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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

全省检察机关组织专题培训班

儋州白马井镇吴锦菊办企业设立“扶贫冰厂”

带着贫困户一起摘贫帽
■ 本报记者 林晓君
特约记者 谢振安 通讯员 李珂
6 月的儋州市白马井镇天气炎
热，但儋州创华实业有限公司的车
间里，零下 18 度的空气凝结成一团
团白雾。董根超正身着厚实的棉
服，与工友合力将载满鲜鱼的手推
车向里推去，额头上的汗珠冻住了
又化。
这是董根超在这里工作的第四
年。四年前初中毕业的他待业在家，
得知工厂愿意为困难家庭提供就业
岗位，决定前来试一试。
“ 工作不轻
松，但待遇不错，现在每月都能领上
3000 元工资，去年年底还拿到了 1

万元的分红。”董根超笑着说，靠着这
笔收入，家里顺利脱了贫。
这愿意为贫困户提供工作岗位
的工厂老板叫吴锦菊，大家总亲切地
称呼她“菊姐”。11 年前，菊姐开办
了这家工厂，将收购或捕捞来的海鲜
进行打包贮藏，出口韩国、日本。工
厂 虽 只 有 11 亩 占 地 面 积 ，但 却 为
177 户像董根超这样的贫困户带来
了实实在在脱贫的希望。
白马井镇政府一位负责人告诉
记者，去年，菊姐的工厂与镇政府签
订合作协议，以“保底收益+按股分
红”形式带动当地贫困户发展。政府
为镇上 177 户贫困户按户注资 2 万
元 ，在 2017 年 至 2020 年 期 间 按

10000 元、7000 元、7000 元和 6000
元的方式保底分红。
贫困户有了稳定收入，但菊姐不
满足于此，她还想方设法为贫困户提
供各类就业岗位。
白马井镇贫困户林三月家中有
两个正在读书的孩子，由于丈夫患
病 在 身 ，她 是 全 家 唯 一 的 劳 动 力 。
得知她的情况后，吴锦菊把她请来
为员工做饭，让她有了稳定收入补
贴家用。林三月说，做饭虽然简单，
但有菊姐的一片心意，她就要尽心
尽力将每餐饭菜烹饪得可口，让劳
累的工友一饱口福。
走在工厂里，一间印着“扶贫冰
厂”的厂房引起记者的注意。吴锦菊

告诉记者，冰块在海产品保鲜中发挥
至关重要的作用。当政府为贫困户
注资后，她决定建一间制冰厂，一来
能确保贫困户的收益，二来能解决当
地渔民缺冰的困扰。
制冰厂开建后遇到的首个难
题 ，是 扶 贫 资 金 并 不 足 以 支 持 建
设。吴锦菊没有放弃，她自掏腰包
为制冰厂再注资，下定决心要把项
目做好。如今，投入生产的制冰厂
一天能产冰 65 吨，为贫困户带来稳
定收益。
“ 我生长于贫苦家庭，最懂
贫困户的苦，能尽自己的微薄之力
帮助贫困工人，我义不容辞。”吴锦
菊说。
不仅帮助着当地的贫困户，菊姐

的工厂也向周边乡镇的困难家庭敞
开了大门。
6 月 8 日近中午时分，木棠镇的
贫困户刘继波骑着三轮车熟练地拐
进工厂大院，乐呵呵地与菊姐分享起
刚刚在外面拉了几单生意。
在这家工厂里，刘继波的工作
是负责打包，他与同在工厂上班的
妻子俩人每月一共能拿到 6000 元
工资，相比于过去，生活已经发生了
翻天覆地的变化。6 月是休渔期，工
作量少时，菊姐便支持他利用空档
期去打零工贴补家用，需要帮忙时，
再通知回厂。刘继波说，菊姐是实
实在在为大家着想。
（本报那大 6 月 11 日电）

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本报海口6月11日讯 （记者陈蔚林 通讯员杨
帆）今天上午，全省检察机关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专题培训班在海口开班。
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肖杰，省检察院党组书
记、检察长路志强出席开班仪式并讲话。
记者从开班仪式上了解到，本次培训为期 4
天，将邀请来自全国人大监察和司法委员会、中央
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
院等单位和机构的专家学者为参训人员授课，深
入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法思
想、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 30
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等内容。
肖杰希望，全省检察人员通过此次培训，深
刻领会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法思
想的深刻内涵，深刻领会维护法律权威、保障法
律实施在全面依法治国中的重大意义，深刻领会
法律监督在维护法律权威和法律实施中的重要
作用，深刻领会新时代海南检察工作面临的新形
势、新任务、新要求，沿着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政法思想指引的前进方向，为海南全岛
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逐步探索、稳步推进中国
特色自由贸易港建设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路志强对参训人员提出了具体要求，希望大
家把此次培训成果体现在工作理念转变上、业务
水平提升上、精神状态改善上、具体工作成效上，
努力开创全省检察工作新局面。

学黎锦
促就业

学习贯彻习总书记
“4·13”
重要讲话、
中央12号文件和省委七届四次全会精神

日前，昌江黎族自治
县七叉镇大仍村 80 名黎
族妇女在学习织锦技艺。
昌江劳动就业局聘请、组
织专业人士对大仍村 80
名黎族妇女进行为期两周
的黎锦制作就业技能扶贫
培训，旨在传承民族文化
和技艺的同时，帮助黎族
妇女提高就业本领。
本报记者 陈耿/文
苏晓杰/图

本报八所 6 月 11 日电 （记者张惠宁 通讯员
符才丽）今天上午，东方市召开学习贯彻习近平总
书记
“4·13”重要讲话、中央 12 号文件精神和省委
七届四次全会精神报告会暨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
（扩大）学习会，组织 600 多名领导干部集体“充
电”，不折不扣抓好贯彻落实，切实扛起海南全岛
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
逐步探索、稳步推进中国特
色自由贸易港建设的东方担当。
根据省委安排，省政府金融工作办公室主任
邓传明紧紧围绕习总书记“4·13”重要讲话、中央
12 号文件和省委七届四次全会精神，从三个方
面，深入解读什么是自贸区、自贸港，国际和国内
自贸区、自贸港发展及现状，海南的战略优势和面
临的新问题。
会议指出，
学习宣传贯彻习总书记
“4·13”
重要
讲话和中央 12 号文件精神，是当前的首要政治任
务和长期的工作重点，
各级各部门要以此次专题学
习报告会为契机，
把学习贯彻转化为推动各项工作
的强大动力，以高度的政治自觉和实际行动，
切实
扛起东方担当，
“一天当三天用”
“不惜脱几层皮”，
以“钉钉子”精神全力以赴抓好招商引资、脱贫攻
坚、生态建设和民生保障等工作，
在海南全岛建设
自由贸易试验区，
逐步探索、稳步推进中国特色自
由贸易港建设实践中勇当先锋、
做好表率。

东方提高站位先谋后动

乐东：

财政供养人员
结对帮扶贫困户
本报讯 （记者梁君穷）近日，乐
东黎族自治县打赢脱贫攻坚战指挥
部印发关于安排县财政供养人员开
展贫困户结对帮扶工作的通知，要
求该县各单位从县财政供养人员中
选派帮扶责任人，制定贫困户一户
一策，分析致贫原因，
因户因人制定
帮扶计划、措施，
做到帮扶精准。每
户贫困户安排一名县财政供养人员
作为帮扶责任人，每位帮扶责任人
当年结对不超过 5 户。
据悉，帮扶责任人将确保义务
教育阶段贫困户家中健康孩童无辍
学；因身体残疾等其他原因无法上
学的孩童，将上报镇或教育部门，协
调提供
“送教上门”服务。家中有劳
动能力的贫困人口，帮扶责任人将
主动做通其思想工作，积极联系务
工渠道，确保一人就业。
乐东扶贫办还制定了帮扶责任
人的管理办法与奖惩措施。帮扶责
任人每年至少轮训一次，不准在任
职的村报销个人费用，在村干部或
农户家搭伙要按标准缴纳伙食费。
每年底由考核组按优秀、合格、基本
合格、不合格四个等次进行考核评
定，评为不合格的帮扶责任人将被
问责并取消年终绩效奖。

临高：

200名贫困学生
获赠家庭课桌椅
本报临城 6 月 11 日电 （记者刘
梦晓 通讯员吴秋琼 刘瑾）今天上
午，省妇联携手爱心企业为临高县
新盈中心学校的 200 名贫困学生及
留守儿童赠送价值 3 万元的家庭课
桌椅，帮助贫困家庭孩子圆了课余
时间在家里有书桌椅学习的梦想。
据了解，此次活动由省妇联与
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省慈善总会
和省儿童福利会联合举办，旨在关
注贫困地区孩子的成长，共同汇集
爱心力量，帮助贫困家庭孩子改善
学习条件，让他们在爱的蓝天下健
康成长。
■■■■■

省脱贫致富电视夜校聚焦扶贫领域腐败

对脱贫攻坚腐败问题
“零容忍”
本报海口 6 月 11 日讯 （记者陈
蔚林）今晚播出的海南省脱贫致富
电视夜校邀请到省纪委省监委副巡
视员符福来，为大家介绍我省扶贫
领域腐败和作风问题专项治理的举
措及成效。
符福来介绍，2017 年以来，全省
共查处扶贫领域腐败和作风问题
462 件，处理 710 人，其中给予纪律
处分 517 人，问责失职失责干部 61
人，省纪委公开曝光典型问题 29 件
57 人。截至目前，全省通报曝光问

题 76 起 187 人。
范；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屡禁不
符福来认为，之所以能够做到
绝；
扶贫领域腐败问题易发多发。
对扶贫领域腐败和作风问题“零容
符福来希望，各级帮扶干部、村
忍”，一是开展了扶贫领域“四个专 “两委”
干部牢固树立
“四个意识”
，
坚
项”整治，二是建立执纪监督“六项”
定
“四个自信”
，
不断强化责任意识和
工作机制，三是将脱贫攻坚纳入巡
责任担当，
大力加强和改进作风，
坚持
视巡察监督工作重点。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以优良的作
他指出，
当前我省脱贫攻坚工作
风，
全力投身打赢脱贫攻坚战，
用卓有
中仍然存在思想作风等问题：
包括思
成效的业绩，
如期圆满兑现向党中央、
想认识不够到位、政治站位有待提
向全省人民立下的脱贫
“军令状”
。
高；
工作作风不严不实问题还不同程
观众还可以登录海南网络广播
度存在；
扶贫资金使用管理还不够规
电视台收看本期节目。

下一步的
治理重点和主要工作举措
一是持续开展“四个专项”整治，推进脱
贫攻坚作风建设
二是保持对脱贫攻坚腐败问题“零容
忍”，特别是关系到扶贫资金的问题将
重点关注
三是开展蹲点式调研督导，深入一线解
决问题
四是坚持从严问责推动脱贫攻坚工作
五是鼓励创新担当，保护干部干事创业
的积极性

三亚新组建农技专家服务团

深入田间地头帮贫困户解难题
本报三亚 6 月 11 日电 （记者易
宗平）
“前段时间我主要讲解冬季瓜
菜种植技术，现在我主要讲解水稻插
秧技术，都是根据时令来确定培训主
题。”今天，
下乡培训后回到办公室的
三亚市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高级
农艺师王硕告诉记者，
开展贫困户种
植、养殖培训更加注重针对性和实际
效果。
跟王硕一样，近期参加三亚市农

业科技扶贫专家服务团的成员，
目前
已有 36 人。
5 月 31 日，三亚市农业局正式
成立农业科技扶贫专家服务团，
配合
省农业科技扶贫专家服务团做好农
业科技服务工作，开展技术服务，促
进贫困群众提高农业产业发展能
力。该市专家服务团主要由市农业
局、市南繁科学技术研究院、各区农
林局等单位中级以上职称的专业技

术人员组成。
据了解，三亚市农业科技扶贫专
家服务团分为 4 个组，即种植组、畜
牧 养 殖 组、生 态 循 环 组、品 牌 建 设
组。专家服务团依托多个专家服务
基地，深入农村（重点是贫困村），开
展种植、养殖技术等培训，协助农业
新技术推广等工作。
如何让培训工作发挥“授人以
渔”的效应？三亚市农业科技扶贫专

家服务团采取两种服务方式：一是专
家服务团通过集中培训、现场指导、
上门服务、微信答疑等，为包括贫困
户在内的全市农业生产者提供专业
化的指导，帮助农户解决生产实践中
遇到的技术问题。二是专家服务团
通过指导建立新品种新技术试验示
范基地，引进农业新品种新技术，培
育特色主导农业产业和新的经济增
长点，
辐射带动贫困农户创收致富。

海口万亩蔬菜产业园升级建设

多业态产业促贫困户脱贫致富
本报海口 6 月 11 日讯 （记者郭
萃 特约记者刘伟）记者从海口市龙
华区政府获悉，海南新发地现代农业
发展有限公司探索的“3+X”扶贫帮
扶模式经过一年多的运营取得良好
成效，下一步，新发地拟将海口万亩
蔬菜产业园升级建设成为
“海口新发
地热带休闲蔬果博览园”，通过三产
融合和农文旅结合引导周边的贫困
户参与到多业态的产业中从而实现
脱贫致富。

据了解，
“3+X”
帮扶模式是龙华
区积极探索的特色产业扶贫措施，
该
模式通过“带动生产”
“ 转移就业”等
方案补齐了贫困户产业发展缺资金、
缺技术、缺市场的短板，实现了扶贫
资金变股金，农民变股民。经过一年
多时间的运营，
该帮扶模式取得良好
成效，目前，海南新发地已为贫困农
户无偿举办瓜菜种苗和种植技术培
训班 10 期，培训农户 450 人次，向贫
困户及周边农户发放瓜菜种苗 1000

余万株，带动农户 500 余户，种植瓜
菜 面 积 5000 余 亩 ，每 亩 平 均 收 入
5000 多元，产业带动效果明显。同
时，为贫困户提供就业岗位，就业农
户每人每天工资100元以上，
目前，
基
地吸纳周边农户就业120多人，
其中3
户为贫困户，
今年争取再接收10户。
下一步，海南新发地拟将海口万
亩蔬菜产业园升级建设成为
“海口新
发地热带休闲蔬果博览园”，初步规
划以现有产业园核心区为基础，带动

■■■■■

周边龙泉、新坡两镇 17 个自然村约
10 平方公里的区域共同建设发展，
以发展四季蔬果农业生产为引擎，通
过一二三产业融合和农文旅结合发
展多种新业态，
引导周边的贫困户参
与其中，并采取实地观摩培训、提供
订单、合作组建新型经营主体等办
法，让贫困户了解收益，
改变观念，逐
步引导贫困户建立风险共担、利益共
享的联结机制，变输血为造血，以做
到长期脱贫，
持续致富。

学习贯彻习总书记
“4·13”
重要讲话、
中央12号文件和省委七届四次全会精神

保亭找准可为之处精准发力
本报保城 6 月 11 日电 （记者贾磊 通讯员黄
立明）今天下午，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召开第十三
届县委理论学习中心组第 22 次（扩大）学习会暨
学习宣传贯彻习总书记“4·13”重要讲话、中央 12
号文件和省委七届四次全会精神宣讲报告会。
根据省委统一安排，省委副秘书长、省委财
经办（省委农办）主任李辉卫担任此次活动的宣
讲人。李辉卫紧紧围绕习近平总书记“4·13”重
要讲话、中央 12 号文件和省委七届四次全会精
神，向 1000 余名与会者全面深入解读了海南全
面深化改革开放的时代背景与重大意义，深入分
析了海南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目标定位与总体
要求，系统阐明了海南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主要
任务以及海南全岛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逐步探
索、稳步推进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建设所面临的
机遇和挑战。
会议要求，全县各级各部门特别是领导干部
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强化思想认识、增强行动能
力，引导广大干部群众全面准确把握习总书记
“4·13”重要讲话、中央 12 号文件和省委七届四次
全会的重大意义和精髓要义。保亭各级各单位要
找准海南全岛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逐步探索、稳
步推进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建设这一重大历史机
遇中的可为之处，
精准发力。

儋州特邀专家解读
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
本报讯 （记者刘笑非 通讯员王敏权）6 月 8
日上午，儋州市特别邀请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教授
崔凡，围绕“探索建设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这一
主题进行了专业解读。
讲座上，崔凡从自由贸易港的概念、建设贸易
中心涉及的基本贸易模式、离岸贸易以及自由贸
易港建设的尝试等方面，就海南自由贸易试验区
和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建设进行了全面系统的分
析和讲解。崔凡通过条理清晰、重点明确、深入浅
出的演讲，让聆听讲座的儋州市各级领导干部对
逐步探索、稳步推进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的时代
背景、基本概念、主要特征、贸易模式和相关政策
等内容有了全面的了解，为下一步的工作提供了
宝贵的理论指导。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