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7年，文昌市文铜公路完成升级
改造，文博高速公路、红岭灌区东干渠等
城乡基础设施项目建设进展顺利

城镇全部实现 100
兆宽带接入，行政村全部
实现 10兆宽带接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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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屯城2月7日电（记者邓
钰 通讯员邓积钊）记者从今天召开
的屯昌县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第
四次会议获悉，屯昌将以更高标准、
更广区域和更深层次推进全县域生
态循环农业建设，在健全、完善生态
循环农业系统的同时，实施品牌兴
农战略，努力打造屯昌农业“王牌”。

近年来，屯昌将发展生态循环
农业作为两大发展战略之一，从完

善基础设施、健全制度建设、加强招
商引资等多方面入手，不断完善全
县域生态循环农业建设体系。截至
2017年，该县建成区域循环项目4
个、种养结合生态循环示范基地35
个，以及112个农村生态养殖小区
和43个林下养殖小区。

今年，屯昌县将推进基础设施
建设，建设水肥一体化示范基地4
万亩、固体有机肥一体化基地2万

亩和养殖场、养殖小区沼气项目
100个，以及连片田洋田间农业废
弃物实行回收处置和资源化利用等
设施；同时，健全生态循环农业政策
制度建设，通过制定和完善生态循
环农业技术标准和操作规程，形成
以生态循环农业为核心的农业产
业管理运行新体制机制，并健全完
善农产品质量追溯体系，鼓励有机
肥厂回收畜禽排泄物加工生产有

机肥料和农民使用有机肥发展生
产，实现规模养殖、小区养殖排泄
物综合利用率达95%以上，500亩
以上主要田洋有机肥利用率达
80%；此外，实施品牌兴农战略。
制订推行黑猪、香鸡、苦瓜等种养
业标准化生产，积极推动枫木苦
瓜、屯昌香鸡地理标志产品保护申
报工作，加大对外宣传推销力度，
努力打造屯昌农业“王牌”。

屯昌推进县域生态循环农业建设

本报文城2月7日电（记者李
佳飞 特约记者黄良策）记者从文昌
市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
议上获悉，文昌坚持不懈抓投资，进
一步夯实经济发展基础。2017年，
全市重点项目完成投资186.4亿元，
完成年度投资计划的119.6%。作
为推进“海澄文一体化”的标志性项
目之一的铺前大桥计划于2018年
底通车。

去年，文昌市文铜公路完成升
级改造，滨海旅游公路昌铺段即将
通车，文博高速公路、红岭灌区东
干渠等城乡基础设施项目建设进
展顺利。城镇全部实现 100兆宽
带接入，行政村全部实现 10兆宽
带接入。

同时，文昌以生态文明建设和
“多规合一”为引领，启动编制《中国
文昌国际航天城规划》《海南（文昌）

航天军民融合产业示范区规划》《文
昌紫贝田园门户广场规划》《文昌生
态海岸公园规划》和《文昌椰林公园
规划》，积极谋划建设航天科技、商
业金融、生态旅游等产业项目。

新的一年，文昌将继续抓好“五
网”基础设施建设，升级改造省道
S203铺文线，打通霞洞路、滨华路
等“断头路”。与此同时，积极放大
航天效应，坚持把航天产业作为推

动产业转型的战略重点，做好文昌
航天科技城规划，争取年内实质性
启动。

根据规划，文昌将谋划发展航
天科研及信息产业、航天重装及
商业航天产业、航天技术展示交
易及服务贸易产业、航天金融产
业、航天生命工程产业、航天科普
文化教育旅游创意产业等六大航
天产业链。

本报嘉积2月7日电（记者丁
平 通讯员路遥）记者今天从琼海市
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
上获悉，在今年困难多、财力紧的情
况下，琼海市坚持财力惠民不减，全
年用于民生的支出达41.5亿元，同
比增长13.5%，占地方一般公共预
算支出85.8%。12项省下达为民办
实事事项全部完成。

据了解，过去的一年，琼海投入
资金1.26亿元，进一步巩固脱贫成
果，顺利完成72户283人的脱贫任
务，稳步实现2016年已脱贫人口的
巩固提升，无返贫现象，农村最低生
活保障制度与扶贫开发政策实现有
效衔接。各类保障性住房新开工
230套，农村危房改造694户。城镇
新增就业8793人，完成全年计划的

176%；转移农村富余劳动力就业
8029人，超额完成全年计划。各项
社保基金支出16.9亿元，发放社会
救助金9750万元，建设老年人日间
照料中心13个。

此外，琼海2017年教育、医疗、
文化等社会事业加快发展。全市新
增中小学学位645个，学前三年入
园率达到95%，义务教育阶段入学

率为 114%，高中阶段入学率为
94%，高考本科入围率达72.2%、录
取率60.4%。扩大优质教育资源，
北京市海淀外国语实验学校海南校
区开学招生，教育新区建设有序推
进。博鳌入选首批“全国中小学生
研学实践教育基地”。覆盖城乡“四
位一体”的基本医疗卫生体系初步
形成，市域就诊率达86%。

琼海去年民生支出41.5亿元
投入1.26亿元巩固脱贫成果

■ 本报记者 李磊

今天凌晨4点，武警海南省总队
训练基地的一间宿舍内还灯火通明，
刚被任命为武警海南省总队机动支队
特战大队大队长的吴腾飞刚完成了一
夜的工作——为这支新组建的大队撰
写训练大纲。

说起吴腾飞，武警部队中几乎无
人不晓。以带兵严厉、敢于挑战极限
闻名的他，曾担任被称为“海鹰突击
队”的武警海南省总队一支队特勤中
队的中队长，并在去年荣获第二十届

“中国武警十大忠诚卫士”殊荣。
这位事迹曾经被本报多次报

道的铁血男儿，如今已走向了新的
岗位。站在新的起点上，吴腾飞也
即将在这支肩负着新使命的特战
大队里，继续发扬着他在训练中敢
于挑战、敢于实战的精神，跃马新
征程。

新岗位
训练场上依旧是那么“狠”

“加快速度，别停下来！”武警海南
省总队训练基地空旷的训练场上，吴
腾飞的吼声在场地上空回荡。

冬日的海口，寒风习习，但每位战
士的身上都是大汗淋漓，吴腾飞每天
都要带着战士们穿上30斤重的装备
进行10公里武装越野。

跑到终点，气喘吁吁的战士们立
刻卧倒举枪射击，每人3发弹，每跑靶
1发加跑1公里！

“又跑靶！再加跑一公里！”
……
一个多月的训练里，战士们吃尽

了吴腾飞的“苦头”，在接下来的训
练中，还会有更多的“折磨”等待着
他们，直到他们被锤炼成真正的反
恐精英。

特战大队在吴腾飞曾担任中队长
的“海鹰突击队”基础上组建，汇集了
武警海南省总队最优秀的战士。

能够进入特战大队，是每一位战
士的荣誉。这种荣誉的背后，需要付

出比一般战士更多的汗水——在吴腾
飞手下当兵，不练脱几层皮，就不能

“毕业”：
每次练据枪瞄准，吴腾飞从不用

时间衡量，他的标准是战士据到手支
撑不住枪自然掉落。

吴腾飞带的兵每天要扣扳机训
练3000次以上，不少战士手指扣得
抽了筋，他还给每个人的上铺床板贴
张靶纸，要求就寝前紧盯靶心半小时
练眼力。

爆破训练，吴腾飞都要求战士们
穿上 39 斤重的排爆服先进行一个
400 米冲刺，然后才开始排除爆炸
物。汽车爆炸物搜索，训练大纲要求
5分钟搜5个，到了吴腾飞这儿变成
了8个。

特别是15秒内步枪、手枪轮换击
发45发弹急速射击，命中率要在80%
以上。这项在外界看来似乎不可能完
成的任务，则是吴腾飞带出的兵要掌
握的必备技能。

“没错，不管是在以前的‘海鹰突
击队’，还是现在的特战大队，吴队长
一直对我们要求这么严格，‘冷血队
长’这个外号我们叫了多年。”特战大
队中士雷川是吴腾飞带出来的优秀
士兵。在他的眼中，正是吴腾飞训练
场上的“冷血”，才将他锻炼成为一名
真正的战士。

新任务
实战中锤炼打赢本领

今年1月，武警海南省总队机动
支队特战大队成立。几天前，吴腾飞
被任命为特战大队大队长。

“新形势下，党中央、中央军委给
武警部队赋予了新的任务、新的要
求，在新的岗位上，我们也要开始新
的征程。”

走在训练场边，吴腾飞说出的每
一句话都铿锵有力：“那就意味着官兵
们需要更新的能力！仗怎么打，兵就
怎么练！”

曾经以“魔鬼训练法”闻名的吴
腾飞，这几天正忙着筹划新的训练计

划。他结合各个阶段的任务，为特战
大队制定了更高层次的训练内容。

“以前射击训练，战士们趴在训练
场上开枪，以上靶环数定成绩。”吴腾
飞说，现在，他们的训练场被拉到了山
林中、水塘边等实景中，靶也换成了不
知何时何地出现的移动靶，狙击手还
需要考核伪装、战场生存能力。

以往的破门训练，战士们对着训
练场地中摆放的画有门的木板进行模
拟训练。在吴腾飞的新训练计划中，
将要求战士们熟悉各种常见防盗门的
结构，找出它们的弱点所在，训练时，
战士们还将对着真正的防盗门进行一
对一的练习。

公交车反劫持训练，战士们除了
要摸清公交车的钢制结构，找出易突
破环节，训练中还将在真正的公交车
中进行。

……
如此一来，训练科目强度增加了

数倍，但是每一项训练更加接近实战。
“战场瞬息万变，任何不基于实战

的训练都是‘假把式’，训练中唯有适

应各种战场环境，才能保证在战场上
完成任务的同时，不丢下任何一个战
友。”吴腾飞说。

新征程
时刻准备着决胜反恐战场

从中队长走向大队长岗位上的吴
腾飞深深知道，新的岗位，也给予了自
己新的任务：除了像担任中队长时那
样练好兵，更需要在指挥层面上谋篇
布局。

走下训练场，这个训练场上一米
八五的硬汉子，便化身求知若渴的学
生，抓紧一切时间学习着各种军事理
论、时政资讯。

吴腾飞的宿舍里，堆满了各种军
事理论书籍和时政类书籍，支队阅览
室也是他训练之余常去的地方。在他
的手机里，还下载着《人民日报》《求
是》《解放军报》《海南日报》等各类主
流媒体的客户端，让他把训练、生活中
的短暂碎片时间利用起来，及时了解
最新的国内外资讯。

“只有时刻关注时政，才能弄清特
战大队的任务目标所在，基于国情、省
情，我们特战大队的战备训练才能更
加有针对性。”

基于这些理论知识的积累，在特
战大队组建前夕，参与组建工作的吴
腾飞结合多年的特战带兵经验，撰写
了一份《武警海南省总队机动支队特
战大队反恐能力构建设想》。

为了这份十多页的设想，白天在
训练场上摸爬滚打一整天的吴腾飞，
训练一结束，便一头扎进宿舍，查找资
料，一字一句地编写，熬了整整三个晚
上。他构想了这个新生的特战大队的
职能任务、思路目标，并找出现有的不
足，为特战大队今后的发展提出了一
系列有针对性的意见。

从海鹰突击队到特战大队，如今，
站在新起点上的吴腾飞和这支新组建
的特战大队，正努力践行着强军目标，
时时刻刻准备着决胜于反恐战场，成
为加快建设美好新海南新征程中重要
的平安守卫力量。

（本报海口2月7日讯）

本报海口2月7日讯（记者王培琳 通讯员
秦娇）锅灶边热气氤氲，湿润海口市秀英区东山
镇东山村村民王昭林眼睛的，不止是眼前的热气，
还有海口农商行送来的温暖问候。近日，海口农
商行开展的新春基层慰问，让不少贫困户感受到
政府帮扶的贴心和社会的温暖。

“新房盖起来了，两个小孩也都顺利考上了
大学，这都少不了海口农商行对我们的帮助。”
当天，王昭林一家喜气洋洋，海口农商行的帮扶
团队自带食材并亲手下厨烹制饭菜，贴春联、挂
灯笼、拉家常，在浓浓的温情中，王昭林一家和
海口农商行工作人员共同度过了特殊而又暖心
的一天。

因为文化水平低，王昭林一家人靠种菜营
生。前几年，家里因孩子上学、经济困难被纳
入建档立卡贫困户。“之前贷款从来都是想都
不敢想。”王昭林说，海口农商行信贷技术员为
他办理的2万元贷款无疑是雪中送炭。利用贷
款发展生产和修房子，王昭林尝到了贷款的

“甜头”，2015年到2017年，每年都在海口农商
行有贷款。

受惠于扶贫贷款的又何止王昭林一个。据了
解，截至去年底，海口农商行已为海口市1000多
户贫困户发放扶贫贷款2000多万元。

海口农商行相关负责人表示，该行将始终坚
持“服务三农”的发展定位，急贫困户之所急，想贫
困户之所想，持续关注、持续关照、持续跟进贫困
户的生活家庭情况，持续推进金融精准扶贫工作，
助力贫困户早日脱贫。

海口农商行：

让贫困户感受到
帮扶的温暖

海南交控：

把关怀送到
困难党员群众的心坎上

本报海口2月7日讯（记者邵长春 通讯员
莫光财）近日，海南省交通投资控股有限公司慰问
组来到儋州市兰洋镇番新村，积极开展新春送温
暖慰问活动，把关怀送到困难党员群众的心坎上。

海南交控慰问组深入贫困户家庭走访慰问，
给困难党员群众送去大米、食用油、牛奶等节日慰
问品，以拉家常的方式详细了解贫困户的生产生
活状况和对扶贫工作的意见建议，鼓励他们坚定
信心、勤劳致富，早日脱贫奔小康。

慰问组还与番新村支委进行了支部共建座谈
会，总结了去年的扶贫工作进展情况，并探讨了今
年在美丽乡村建设、产业扶贫、村庄整治、集体经
济和黎苗文化发展等方面的扶贫工作思路。

此外，海南交控慰问组近日还看望慰问了退
休老党员莫世发，鼓励他坚持治疗，积极乐观生
活，争取早日康复；并赴定安、琼海、陵水养护管理
站，与东线高速公路管理公司困难党员群众亲切
座谈，关心了解他们的工作情况和生活状况，给他
们送去慰问金和年货物品，要求他们增强养护工
作安全意识，切实提高养护管理技能，全力保障春
节和博鳌亚洲论坛年会期间交通运输安全。

我省公布互联网新闻
信息服务单位许可信息
南海网等22个服务项获许可

本报海口2月7日讯（记者邵长
春）海南省互联网信息办公室日前组
织开展了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
换发工作，并公开了海南省互联网新
闻信息服务单位相关许可信息，包括
南海网等7个互联网站，5个应用程
序，10个公众账号，共计22个服务项。

2017年6月1日起，《互联网新闻
信息服务管理规定》（以下简称《规定》）
实施。根据《规定》，通过互联网站、应
用程序、论坛、博客、微博客、公众账号、
即时通信工具、网络直播等形式向社会
公众提供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应当取
得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

万宁开展
年度党建“大考”
工作不力者将被问责

本报万城2月7日电（记者李佳
飞 通讯员林海）记者今天从万宁市委
组织部获悉，万宁市日前开展了2017
年度镇（区）党（工）委（党组）书记抓基
层党建工作述职评议考核，对全市33
个党（工）委（党组）书记进行全面考评。

据悉，早在2017年初，万宁市委
就与33个党（工）委（党组）书记签订
了党建目标责任书，明确考核标准，层
层压实党建责任。市委组织部还成立
了7个督导组，用了近1个月时间，采
取实地督查、召开座谈会、查阅资料和
个别访谈等方式，对基层党建情况进
行全面督查调研。发现问题的，列入

“问题清单”，要求各单位认真制定整
改台账，列出整改清单，有计划、有步
骤地进行“销号式”整改。

年度考评采取定性和定量评价相
结合的办法，综合平时调研了解、督查
检查和述职评议会议上领导点评、现
场测评等情况，对述职书记进行综合
打分，再按“好”“较好”“一般”“差”四
个等次作出总体评价。

根据规定，万宁市委书记将约谈
排名末尾的镇（区）委（工）委书记和机
关党组书记，市委常委、组织部长将约
谈综合评价为“一般”和“差”的镇（区）
委（工）委和机关党组书记，指出存在
的问题，明确主要任务，落实任务清
单；情况严重的要严肃问责。

省总工会：

回访受资助困难大学生
本报海口2月7日讯（记者王玉洁 通讯员王

清亮）“我特别感激省总工会举办的‘金秋助学’活
动对困难职工子女的帮扶，6000元学费圆了我的
大学梦。”昨天，在省总工会举办的2018年春节助
学回访座谈会上，来自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营根镇
的林娜说。

记者了解到，省总工会此次共回访了21名来
自全省困难职工家庭的往届大学生，他们每人将
获得2000元回访助学金。此前刚考上大学时，他
们每人获得了6000元助学金。

省总工会党组书记王全勉励这些学生要时刻
牢记党和政府及社会各界的关怀，要自立自强，好
学上进，常怀感恩之心，做一个对家庭有帮助、对
社会有贡献的新青年。

据悉，省总工会2005年正式启动“金秋助学”
活动，截至目前，全省各级工会累计筹集助学金
1.8亿元，资助6.1万名困难职工家庭子女圆大学
梦。从2017年开始，省总工会对应届生的资助标
准提高了1000元，现每人资助6000元，并对受助
大学生进行回访，努力对全省困难职工（农民工）
家庭就学子女提供不同程度和多种形式的资助。

琼岛“海鹰”唱响新时代强军战歌
——记武警海南省总队机动支队特战大队大队长吴腾飞

脱贫攻坚进行时

海口农商行工作人员为海口东山镇东山村村
民挂灯笼。

海报集团全媒体中心记者 刘孙谋 摄

吴腾飞进行过障碍训练。 特约记者 杨瑞明 摄

文昌去年重点项目完成投资186.4亿元
铺前大桥计划今年底通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