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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找临高“最美扶贫人”

脱贫致富电视夜校为贫困户支妙招

“短中长”结合
打好产业发展组合拳

本报海口7月16日讯（记者陈蔚林 实习生
叶润田）今晚播出的第94期海南省脱贫致富电视
夜校邀请省农业厅副厅长赵咏望为大家讲解贫困
户在发展产业过程中需要注意的问题。

在产业选择上，他希望贫困户坚持3个原则：
一是要因地制宜；二是要“短、中、长”结合，也就是
既要发展见效快的产业，也要发展一些中长期的
产业；三是要多看看村里的大户，周边的企业在做
什么，贫困户也可以跟着一块做。

据介绍，在技术层面上，当前，省农业厅推
出了3个举措：一是成立了“农老师”服务团，大
家碰到技术上的问题都可以找他们；二是为贫
困户及村民们推出了各种农民培训；三是让企
业和合作社在培训、技术等方面有针对性地帮
助贫困户。

此外，在资金问题上，政府专门为贫困户提供
5000元的帮扶资金，已经脱贫的脱贫户也可以享
受到一定的帮扶资金。这笔钱将通过折股量化的
方式，加盟到企业、合作社，通过统一经营管理和产
品销售，每年发放固定的分红给贫困户及脱贫户。

“只要大家想干，无论是党和政府、还是企业
合作社，都会想方设法地帮助贫困户。”据赵咏望
介绍，我省推行了“五带动全覆盖”模式，也就是贫
困户发展产业时，由企业、共享农庄、合作社、家庭
农场、致富能人等带动，防止贫困户单打独斗。

观众可以登录海南网络广播电视台或下载
“视听海南”手机客户端收看本期节目。

时 间：7月21日（星期六）上午9：30—
12：00

主讲人：王辉耀（中国与全球化智库
（CCG）理事长、西南财经大学发展研究院院
长、南方国际人才研究院院长、教授、博士生
导师，国务院参事。）

讲座主题：海南自由贸易试验区的人才
战略与发展制度。

讲座地点：海口市国兴大道省图书馆一
楼报告厅

讲坛办电话：0898-65319677
公益讲座 免费听讲（不需要凭票入场）

海南自贸大讲坛讲座
预告2018年第13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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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报集团全媒体中心记者 李金波
特约记者 吴孝俊

“明哥作为一名帮扶干部，从来
没有一点官架子，事事亲力亲为。大
热天里，他亲自动手帮我安装门窗，
真是打心眼里感谢啊！”临高县新盈
镇龙兰村头泗村民小组贫困户谢卓
杰口中的“明哥”，就是新盈镇政府事
务服务中心科员符思明。

符思明是新盈镇良爱村委会驻
村组长、帮扶责任人，同时在龙兰村
头泗村民小组帮扶4户贫困户。为
了将脱贫攻坚工作推向深入，符思明
深入村头巷尾，挨家挨户摸清情况，
立足农户实际施策，赢得群众点赞。

谢卓杰因缺少资金、技术致贫，
且住房条件得不到保障。2016年，
借助政府危房改造扶贫资金，谢卓杰
家的新房终于动工。一座整洁亮堂
的新屋取代了之前破旧的瓦房。但
是，安装门窗时却出了岔子。“当时安
装门窗的工人是个学徒，技术不够娴
熟，出了问题，导致迟迟不能入住。”
谢卓杰说，为了能让他们一家早日入
住新房，有安装门窗经验的符思明亲
自上阵，整个安装过程一气呵成，让
谢卓杰脸上愁云消散。

此外，符思明不厌其烦地宣传国
家扶贫的相关政策，积极引导谢卓杰
的儿子谢小隆外出务工。“目前小隆
在三亚打工，在一家酒店当管理员，
一个月有3500元的稳定收入。儿子
外出务工了，新房子也住进去了，我
相信今后的日子会越来越好！”谢卓
杰高兴地说。

无论作为包点组长还是帮扶责
任人，符思明致力于帮助农户寻找致
贫的原因、谋求发展的新路子，激发
贫困户的脱贫内生动力。用脚步丈
量与群众之间的距离，用双手打动民
心，用真心贴近群众。

过去，贫困户王亚申一家由于有
3个孩子上学，花费巨大，生活十分困
难。尽管如此，王亚申仍坚持不让孩
子辍学，因为在他看来，只有知识才
能改变命运。

作为帮扶人，符思明了解情况
后，积极奔走，帮王亚申的孩子们申
请教育补贴，减轻家庭负担，同时引
导王亚申学习种植香蕉的技术，找准
了发展致富的新路子。如今，王亚申
成了一名香蕉种植能手，和妻子共同
管理着十几亩香蕉地，家庭经济情况
大为好转。

“扶贫要‘智志双扶’，激发贫困

户的内生动力，发展致富产业，才能
实现他们的永续脱贫。”符思明认为，
要脱贫，贫困户自身是关键。

符思明和良爱村“两委”干部经
过讨论研究、实地调研、走访农户后，
从良爱村的自然条件、地理位置、资
源禀赋和贫困户的意愿出发，因地制
宜发展市场需求量大、行情相对稳定
的黑山羊养殖产业。

目前，良爱村不仅有了养羊合作
社，而且已安排2名贫困户在合作社
里就业，同时吸纳一部分不具备发展
产业条件的贫困户以产业扶持资金

的方式入股，为其提供每年不低于入
股资金10%的分红。

自今年5月开展申请纳入建档
立卡贫困户入户调查工作以来，符思
明自愿放弃休假，无论是酷暑天气还
是遥远路途，都无法阻止他带领工作
人员开展调查的脚步。在开展入户
调查过程中，符思明详细了解农户的
生产生活情况，真正做到不漏一户、
不错一人；并且要求村“两委”干部要
公平公正公开地进行民主评议，做到
不瞒报、不漏报。

（本报临城7月16日电）

临高县新盈镇扶贫干部符思明：

走村串户挖“穷根”送点子

临高县新盈镇扶贫干部符思明。 照片由受访者本人提供

本报海口7月16日讯（记者孙
慧 通讯员邹小和）省水务厅今天召开
全省水利扶贫工作座谈会，提出聚焦
贫困县、贫困村、贫困户，以贫困村为
单元安排水利项目，大力提高项目效
益覆盖贫困村、贫困户的针对性和力
度。

据了解，前一阶段全省水利精准
扶贫工作做了大量工作，水利工程建
设为贫困地区提供了2209个水利就
业岗位，为贫困地区提供可靠的供水
安全、防洪安全、生态安全，为我省脱
贫攻坚阶段目标的顺利完成打下了坚
实的基础。

记者今天还从座谈会上获悉，
我省要求，水利扶贫要为打赢脱贫
攻坚战提供坚实的支撑和保障；要
突出水利项目精准扶贫、精准脱贫，
在项目和资金安排上多向贫困地区
倾斜。

据了解，我省下一步还要加快贫
困村生态文明建设，优先安排贫困村
整村推进项目；在水利工程项目建设
农田设施管理上发力，在管理上花功
夫；加大水利就业岗位向贫困劳动力
倾斜力度；抓好水利扶贫作风建设，
要严守党规党纪、严守廉洁底线，杜
绝工作中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杜
绝不作为、慢作为现象，在项目资
金、工程质量上把好关，筑牢拒腐防
变的防火墙。

我省加大水利扶贫力度

以贫困村为单元
安排水利项目

■ 本报记者 叶媛媛

“现在我手里拿着的品种叫‘银边
浅紫’。大家看，它的叶片带有明显的
银白边，观赏价值很高。”日前，海口市
琼山区红旗镇三角梅扶贫产业组织化
基地里，海南省农业科学院热带农艺
研究所助理研究员杨珺正在作一场关

于三角梅种植的扶贫培训，不少贫困
户一边听讲，一边记录。

“三角梅并不是娇弱的植物，不难
种植，但并不意味着大家不需要花心
思。”说罢，杨珺带领大家来到一株茂盛
的三角梅盆栽前，“不少农户看到枝条
长势不错，不舍得剪。这种观念其实是
错误的，不及时修剪，来年会影响促花。”

“老师，这样的枝条怎么剪？”一名
贫困户认真地问道。

“这个问题问得很好！”杨珺一边
说，一边示范，“大家可以大胆修剪位置
靠下的这些枝条，几个月后，整株三角
梅的花会集中长在枝条上端，具有更好
的观赏性。”

种花比养牛羊需要更细致的照

顾，有些学员信心不足。杨珺鼓励大
家，“现在市场很好，一株经过精心栽
培的三角梅甚至可以卖到两三百元
钱，大家要多去尝试。”

近一个半小时的培训，50多名贫
困户学习热情很高。“以前总担心种花
亏本，听完老师的课，有了全新的认
识！”贫困户田晓丽兴奋地说。

“我们将扶贫种植技术送到田间，
希望为贫困户提供‘多条腿’走路，确
保脱贫户今后永不返贫。”红旗镇党委
书记吴敏说。

据悉，红旗镇田间课堂还将陆续
讲授沙姜、蜜柚等当地重点产业的种
植管理技术。

（本报海口7月16日讯）

三角梅基地里的一堂扶贫课

观察

微评

本版言论只代表作者个人观点
投稿信箱：hnrbpl@163.com

时
事
图
说

来论

表爱心也要讲文明
锐评

营商环境“山清水秀”资本才能熙熙而来
——营造一流营商环境系列谈①

异地业务何时通
“当初毕业离校，以为可以异地

注销手机号，而且离校后还得用一
段时间那个手机号，所以就没注
销。”天津市民小唐（化名）告诉记
者，回家后去营业厅办理销号业务，
瞬间就懵了——跨省只能充话费，
没办法提供异地注销号码服务，“要
么欠费自动销号，要么找人代办”。

异地销号遭遇“分手难”，这不
是个例，而是饱受诟病的“槽点”。
诸如套餐变更、通话资费等，都在强
调归属地功能。事实上，归属地业

务与时代潮流格格不入。一来，当
前社会流动性增强，归属地电信服
务与此相悖；二来，变更号码成本过
高，人们宁愿更改套餐，不愿更换号
码。在此潮流下，电信运营商岂能
抱守落后思维、不思改变？这正是：

一个号码一地管，
异地业务办理难；
滚滚潮流东逝水，
岂能抱旧不改变。

（图/朱慧卿 文/张成林）

■ 左早玫

近日，市民发现，在北京动物园长
臂猿等灵长类动物展区，不少游客用
挂面投喂里面的动物，通过小小的透
气孔，与笼内的动物“互动”。记者在
北京动物园探访时发现，确有游客专
门携带挂面前去投喂动物。动物园管
理员表示，类似情况时有发生，他们见
到时会及时制止，但是依旧有人不听
劝阻悄悄投喂，可能会对动物造成伤
害。（7月16日《北京青年报》）

游客“挂面喂猴”，虽说也是爱动物
的一种表现，但爱动物，也要讲方法，讲
文明，不能干“越轨”之事。因为一些“越
轨”的善举，可能会危害动物，因而，各位
游客不要以爱的名义去做损害动物生活
与健康的傻事，更不能把自己的“娱乐”
建立在扰乱动物的正常生活秩序与习惯
上。否则，就是一种不文明、不道德的行
为。“挂面喂猴”现象的发生，背后折射出
公民文明素养有待提升。

动物园平常给动物准备的饲料，

是经过精心挑选的，要保证饲料没有
农药残留和辐射等，且动物的饮食是
有规律的，如果放纵游客随意给动物
投食，会破坏动物正常的饮食习惯。
特别是挂面、馒头、饼干等，本身含碳
水化合物多，吃多了，不利于动物生
命健康。因而，如果游客真爱动物，
请做一名文明游客，不要随便给动物
投食。

当然，制止乱投食行为，仅靠游客
自律还不够，还需多方努力，共同治
理。一方面，动物园和社会媒体要加大
宣传力度，让游客明白自己的某些“善
举”会伤害动物，切莫乱献“爱心”。比
如，政府部门应制作一些公益广告，广
为宣传，提高公民保护动物的意识；教
育部门应该传授保护动物的正确方法，
教育学生们不要给动物乱投食。

另一方面，加大打击力度，不仅要
增加给动物乱投食的道德成本，还要增
加其法律成本，既让违规违法者长记
性，也能震慑他人，从而真正让文明旅
游、尊重动物成为社会共识。毕竟，《游
客不文明行为记录管理暂行办法》早就
正式实施了，不能任游客如此“任性”投
食，我行我素上演不文明的旅游闹剧。

@人民日报：像扫黑除恶一样打
击“校园贷”。所谓“校园贷”，更像传
统诈骗的新型变种，只不过套路更多，
陷阱更深，逼债手段更野蛮，危害更巨
大。此类“校园贷”，让无数学生蒙受
多重损失，甚至家破人亡，已给社会带
来较不稳定因素。遏制“校园贷”变校
园害，应像扫黑除恶一样毫不手软。

@新华视点：城市“看海”拷问
“里子”。最近，几场强降雨导致我国
多个城市开启“看海”模式。尽管有
降雨量大等客观因素，但“排涝难”也
暴露城市建设“重地上，轻地下”的弊
端。城市“面子”很光鲜，但“里子”不
能掉链子。摆脱“逢雨必涝”的怪圈，
就得在平时多下功夫，抓好地下管网
建设，完善城市排水系统。

@半月谈杂志社：提防“语言贿
赂”既要自知也要自省。口蜜者，何
为？今天，干部们要面对的陷阱林林
总总，其中最平常最难觉察，就是语言
贿赂。作为党员干部就得时刻保持清
醒，在奉承语和客气话中想一想是否
被戴了高帽，在小报告和场面话中查
一查有几句离谱。只有时刻保持自知
与自省同时在线，才不会为一两句恭
维就丢了品格，失了党性。 （饶 辑）

消费者李女士表示，自己在网购时经常会参
考他人评价，尤其是带有图片的评价。不过，最近
却经常在评价图片中看到“+V优惠券”“领券购物”
等字样，引导顾客在其他社交网络添加好友。添加
好友后，对方真的会给李女士优惠券，同时还会引
导李女士在另一网站上搜索低价商品，甚至自己做

“评价赚钱”的买卖。（7月16日《北京青年报》）
网购评价，应基于消费者真实的消费体验，反

映消费者对商品的真实意思。但如果有人给消费
者一两元钱，“购买”其评价权，要求消费者在评价
时使用“格式文字”“格式图片”，链接某些购物券
或广告，那么，消费者的网购评价就变成了别有用
心的评价，就会跑偏，变味。

俗话说，无利不起早。一些商家之所以花钱
购买消费者的评价，目的在于利用消费者为自己
的店铺或网站引流。由于这种评价多为虚构，且
裹着评价外衣的广告真伪难辨，有的广告有夸大
不实成分，对其他消费者容易形成误导，进而影响
消费体验。另外，不少优惠券可以从一些网购商
城直接领取，消费者根本没必要舍近求远，所谓的
优惠券只是一个推销的局。

据调查，网购评价交易已经形成了黑色产业
链，仅记者搜索到的“收评价”社交群就达上百个，
群内交易活跃，很多人在购物后直接与群主交流
并撰写评价，群主则“现结，直接打款”，在“收评
价”贴吧里更是公然叫卖、明码标价。网购评价交
易体系分为普通用户、代理、店长三级模式，存在
拉人头、发展下线以及上线根据下线人员数量提
成等问题，涉嫌传销。显然，网购评价交易扰乱了
网购评价秩序，冲击了有关禁止传销、禁止不正当
竞争、禁止虚假广告宣传的法律底线。

消费者网购评价不能成为广告媒介，更不能
成为不法者藏污纳垢的平台。相关部门应加强关
注与监管，严查违法行为，为消费者营造一个良好
的评价环境。网购市场交易平台也该负起管理责
任，建立快速甄别反应机制，鼓励商家积极举报异
常评价行为，从技术上对夹带“广告私货”的网购
评价进行删除、屏蔽，并运用警告、降低信用等级
甚至封号等措施，对消费者或购买评价的商家进
行制约、惩戒。

当然，消费者更应认识到，这种评价的危害是相
互的。你今天“卖评价”忽悠了别人，明天就可能在网
购时受到别人“卖评价”的忽悠。因此，万不可为了蝇
头小利，拿自己的评价权或者诚信做交易。 (李英锋)

网购评价
岂能夹带“广告私货”

■ 本报评论员 饶思锐

世界舞台，风流谁竞？发展红利，
孰与分享？在庆祝海南建省办经济特
区3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向全
世界发出诚挚邀请：“我们欢迎全世界
投资者到海南投资兴业，积极参与海
南自由贸易港建设，共享中国发展机
遇、共享中国改革成果。”建设海南自
由贸易试验区和中国特色自由贸易
港，必须举全国之力、聚全球之势。问
题是我们要如何吸引全世界的投资者
到海南来投资兴业？

管仲曾言：“商人通贾，倍道兼行，
夜以续日，千里而不远者，利在前也。”
趋利避害是人之本性，追求利益是商业
逻辑。故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
指出：“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
皆为利往。”利之所在，虽千仞之山无所
不上，深渊之下无所不入。因而，要吸
引全世界的投资者到海南来，归根到底
就是要解决利之何在、利之多寡的问
题。一句话，就是要让企业能在海南赚
到钱，企业才会想来海南、留在海南。

“将欲取之，必固与之。”当前的海
南，基础设施落后、资源有限、市场较
小、人才短缺……种种不利因素，在投
资者眼中皆不是“利之所在”。然而，海
南是我国最大的经济特区，地理位置独

特，拥有全国最好的生态环境，又是相
对独立的地理单元，具有成为全国改革
开放试验田的独特优势……这些优势
又让海南具备了成为“利之所在”的优
异条件。要把这些优势转化为实实在
在的利益，就需要我们因势利导，以制
度创新为核心，大胆试、大胆闯，加快形
成法治化、国际化、便利化的营商环境
和公平开放统一高效的市场环境。

一流的营商环境是区域发展的核
心竞争力之所在。如果我们的营商环
境不能达到国内一流水平，不能跻身
全球前列，在与外地的竞争中，我们就
不具有比较优势，不仅难以吸引投资
者前来投资兴业，甚至本土的企业也
可能会“用脚投票”，搬走外迁。客观

地讲，当前海南的营商环境不容乐
观。我们的营商环境不仅较世界一流
营商环境相差甚远，与国内发达地区
相比也有很大差距。日前，在七届省
政府第二次全体（扩大）会议上，沈晓
明省长在讲话中列举了政府执行力当
前存在的走马观花、蜻蜓点水，文山会
海、不求实效，推诿扯皮、不敢担责，暗
箱操作、吃拿卡要等十大问题。这十
大问题同样也是海南营商环境的弊
病，不少企业深感其弊，痛在其中。

优化海南的营商环境，时不我
待。正是着眼于此，近段时间以来，省
委、省政府领导在各种会议上反复强
调要优化营商环境，并面对面地征求
企业意见和建议，积极寻求优化营商

环境的良策。说到底，营造一流的营
商环境，不仅是海南吸引资本的重要
手段，更是海南打造改革创新高地、对
外开放高地的必要选择。因为，以海
南当前不算突出的“硬件”，如果没有
优异的“软件”加持，海南不仅在招商
引资上难以显出优势，在改革发展上
也会难以持续推进。对于这一点，我
们要有清醒的认识。

利之所在，人之所往。营商环境
没有最好，只有更好。我们只有帮助
企业解决实实在在的困难，激发市场
需求，让企业在海南可以招到人才、有
生意做、能赚钱，才能吸引全世界的投
资者“不推而往、不引而来”，助力海南
追赶先进发达地区，实现跨越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