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红岭大桥：
飞架南北绘通途

近日，在琼中黎族苗族
自治县中平镇崩坎村附近，
已经修建完工的红岭大桥屹
立在山水之间。据了解，红
岭大桥处在红岭水库淹没
区，该桥于去年竣工通车，将
琼中的中平镇、新市农场、岭
头农场和屯昌县、琼海市等
地连通起来。

本报记者 陈元才
通讯员 盘志强 朱德权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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琼中快讯

4.73亿元投入建设富美乡村

琼中的许多村庄像什黑村一样正
在美丽蜕变。

记者今天从琼中“富美乡村”领导
小组办公室了解到，去年琼中将100个
村庄勾画进了富美乡村建设蓝图，细分
为一类村庄、旅游村寨、巩固提升村等
建设目标，包含民居、公共服务设施、生
态环境、景观风貌等建设，按照产业发
展型、环境整治型、休闲旅游型等形态
打造。目前，这100个富美乡村正如火
如荼地建设着。

琼中县委书记孙喆表示，琼中作
为典型山区农业县、少数民族自治县

和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要想振
兴乡村，就要依托最优生态环境、原生态
黎苗风情、系列优惠政策，不仅从面貌上
改善农村环境，要让群众感受到实实在
在的获得感。

据了解，四年来，琼中累计整合投
入资金4.73亿元，以“五美”（建设规
划科学布局美、实施配套功能美、生态
人居环境美、产业发展生活美、乡风文
明和谐美）为抓手，打造集“富、美、趣、
和”于一体，可游可憩、宜商宜居的富
美乡村示范点112个。

乡村振兴战略稳步推进

在琼中各村各寨，振兴乡村的富

美图景随处可见。
琼中在实现乡村振兴战略中“稳扎

稳打”：危房改造、基础设施完善、环境
卫生整治、水环境治理等加快步伐；“五
网”建设加快，乡镇供水厂、建设农村安
全饮水项目、高效节水灌溉工程相继完
成；实现行政村光纤网络全覆盖，4G网
络覆盖率达98%；农村电网升级改造
项目加快推进；引进中国燃气，实施城、
乡、村一体化天然气管网项目。

此外，琼中还率先在全省采用政
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模式，在全
县10个乡镇、4个农场、544个村庄，
稳步推进城乡水环境治理全覆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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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富美乡村融入乡愁元素

“农民作为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
主体，培育文明乡风，突出民族特色是
振兴路上的重要一环。”湾岭镇鸭坡村
党支部书记黄弟介绍，自从鸭坡村建
起了共享书屋、乡愁小院后，不仅吸引
了许多慕名而来的游客，还有利于提
升村民的文化素养。

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为核
心，以农村文化建设为重点，以乡风文
明建设为引领，琼中大力推进农村精
神文明创建活动。截至目前，累计建
成乡村大舞台116个，102个村小组

文化室，设置农村书屋100个，农民群
众自发成立了上百支黎苗歌舞文艺
队，“一约二会”（村规民约、村民议事
会、红白理事会）潜移默化地“约束”着
村民，“学文化、重文化、强文化、促和
谐”的氛围更加浓厚。

留住美景，更要留住乡愁。在富
美乡村创建中，琼中注重融入民族元
素，深入挖掘民族风情、人文历史等元
素，将代表当地民族特色的图腾文化
等融合到整体建设中，打造了一批民
族特色鲜明、整村统一的村寨景观。

据了解，今年琼中还计划通过“连
点、串线、成片”推进方法，在全县高规
格、高品质建设40个富美乡村。

（本报营根1月23日电）

今年计划通过“连点、串线、成片”建设40个富美乡村

琼中：富美乡村 可觅乡愁

本报营根1月23日电（记者郭
畅 通讯员陈欢欢）日前，琼中黎族苗
族自治县发布了《中共琼中县委关于
落实〈中共海南省委关于进一步加强
生态文明建设谱写美丽中国海南篇章
的决定〉实施方案》（以下简称《方
案》），积极贯彻落实党中央、海南省委
关于加强生态文明建设工作，将在
2020年前落实27类任务，共计93项
具体工作，全面开展琼中生态文明示
范创建工作。

《方案》以“绿色”为主线，坚持
生态立县、绿色发展、正确政绩观、

以人民为中心和改革开放不动摇，
明确了琼中生态文明建设的主要工
作、责任分工以及到2020年生态环
境质量只能更好，持续保持全国领
先水平，城乡人居环境明显改善，达
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对生态环境的
要求。

《方案》明确，琼中的生态环境质
量只能更好、不能变差，努力建设全国
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县。到2020年，生
态环境方面的突出问题得到有效治
理，生态环境质量持续保持全省领先
水平，生态安全屏障得到全面巩固，城

乡人居环境明显改善，绿色的发展方
式、生活方式基本形成。

琼中县委书记孙喆指出，“九分山
半分水半分田”的琼中是典型山区民
族自治县和国家扶贫开发重点县，想
要彻底摆脱贫困，“大开大建”的发展
道路是走不通的，因为琼中的美缘于
绿水青山。

《方案》指出，保护好生态环境，
一个重要的前提就是划定并严守生
态保护红线、环境质量底线、资源利
用上线，对开发建设和产业发展做
出系统规范，不踩红线，不越“雷

区”。着力推进全县基础设施、旅游
发展、生态保护、社会事业和民生建
设等，统筹布局路、光、电、气、水“五
网”基础设施，坚持“多规合一”一张
蓝图干到底。

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
力，琼中为使“绿色能源”持续发展，
在发展的外围画了一条“保护圈”，
推广“不砍树、不占田、不大拆大建，
就地城镇化”模式，坚持“绿色、循
环、低碳”理念，推进供给侧结构性
改革，坚决不上污染环境、破坏生态
的项目，做到从源头防范环境污染

和生态破坏。走绿色城镇化路子，
突出各地特色，合理控制建筑体量、
高度和规模，让居民望得见山、看得
见水、记得住乡愁。

值得一提的是，琼中将生态文明
建设纳入党政实绩考核，考核占比不
小于20%，建立体现生态文明要求的
目标体系、考核办法、奖惩机制，把资
源消耗、环境损害、生态效益等指标
纳入经济社会发展综合评价体系，强
化指标约束，编制自然资源资产负债
表，对领导干部实行自然资源资产和
环境责任离任审计。

琼中出台方案加强全县生态文明建设工作

将生态文明建设纳入党政实绩考核

■ 本报记者 郭畅 通讯员 毛景慧

“王文雄去世已经半个月了，多希
望他还能再来我家的羊舍转转，当初
要不是他一天三趟地到家里做我的思
想工作，告诉我想脱贫要先戒酒，我哪
能轻松摘‘穷帽’。”1月21日，琼中黎
族苗族自治县中平镇思河村脱贫户胡
良琼告诉记者，大家都很想念这位扶
贫干部。可惜王文雄没有机会看到乡
亲们全部脱贫的那一天了。

1月6日13时，年仅56岁的思河
村扶贫工作队队长王文雄因病医治
无效去世。

“真的很痛心，县里很多扶贫干
部都想去送他最后一程，为他的家人
捐款捐物，做些力所能及的事。”今

天，琼中湾岭镇岭门村第一书记黄海
军说。

2016年，琼中开展“四联三问、
联村帮扶”精准扶贫工作，在琼中扶
贫办任职的王文雄将责任担在肩上，
希望到思河村开展驻村帮扶工作。

“王文雄说，他有乡镇工作经历，善于
做群众工作，更适合驻村。”琼中扶贫
办公室副主任许环益说，当时，王文
雄很坚定地向单位请命。

就这样，一张草席，一床棉被，王
文雄便在思河村安了家。

“2016年初，思河村有122户贫
困户，扶贫工作任务重，王文雄从不嫌
苦喊累，从派驻到思河村的第一天起，
他就详细了解帮扶村及贫困户情况，
与村干部积极谋划扶贫措施，帮助贫

困百姓解决实际问题。”思河村党支部
副书记程朝辉说，经过大家两年努力，
思河村目前仅剩32户贫困户。

“王文雄每次见到我，都会给我
加油鼓劲。我根本不知道他有严重
的肝病，救护车来村里接他的时候，
我想上车跟他一起去医院。”思河村
脱贫户李兴江边说边抹眼泪。

“去年9月，王文雄因肝硬化去
医院做过一次手术，那时候他还告诉
大伙，马上就能出院和大家一起战
斗。”思河村村干部梁信章说，回忆起
王文雄去世前两天发生的事情，就像
是做梦一样。

“1月4日下午，王文雄说身体有
些不舒服，他把手里的这批扶贫物资
发放完就回房间休息一会儿；1月5

日，王文雄在床上整整躺了一天，他
让我将贫困户的《扶贫手册》放到他
的枕边，念叨着要把这些《扶贫手册》
中的内容再核对一遍。”梁信章哽咽
地说。

大家没有想到，这竟是王文雄最
后一次拿起乡亲们的《扶贫手册》。
当晚，因为病情恶化，村干部叫来救
护车把王文雄送到琼中人民医院进
行抢救。这一次离开思河村，王文雄
便再也没有回来。

琼中扶贫办主任吴坤俊说，王文
雄虽没有看到村里贫困户全部脱贫，
但相信村民会永远记住他的名字，他
榜样的力量将指引全县扶贫干部继
续前行。

（本报营根1月23日电）

扶贫干部王文雄一张草席、一床棉被，就在村里安家

他去世前仍惦记扶贫工作
琼中累计投入972万元实施
光伏发电扶贫项目

“一户一站”让贫困户
坐享“阳光收入”

本报营根1月23日电（记者郭
畅 通讯员陈欢欢）记者日前从琼中
黎族苗族自治县获悉，截至目前，琼
中累计投入972万元，已完成602户
光伏发电项目的组件安装，涉及近30
个贫困村庄，其中205户已实现并网
发电，每户年均增收将达到3000元。

在加快推进扶贫攻坚工作中，琼
中因地制宜培育发展光伏发电产业，
采取政府主导与市场运作相结合的
方式，积极探索“一户一站”光伏扶贫
新路径。

琼中出台的光伏发电政府补助
政策，通过发放贴息“光伏贷”及采取

“公司+农户”联营等方式，鼓励扶持
贫困户利用屋顶资源，发展光伏发电
项目，早日实现脱贫致富。

举报环境违法，奖！
查证属实可获200元至500元奖励

本报营根1月23日电 （记者郭畅 通讯员
林学健）日前，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出台的
《环境违法行为有奖举报暂行办法》（以下简
称《办法》）提出，琼中将通过有奖举报的方式
鼓励社会组织和公众积极参与生态环境保护
监督管理，依法打击环境违法行为，经环保部
门查证属实的，可获得200元至 500元不等的
现金奖励。

依据《办法》内容，举报范围包括：在琼中县域
内依法由环保部门查处的，且违反水污染防治、大
气污染防治、工业固体废物和危险废物管理、放射
性废物管理、土壤污染防治等相关法律规定的环
境违法行为。

《办法》明确指出，经环保部门对举报人举报
的环境违法行为查证属实之日起，由县环境保护
主管部门完成奖励审核、审批，并通知举报人领取
奖金。符合奖励条件的举报人需在接到领奖通知
之日起30日内，携带有效身份证件到县环境保护
主管部门办理奖金申领手续。

据了解，环境违法行为有奖举报途径包括来
电、来信或来访等方式，举报电话为：0898—
86220763；环保举报热线：12369；传真：0898—
86220731；来信来访地址：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
生态环境保护局办公室。

政府为合作社提供销售平台

什太村合作社农产品
从线上走出琼中

本报营根1月23日电（记者郭畅 通讯员秦
海灵）“通过实践，我们探索出了林下生态养殖山
鸡、五脚猪的发展方式，节约土地资源，确保持续
性的经济效益，现在每亩林地可以养殖50只山
鸡、5头五脚猪。”近日，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什运
乡什太村农民养殖合作社负责人喻文波告诉记
者，现在政府为合作社提供技术支持和销售平台，
收入较以前多了好几倍。

合作社成员王承泽手部有残疾，无法从事农
业种植，加入合作社后他成功摘掉了“穷帽”。“以
前从没想过能在林下养殖山鸡，大家劲往一处使，
坐在一起谋划脱贫方法，才换来了今天的美好生
活。”他说。

通过5年的摸索，什太村合作社现在吸纳了
200多户农户抱团发展，其中贫困户就有146户，
合作社单单养殖山鸡的数量就达到20万只，年收
入近300万元。

为了进一步拓宽销路，2017年底，什太村合
作社加入了琼中畜牧局的琼中农业品牌云商城，
在线上销售山鸡及山鸡蛋，“现在是一种供不应求
的状态，不用再到处送货，把订单所需的鸡蛋数量
运到琼中县城，就有专门的销售人员将货运往海
口、三亚等地进行销售。”喻文波说。

琼中举办蜜柚生产管理技术培训会

“柚医”田间地头教种柚
本报营根1月23日电（记者郭畅 通讯员林

学健）“柚树苗栽植时要尽量做到‘窝大底平’，让
幼苗根系与湿土‘亲密接触’。冬季，要对柚树进
行修形整枝。”近日，在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营根
镇枫株村蜜柚种植基地，“柚医”黄东来正在向村
民传授蜜柚标准化生产种植的经验。

据了解，为提高琼中蜜柚种植户的生产管理
技术水平，加快全县蜜柚产业发展，琼中农业局精
心策划了柚子生产管理技术培训课，邀请来自蜜
柚原产区福建平和的“柚子专家”黄东来，为大家
详细讲解在种植蜜柚过程中如何选地、如何施肥、
如何修枝整形等问题，解除了种植户在生产管理
过程中遇到的难题。

2017年5月，琼中正式成立柚子协会，帮助
蜜柚种植户拓宽销路，培育琼中新兴农业品牌。
现在，在琼中种植的蜜柚品种以“福建平”蜜柚和

“琯溪三红”蜜柚为主，种植面积近5000亩，预计
今年首批投产50万公斤。

“琼中生态环境优越，蜜柚发展前景非常好，
我从培训课中学到了先进生产管理技术。”琼中营
根镇枫株村蜜柚种植户杨文州说，如今自己种植
了212.6亩“琯溪三红”蜜柚，以后在种植过程中
遇到难题就不再手足无措了。

琼中柚子协会秘书长刘同雷表示，下一步，琼
中柚子协会将继续推广蜜柚种植技术，搭建好产
业发展平台，对琼中蜜柚生产全过程进行质量监
管，做到产、供、销一条龙服务，打造琼中蜜柚优质
品牌。

省优良康复治疗团队
赴琼中义诊

本报营根1月23日电（记者郭畅 通讯员林
学健）1月21日，由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同
仁医院海南分院医护人员和海南省人民医院医护
人员组成的省优良康复治疗团队赴琼中黎族苗族
自治县开展义诊活动。

在义诊现场，前来检查咨询的患者排起了长
队。“感谢专家的耐心讲解，因为长年干体力活，肩
膀经常酸痛，专家为我做了颈椎按摩舒缓治疗，感
觉舒服多了。”湾岭镇居民何春燕说，希望以后可
以经常开展这样的义诊惠民活动。

省优良康复治疗团队医生吴小丽表示，山区
百姓的保健意识相对薄弱，把预防疾病的小常识
带到基层，就是间接地把健康带给了大家。

■ 本报记者 郭畅 通讯员 陈欢欢

清晨，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上安乡什黑村美景如画，椰树婆娑，槟榔林立，排排青瓦白墙民房，错落有致。景观水塘、环村路、篮球场……站在景观长
廊中，看着村里的一个个规划项目变成了现实，什黑村村民王家珍的脸上洋溢着幸福，“漂亮吧！这就是我们的村庄，屋顶装饰着的黎族大力神图腾，象
征着我们少数民族群众的热情和勇敢。”

2016年以前，什黑村还是土道飞尘、房屋破旧、产业发展缓慢……琼中富美乡村建设让什黑村乘上了乡村振兴战略的“快车”，换了新颜。2017年，
村民们搬进了新楼房，贫困户抱团发展养豪猪产业，生活越来越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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