

配送区、集散运输区、商贸交易区、综合服务区五大功能区，现已完成基础设施投资2.5亿元，平整场地400亩，已入驻海南椰风加工坊有限公司、海南
瑞今农业产业化开发有限责任公司等5家企业。 本报记者 陈元才 通讯员 朱德权 秦海灵 摄

海南湾岭热带农产品物流园:

已有5家企业入驻

琼中获评“2017年度中国全面小康扶贫十佳县市”
脱贫攻坚进行时

瞰新闻瞰新闻

琼中将举办黎族苗族
传统婚俗庆典活动

本报营根12月20日电（记者郭畅 通讯员
秦海灵）记者今天从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委宣传
部获悉，12月23日至24日，琼中将举办以“情定
琼中——‘执子之手·与子合老’”为主题的黎族苗
族传统婚俗庆典活动。

据了解，活动将于12月23日晚8点在琼中云湖
休闲农庄举行开幕仪式，12月24日，琼中云湖休闲
农庄将开展云湖乡村音乐节暨自驾车、房车露营大
会，琼中红毛镇合老村文化广场将开展“情意绵绵”
互动游戏及“品长桌宴”黎族苗族特色婚宴活动。

在活动过程中，广大游客可以参与以“拦门对
歌、婚礼迎亲、品长桌宴”等独具黎苗特色的婚俗
活动，进一步推动琼中全域旅游发展。

目前，活动主办方正在面向省内外征集100
对情侣或夫妻参与活动，开展此次活动，能够更好
地传承黎族苗族传统婚俗文化，提升琼中生态乡
村旅游品牌，展示醉美琼中的山水美景和人文独
特魅力，吸引更多的单身男女、情侣和旅行爱好者
前往琼中进行“寻缘旅行”。

烟园村：

桑田成致富的“黄金田”

在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长征镇烟园村，周边
的桑田横竖整齐排列有序。烟园村是琼中有名的
桑蚕村，2009年底，村干部带头种桑养蚕，并在全
村推广。如今，全村168户村民中，有128户从事
桑蚕养殖，种桑树面积近400亩，实现了增收致富。

本报记者 陈元才 通讯员 朱德权 秦海灵 摄

琼中
新发 南吉 福岛

占全省试点城市赔付

总额的79%
3家橡胶合作社获得第二期理赔金

共计230万元
受益胶农达2203人

其中含贫困户792人

贫困村民人均获赔1452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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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营根12月20日电（记者郭
畅 通讯员陈泽汝）记者日前从琼中黎
族苗族自治县天然橡胶“保险+期货”
扶贫项目第二期理赔仪式上获悉，琼
中新发、南吉和福岛3家橡胶合作社
获得第二期理赔金共计230万元，占
全省试点城市赔付总额的79%，受益
胶农达2203人，其中含贫困户792
人，贫困户人均获赔1452元。

琼中天然橡胶“保险＋期货”扶贫
项目实施之前，琼中以特色产业示范基

地为载体，以农村“三变”改革为手段，
创新推行“龙头企业（或专业合作社、村
集体经济、种养大户）＋基地＋贫困户”
4种产业扶贫模式，实现自然村和贫困
户“两个全覆盖”，为琼中天然橡胶“保
险＋期货”项目实施提供生长的土壤。

去年3月，中国人保财险总公司
向农业部申报立项，在海南推出天然
橡胶“保险+期货”保险，并积极争取
上海期货交易所专项扶贫资金的支
持。今年6月，在海南省5个国家级

贫困县以及乐东黎族自治县开展试
点工作，承保的橡胶1.2万吨，保险的
金额为1.8亿元，全省试点的橡胶种
植面积占总面积的23%。

琼中是国家级贫困县，天然橡胶
“保险+期货”试点工作得到了琼中县
政府的关注和支持，琼中与人保财险
海南省分公司及国泰君安等3家期
货公司合作，将县内有贫困户加盟的
合作社的1500吨橡胶，分别以1.661
万元/吨的价格投保150吨；1.51万

元/吨的价格投保 750 吨、1.434 万
元/吨的价格投保600吨。

此外，琼中还实施了大宗农产品
单产效益提升计划和“百村百社、千
人万户”创业致富计划，积极响应中
央一号文件提出的“金融服务三农”
重大战略，印发《琼中黎族苗族自治
县2017年度精准扶贫农业保险试点
工作实施方案》，推行13项农业保险
险种，有效提高农业扶贫项目抵御自
然灾害风险的能力。

“保险＋期货”扶贫项目230万元赔款在琼中兑现

792名贫困村民人均获赔1452元

■ 本报记者 郭畅 通讯员 陈泽汝

“棉被送得真是及时，整个冬天
都不用担心挨冻了，政府和帮扶干
部心里记挂着我们，太感动了。”12
月19日，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红毛
镇金屏村上托村民小组贫困户王家
朝收到帮扶干部送来的抗寒用品时
激动地说。

金屏村是琼中新闻信息中心的

定点帮扶村庄，帮扶干部为全村60
户贫困户送去御寒用品。为了让村
里的贫困户在温暖过冬的同时，提
高生活质量，帮扶干部还购买了食
用油、大米等食品，大家将一袋袋大
米扛在肩上，穿过一条条小巷，走进
每一户贫困家庭，将食品送到贫困
户手中。

金屏村驻村第一书记王大君说：
“大伙冬天一定要注意保暖，遇到困难

就找帮扶干部。”天气虽寒，贫困户们
脸上都洋溢着温暖的笑容。贫困户王
家亮说，我们不能总依靠政府，脱贫还
是要靠自己，今后还要努力发展产业，
过上幸福生活，把脱贫成绩亮给我们
的“一对一”帮扶干部看，让他们放心。

王家亮口中的“一对一”帮扶干
部，就是这些送来御寒用品的县级
帮扶责任人。近年来，为了精准扶
贫，帮扶干部积极开展“一对一”进

村帮扶工作，挨家挨户问情况，按要
求严格统计数据，并做到动态识别
贫困户。

据了解，今年红毛镇镇政府还与
海南万安农业开发有限公司签订合
作协议，投入扶贫资金48万元，帮助
金屏村贫困户发展琼中山鸡养殖产
业。除了以6000元政府扶贫资金入
股外，村民还可继续以土地或劳动力入
股合作社。（本报营根12月20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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