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昌江已有 1305户贫困户共计 5519人入股
“龙头企业”或合作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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昌江快讯

本报石碌7月1日电（记者曾毓
慧 特约记者林朱辉 通讯员陈家漠）
自全省开展百日大招商（项目）活动
以来，昌江黎族自治县全力优化营商
环境，积极招商引资，在一批知名企
业进驻昌江投资发展后，该县有关部
门积极和环境保护部核与辐射安全
中心等单位和企业洽谈合作发展意
向，共同推进昌江招商工作。

据介绍，6月28日，环境保护部
核与辐射安全中心副主任柴建设一

行到访昌江，就核电关联产业项目发
展与昌江有关部门达成初步合作意
向。据悉，核电是昌江今后工业发展
的重点，此次核与辐射安全中心提出
的合作项目，对昌江发展核电关联产
业，融入“一带一路”建设具有重大意
义，昌江县委县政府要求有关部门为
企业提供良好的服务，争取项目早日
落地见效。

同一天，经与昌江有关部门深入
洽谈合作事宜后，海南富力房地产开

发有限公司表示，将结合前期调研和
实地了解，尽快拿出一流的项目规
划，争取促成企业项目在昌江落地，
为实现政企合作双赢、促进地方经济
社会发展做出贡献。

据悉，昌江提出“五地两县”布局
和发展思路，全力建设“山海黎乡大
花园”。同时，昌江在优化营商环境
等方面出台了一系列相关政策，已吸
引了恒大集团、奥特莱斯、中南集团
等一大批国内知名企业进驻昌江投

资发展，在旅游、农业、工业、医疗健
康、体育文化等板块高水平谋划项
目。

昌江黎族自治县县委书记黄金
城表示，将全力促成上述知名企业布
局昌江项目的战略合作，鼓励企业围
绕昌江发展新定位，结合“多规合
一”、美丽乡村建设等领域，发挥企业
优势，杜绝发展以房地产为主导的项
目，共同把昌江打造成为海南西部一
流旅游目的地。

筑巢引凤 山海黎乡焕发新活力
一批知名企业进驻昌江，在旅游、核电、体育文化等领域谋划项目

本报石碌 7月 1日电 （记者曾毓慧 特约
记者林朱辉）为纪念建党97周年，充分体现党
组织对农村老党员和生活困难党员的关怀，进
一步建立健全党内关怀、帮扶、激励机制，6月
27 日至 29 日，昌江黎族自治县组成 8 个“七
一”慰问组，分批走访慰问农村老党员和生活
困难党员。

县委书记黄金城率领第一慰问组，走访慰
问了昌化镇黄姜村困难党员李德军、十月田镇
王炸村老党员王亚周和青山村困难党员钟冬
梅，详细了解他们的身体状况和实际困难，同时
嘱咐相关单位、镇政府以及村“两委”干部要积
极主动地关心老党员和生活困难的党员，尽力
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让他们切身体会到党
和政府的温暖。

在县人民医院，黄金城看望慰问了因工受伤
的县综合行政执法局副局长李强和执法人员刘
陶龙，对他们爱岗敬业、敢于作为的精神给予了
充分肯定，称赞他们为昌江经济社会快速发展、
人民群众过上幸福生活发挥了重要作用，力争在
全县形成树标杆、作表率、重品行、讲贡献的良
好风尚，从而激发起广大党员干部职工干事的热
情和干劲。

昌江开展“七一”慰问活动
走访慰问农村老党员和生活困难党员

其实，塘坊村野猪养殖扶贫示范
基地只是昌江创新产业扶贫机制的
一次有力尝试。据昌江扶贫办有关
负责人介绍，近年来，昌江创新产业
帮扶机制，力推并完善“龙头企业（合
作社）+贫困户”帮扶模式，即由政府
扶贫部门将产业帮扶资金集中投入
当地特色高效农业，建立委托合作关

系，让所有贫困户以资金入股“龙头
企业”，实现可持续增收。

昌江各级扶贫部门从当地特色
高效农业企业里择优选强，选出昌
江田园养鸽专业合作社、昌江红丰
霸王岭山鸡发展有限公司、海南昌
江玉绿宝生态农业有限公司等8家
分布于各乡镇的龙头企业（合作

社），明确为“托管企业”（合作社），
让每个乡镇的贫困户都能将政府产
业扶持资金就近入股，确保不漏任
何一户贫困户。

截至今年5月，昌江已有1305户
贫困户共计5519人参加“龙头企业
（合作社）+贫困户”合作模式，全县
2017年投入产业帮扶资金达8749

万余元，共发放扶贫产业收益金
1041万余元。

值得一提的是，“托管企业”还根
据用工需求，优先录用有务工意向的
贫困户，并教授先进的种养技术，在
有效帮扶贫困户实现可持续发展和
增收的同时，还利于做强做大当地特
色农业产业。 (本报石碌7月1日电)

昌江力推“龙头企业+”帮扶模式，带动1305户贫困户发展产业

龙头企业引领贫困户脱贫致富

本报石碌7月1日电（记者曾毓慧）记者从6
月29日召开的昌江2018年生态环境保护大会获
悉，昌江将紧紧围绕中央、省委省政府关于生态文
明建设的安排部署，抓好重点、补齐短板，加快创
建省级生态文明示范县，推动“山海黎乡大花园”
建设迈上新台阶。

会议传达了全国、全省生态环境保护大会精
神，并要求各乡镇、各单位、各部门党政“一把手”
要切实扛起生态文明建设的主体责任，把生态文
明建设摆在全局工作的突出地位，以更大力度、更
大决心推进生态文明建设、解决生态环境问题。
同时，坚决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推动昌江生态文
明建设再上新台阶，为海南建设国家生态文明试
验区贡献昌江力量。

昌江加快创建
省级生态文明示范县

本报石碌7月1日电（记者曾毓慧）日前，昌
江黎族自治县石碌镇红林居正式揭牌办公，这也
标志着昌江在加快推进农垦改革进程中，已在全
县范围内实现“一张网”审批服务，社会管理服务
功能更加齐全更加完善。

据石碌镇红林居党总支副书记杨永发介绍，
红林居是隶属石碌镇的农场社会管理属地机构，
承载着红林国营农场近百个大小项目的社会职能
及公共服务，红林居揭牌办公后，可为市民提供民
政、社保、侨务、卫生、教育、城乡规划、“双创双修”
等“一站式”社会服务和网上审批，为农场广大职
工提供工作与生活便利。

据悉，随着红林居的揭牌办公，昌江黎族自治
县农场设“居”实现全覆盖，对全面推进国有企业
的社会职能、公共服务属地化，扩大地方政府基本
公共服务覆盖面，提高社区公共管理服务水平，做
好基层党建工作等具有重要意义，同时也将有力
助力企业增效、农场增盈、职工增收等。

石碌镇红林居揭牌办公

完善社会服务功能
实现“一张网”审批

本报石碌7月1日电（记者曾毓
慧）叉河至霸王岭旅游公路自2016
年动工建设至今，已完成总工程量的
80%，但因叉河镇老宏村路段坟山迁
移工作一直得不到有效解决，工程进
展一度受阻。6月29日，在昌江各部
门通力协助下，终于完成坟山迁移工

作，自此也打通了叉霸旅游公路建设
的“最后一公里”。

为确保迁坟工作顺利开展，今年3
月初以来，叉河镇村干部多次与村民沟
通，赢得大部分村民的理解与支持，相
关部门也及时做好登记造册及坟墓的
搬迁安置工作。经统计，其中70多户

村民自行配合政府搬迁600多座坟墓，
20多户村民未同意迁坟80多座。

6月27日至29日，旅游公路项
目清表与坟墓搬迁工作指挥部完成
了叉河镇老宏村路段最后的清表与
坟墓搬迁工作，打通叉霸旅游公路建
设的“最后一公里。”

按照规划，叉霸旅游公路起自叉
河镇G98高速公路叉河互通立交至
霸王岭林业局县道705与黑岭山公
路交叉处，全长27.815公里。该工程
建成后能有效改善当地交通运输条
件，缓解周边道路的交通压力，促进
全县旅游业发展。

叉河镇老宏村路段坟山迁移完工

叉霸旅游公路建设打通“最后一公里”

6月28日一大早，昌江
黎族自治县十月田镇塘坊村
脱贫户符仁平来到该村野猪
养殖扶贫示范基地，此时，一
头头四肢粗短但体躯健壮的
野猪正在笼舍里嗷嗷待哺，但
他并不着急于喂食，因为当天
还需要给2号笼舍100多头
野猪注射疫苗。

2016年以来，昌江创新
产业扶贫机制，力推“龙头企业
（合作社）+贫困户”，带动精准
脱贫。在该县各级扶贫部门
的牵线帮扶下，塘坊村成立民
富野猪养殖专业合作社。符
仁平不仅以产业帮扶基金入
股合作社，还应聘成为养殖基
地管理员，抓住帮扶机遇，一举
摘掉了“贫帽”。

截至今年5月，昌江已有
1305户贫困户共计5519人
入股“龙头企业”或合作社，
摇身一变成为“股东”，在脱
贫致富的路上走得更快更
稳。

■ 本报记者 曾毓慧
特约记者 林朱辉 通讯员 李德乾

“一般选在喂食前打疫苗，今天
注射的是口蹄疫疫苗，一头猪只需2
毫升的剂量，扎针一两秒的时间就刚
刚好！”给针头消毒过后，符仁平小心
翼翼地将疫苗针水抽进注射器，走进
笼舍。搭班的管理员带着一个特制
的方形小铁架，分批将一头头野猪

“围困”至角落处，这时符仁平拿出注

射器麻利地在野猪脖子处扎针、拔
出，然后又给另外一头猪扎，动作显
得十分娴熟。“一定要扎针在脖子至
耳朵这个三角区域才最有效。”他向
记者解释道。

“两年之前，我可没有这么娴熟的
技术，对于养殖野山猪经验为‘零’。”
符仁平说，他和妻子有两个孩子，过去

由于没有一技之长，又缺乏产业发展
资金，主要靠打零工谋生，日子过得紧
巴巴的，是村里的贫困户。

2016年7月，塘坊村成立民富野
猪养殖专业合作社，同时开建野猪养
殖扶贫示范基地，255户村民入股合
作社149.9万元，其中，政府将72户
贫困户共计64.8万元的产业帮扶资

金入股，由当地野猪养殖“龙头企业”
昌江玉绿宝生态农业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玉绿宝公司”）结对帮扶发展野
猪养殖产业，符仁平夫妻等6人应聘
成为首批养殖管理员，每人每月工资
为2500元。“也是从这个时候开始，
才改变了一直没有固定收入的命
运。”符仁平说。

贫困户当猪倌 每月有了固定工资

“玉绿宝公司不仅免费给我们提
供猪苗，还传授饲养、防疫和管理技
术，并负责收购。”塘坊村驻村第一书
记符锡汉介绍，按照合同约定，塘坊
村野猪养殖扶贫示范基地负责将每
头猪苗养满8个月，每头猪已长至60
公斤左右，再由玉绿宝按市场价全部
收购。

将野猪养好，才能卖出好价钱。
“平时除用粗粮喂养，还得找一些甘
蔗、香蕉杆喂食，不仅能给野猪补充
营养，也能节约喂养成本。”在玉绿宝
公司技术员的教导下，如今，对于野
猪的日常管理，以及猪瘟、口蹄疫等
疫苗的注射工作，符仁平和搭班的管
理员把握得很精准。

据悉，塘坊村野猪养殖扶贫示范
基地去年的出栏量约有1500头，总收
入约150万元，扣除各类养殖成本外，
至少盈利了四五十万元，并按照约定
给入股的村民发放了24万元的分红，
剩余的钱则用于投资扩大养殖规模。

截至目前，入股民富野猪养殖专
业合作社的 72户贫困户已全部脱

贫。“我家入股合作社的产业帮扶基
金是1万元，去年底拿到了大约1500
元的分红。”符仁平说，随着养殖基地
的养殖规模扩大，再通过技术手段节
约成本，以后每年的分红也会越来越
多。他也寻思着，再过个一两年，等
自己攒足本钱，可以尝试着“单干”养
殖野猪。

合作社教技术 每年按股分红

创新产业扶贫机制 实现可持续发展

本报石碌7月1日电（记者曾
毓慧 特约记者林朱辉 通讯员杨耀
科）6月30日，位于昌江黎族自治
县石碌镇环城西路东侧的木棉学校
及芒果幼儿园建设项目主体工程已
基本完工，开始进入室内外装修和
附属设施配套建设施工阶段，该项
目预计明年初完工交付验收，9月
份开学投用，届时能提供2520个学
位，这也填补了昌江城北区域此前
没有九年制公办校的空白，也将进
一步巩固提升县域义务教育基本均
衡发展成果。

据昌江教育局勤工办主任钟飞
介绍，该项目是昌江“十三五”规划
期间重点建设项目，占地面积达
153.77亩，自2016年11月进场施
工以来，各项工程进展顺利。其中，
木棉学校占地123.77亩，芒果幼儿
园30亩等。按照规划，木棉学校办
学规模为2520名全日制学生，设置
252个教师岗位，其中，小学1620
人，初中900人；芒果幼儿园办学规
模为630名学生，设置63个教师岗
位，设置18个班级，每班35人。

木棉学校、芒果幼儿园
明年9月开学

目前，昌江芒果幼儿园主体工程已完成70%，已开始进行室内外装修，预计明年1月份完工。 本报记者 苏晓杰 通讯员 钟玉莹 摄

本报石碌7月1日电（记者曾毓慧 通讯员
符长雨 钟玉莹）6月 26日晚，昌江黎族自治县
2018“禁毒是阳光的爱”禁毒防毒宪法宣传群众
汇演在县文化公园举行。

晚会在舞曲《与梦想牵手》中拉开序幕，诗朗
诵《禁毒路上 你我同行》、情景剧《毒品毁了我
的家》、快板《打黑除恶快人心》、舞蹈《珍爱生命
远离毒品》等精彩节目轮番上演，真实地反映了
毒品的危害。整场晚会通过群众喜闻乐见的表
演形式开展禁毒宣传，营造全民参与禁毒大会战
的决心和信心。

据县禁毒委有关负责人介绍，昌江高度重视
禁毒工作，2016年11月以来，全县把组织开展禁
毒三年大会战作为解决社会治安和提高社会治理
能力的主要抓手，强力实施的“八严”工程，形成了
党委领导、政府负责、部门协同、社会参与的成熟
禁毒机制，社会治安持续平稳，人民群众获得感、
安全感、幸福感不断提升。

“禁毒是阳光的爱”
群众汇演启动

本报石碌 7月 1日电 （记者曾
毓慧）日前，昌江黎族自治县卫计委
联合北京联慈健康扶贫基金会等公
益组织，在石碌镇举行“国奶扶贫工
程”奶粉资助发放仪式，第一批审核
通过的 51 户贫困家庭获赠国产优
质奶粉。

此次“国奶扶贫工程”全额资助
石碌镇山竹沟村、鸡心村、鸡石村51
户家庭，每户获赠2罐奶粉。按照安
排，该公益活动还将在昌江其它乡镇
开展，将惠及昌江241户贫困户。

据北京联慈健康扶贫基金会副
秘书长陈飞介绍，“国奶扶贫工程”是
北京联慈健康扶贫基金会、中华少年
儿童慈善救助基金会为配合国家脱
贫攻坚行动而联合发起的公益项目，
为昌江建档立卡贫困家庭3岁及以
下儿童免费提供国产奶粉。同时，该
公益项目还将以不高于市场价二分
之一的价格向困难家庭的孩子提供
优质的婴幼儿配方奶粉，并提供科学
喂养等方面的婴幼儿健康教育等，提
升昌江贫困家庭婴幼儿的健康水平。

“国奶扶贫工程”奶粉资助
发放仪式举行

241户贫困家庭
获赠国产奶粉

“禁毒是阳光的爱”群众汇演现场。
（活动主办方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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