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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梁君穷

在三亚崖州区镇海村内，一条笔
直的村道，一头连着海榆西线，一头
通向碧海沙滩。路旁栅栏内鲜花盛
开，两侧一座座小洋楼整齐排列，围
墙上一幅幅彩绘，讲述着渔民们纯朴
与勤劳的生活故事……

“美丽的环境不是天然得来的，
也不是天然可以维持好的。”镇海村
党支部书记孙芳器说道，自2016年
底建设美丽乡村以来，镇海村的环境
大为好转，曾经沙子上餐桌、道路满
水坑的村子变得干净整洁，但想要保
持住美丽，还得靠村民的自觉，其中
最重要在于乡规民约的作用。

认真学习科学文化知识，发扬吃
苦耐劳、勤劳致富的精神，努力搞好
生产增加收入；村民之间应团结友
爱，严禁侮辱、诽谤他人，严禁造谣惑
众、搬弄是非……在镇海村中，许多
村民都对这个村规民约的条款耳熟
能详。

“你别看这个村规民约写得普
通，其实也很有针对性。”孙芳器认

为，比如严禁侮辱诽谤他人和搬弄是
非，就是为了让村民少起口角。

口角少了，村民更团结了，村里
的各项工作才好展开。“我们村能保
持干净，不仅得益于村民对保洁工
作的自觉性，更在于有好的管理制
度。”村委会主任助理黎雪敏介绍，
镇海村制定了环境卫生整治方案和
保洁员管理制度，全村划分4个网
格，设网格责任人1人，每个网格中
有2名到3名网格员，做到每项工作
专人负责。

走入村民吴海忠家的庭院，看
见龙眼树挂满果实，花圃里鲜花绽
放，院子里生机盎然、干净整洁。

“我们村还有村民卫生公约，党
员、村民代表也常常到我家宣传‘门
前三包、美丽庭院’的工作，鼓励我
们按类投放垃圾，如果我家有做得
不够好的，邻居家也会及时过来提
醒。”吴海忠介绍说，村容村貌变得
越来越好了。

乡规民约不仅“约”出好环境，
更“约”出村民生活好习惯。孙芳器
说，仅仅是家园美了还不够，还应该

让文明融入村民的生活中。于是，
一间崭新的农村书屋正式开放，一
个引导村民移风易俗的红白理事会
正式成立……

“在崖州区城区主干道、机关事
业单位办公点、各村的公共场所，具
有崖州文化元素和地理特色的宣传

画随处可见。”崖州区委宣传部副部
长林海涛介绍，目前崖州区正通过广
泛的宣传，动员千家万户参与到社会
文明大行动、“创文巩卫”活动中来，
努力使家庭教育先进理念、科学知识
和方法家喻户晓。

（本报三亚8月1日电）

省地质局开展文明
交通志愿服务活动

本报讯（记者陈雪怡 通讯员黎
大辉）连日来，每天下午5时30分，一
群穿着蓝色马甲、戴着红色帽子的省
地质局学雷锋志愿服务队成员，都会
准时出现在海口市南沙路与金地路交
叉路口，协助交警维持交通秩序、提供
各种志愿服务。

记者从省地质局了解到，为进一
步推进该局创建文明单位活动深入开
展，增强干部职工和市民群众的文明
交通意识，省地质局组织开展文明交
通志愿服务活动，自7月23日起至8
月20日，每天上午7时至9时，下午5
时30分至6时30分，该局学雷锋志
愿服务队及局属单位志愿服务队分队
就会到南沙路与金地路交叉路口开展
文明交通劝导活动。

“在交警的指导下，省地质局志愿
服务队主要对电动车驾驶员不按道行
驶、不戴头盔等，以及行人过马路不遵
守信号灯、横穿马路等行为进行劝阻、
引导。”省地质局局长李海忠说，此次文
明交通志愿服务活动，有利于进一步提
高市民群众和干部职工的文明交通意
识，推进该局文明单位创建工作，同时
助力全省社会文明大行动深入开展，为
推动海南文明岛建设贡献一份力量。

本报椰林8月1日电 （记者苏
庆明 通讯员陈思国 黄艳艳）“舒服
佳椰油5分，艾诗芬香香皂6分……”
7月30日上午，在陵水黎族自治县本
号镇乐利村一家微型超市里，工作人
员正为商品一一标上特殊价码。

“有劳动力的家庭有一个主动外
出就业或打零工的得2分，全部劳动
力都外出务工或打零工的得5分，照
顾父母起居生活得2分……只要表现
好，凭借积分，就能来这里免费兑换
商品。”该村贫困户李永华兴奋地说。

当天，陵水首家脱贫攻坚爱心超
市在乐利村开业。这是该县为鼓励
贫困户增强脱贫内生动力、提升农村
文明道德风气而尝试的激励性举措。

这家超市是该县联手乐利村对
口帮扶企业海南富力房地产开发有
限公司设立的，以建档立卡贫困户为
服务对象，以月为单位，对贫困户家
庭的表现进行打分。贫困户家庭凭
借“爱心积分”获得积分面值卡（即兑
换券），即可在超市免费兑换商品。

记者了解到，贫困户需要通过发
展产业、主动就业、立志脱贫，讲道德、
重品行，与邻和睦、家庭和谐、见义勇
为，参加义务劳动、保持环境卫生整洁
等方面获得相应爱心积分。乐利村为
此出台了《评比积分明细表》。该表不
仅有加分项，也有如“乱砍乱伐树木”
等减分项，每月可获得的最高积分为
220分。贫困户家庭的爱心积分可以
积累，即每月未兑换完的积分会予以

保留，不会按月清零。
乐利村驻村第一书记陈栋告诉记

者，为避免出现“人情分”等情况，积分
面值卡由本号镇党政办公室负责印制
发行，由乐利村委会负责面值卡管理
工作；贫困户帮扶责任人将参照《评比

积分明细表》对农户家庭进行评分，并
经驻村工作队核实、镇驻村领导签名
后，由村委会统一发放积分面值卡。

记者看到，贫困户在该村爱心超
市除了可兑换米、油、盐、被褥等小额
日常生活品外，还可兑换电视、冰箱、

洗衣机等大额商品，如1200分可兑
换32寸电视。

“好的表现很值钱啊，以后得好好
努力！”今天，在以22分兑换一包立白
洗衣粉后，贫困户符和昌高兴地说。
当天，该村167户贫困户家庭凭借6

月的表现领到首批爱心面值卡。这些
家庭当月积分平均在70分左右。

“我们通过设立爱心超市，激发
贫困户内生动力，让‘比着干’成为常
态，让自主脱贫成为共识，把‘扶志’
真正落到实处。”陈栋表示。

陵水首家爱心扶贫超市开业

贫困户可凭良好表现获取积分免费兑换商品

■ 本报记者 刘梦晓

“多亏了陈书记，我们的日子才
越过越红火！”近日，在临高县博厚镇
道灶村村民谢亚祥家，道灶村驻村第
一书记陈明书的到来，让谢亚祥两口
子十分激动。

2016年，谢亚祥一家还是贫困
户，一家老小住在几间破房子里，生活
十分拮据。到2017年9月30日，通过
加入合作社、务工等方式，谢亚祥一家
成功脱贫“摘帽”，还住进了新房子。

2016年 9月，作为海南省机关
事务管理局派驻道灶村的第一书记，
陈明书来到了道灶村。经过近一个
月的走访，陈明书了解到，道灶村人
多地少、基础设施比较落后，全村
263户1128人有22户101人是贫困
户，是名副其实的贫困村。

但作为一个临海的渔村，道灶村
自然环境十分优越。每当海潮退去，
沿海植被上就会留下大量的海蟹、鱼
虾和贝类，成为海鸭的天然食粮。因

此，该地的海鸭毛色好、肉质鲜，颇有
名气。只不过，过去村民养海鸭缺乏
技术，效率低，且一直以散养为主，没
有形成规模养殖。

“我们根据道灶村的优势，选择
了养鸭产业作为主要产业，全面展开
扶贫帮扶工作。”陈明书说，经过深入
市场调研，省机关事务管理局先后出
资30万元，着力打造道灶村养殖海
鸭产业。2016年9月27日，道灶村
咸水鸭养殖合作社揭牌成立。

“贫困户都不敢加入合作社，他
们说自己养都养不好，给别人养就
更难说了。”令陈明书始料未及的是，
合作社刚成立就遇到了困难。为了
鼓励贫困户加入，陈明书一家家走
访，说动了部分贫困户每家出资2000
元入股合作社。

困难并未就此结束。第一批鸭
苗共1000只，由于饲养技术不到位，
折损了一部分。陈明书着急了，“绝
不能辜负村民的信任！”那段时间，他
和同事每天在养鸭基地和技术防疫

中心往返奔波，向技术人员学习养鸭
技术，人累瘦了，皮肤也晒得黝黑，终
于让养殖海鸭走上了正轨。

3个月后，第一批海鸭到了出栏
时间。陈明书发现，海鸭在镇上的需
求十分有限。为此，陈明书联系省相
关单位，进行爱心售卖，很快就将海
鸭销售一空，入股合作社的贫困户每
户获得600元分红。

在第一桶金的带动下，其余贫困
户改变了观望态度，激发了抱团脱贫
的信心，全村22户贫困户全部加入
马袅海鸭产业合作社。2017 年 9
月，省机关事务管理局引进专业从事
海鸭养殖销售的海南盛利实业有限
公司，公司负责为合作社提供海鸭种
苗、养殖技术及销售服务，进一步壮
大了合作社的养殖实力。随后，合作
社成功注册了“马袅海鸭”商标，将其
推向广阔市场，深挖绿色生态养鸭经
济效益。截至2017年底，合作社出
栏成鸭共1万多只，共分红5次，每户
获得分红4300余元。

同时，在陈明书的鼓励下，不少
贫困村民外出务工，也有了经济来
源。通过获取分红和务工等收入，目

前，除1户贫困户危房改造没有完成
之外，道灶村其余贫困户已全部脱
贫，贫困发生率从8.9%降至0.05%。

与此同时，在陈明书的推动下，道
灶村“两委”班子的凝聚力和战斗力的
不断提升，环村路、路灯、文化室、卫生
室、文化活动广场、污水处理站等设施
相继建成，村容村貌焕然一新。

今年以来，陈明书又带着村民与
海南琼纺养蚕发展有限公司开展合
作，紧抓茧丝价格上扬的大好机遇，
发动村民大力发展种桑养蚕产业，增
加收入。“扶贫路上尽管一波三折，但
看着村民真正过上好日子，所有的辛
苦就都值得了！”陈明书说。

（本报临城8月1日电）

海医二附院
设立器官移植科

本报海口8月1日讯（记者符王润 通讯员
谭莹）昨日，海南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以下简称
海医二附院）器官移植科正式开科，这是我省首个
器官移植科。当天，在国内顶尖移植专家的共同
支持下，四台肾移植手术在该院进行。

据介绍，海医二附院自2013年开展器官捐献
工作以来，不断完善组织建设，严格在法律的框架
内开展工作。虽然海南器官捐献例数呈逐年上
升，为需要器官移植的患者带来了新生，但每年海
南岛仍有许多患者还在等待器官移植。2017年，
海南医学院成立“海南医学院移植医学研究所”，
分设基础部和临床部，打通产学研，助力我省医疗
卫生事业和健康产业发展升级。

“我们已与国内顶级的移植中心建立起密切
的合作关系，如国际一流的肝移植中心——浙江
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加速移植团队的建设与人才
培养。”海医二附院院长肖劲逐说，对于器官移植，
海医二附院在技术合作、资源配置、人才引进、学
科建设等各方面提前进行了布局。

据介绍，未来，海医二附院将充分利用海南优
质气候条件及位于祖国南大门、临近东南亚等优
势，加速开展心、肺、肝、胰、肾等大器官移植，打造
与国际接轨的器官移植中心。

省规规划设计研院开展
“勇当先锋、做好表率”专题活动

加快推进体制改革试点
探索混合所有制

本报海口8月1日讯（记者孙慧 通讯员邓
霖）记者今天从省建设项目规划设计研究院获悉，
按照省委统一部署，该院开展“在建设海南自由贸
易试验区和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实践中勇当先
锋、做好表率”专题活动。从加快体制改革试点探
索混合所有制、推行全过程工程咨询服务、加强人
才队伍建设、创建企业品牌等方面发力，勇当先
锋、做好表率。

一是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建立更具活力的体
制机制。二是加快业务转型升级，发挥多资质链
式咨询服务优势，开展国际合作，大力推行新形势
下全过程工程咨询服务。三是加强人才队伍建
设，打造名副其实的省级智库，全方位、多渠道选
拔引进各类人才，按照“1+4”实施细则，加强干部
队伍建设和青年业务骨干的选拔培养。四是深入
开展“树形象、创品牌”管理提升活动，全面梳理薄
弱环节，强化精细化管理，不断探索适合自身发展
的管理体制和经营机制，推动管理规范化、集约
化。对外加强品牌、服务、社会声誉等形象管理，
展现新时代智库型国企新形象、新风貌。

定安召开“勇当先锋、做好表率”
专题活动部署会议要求

每个党员干部
都要发挥先锋模范作用

本报定城8月1日电（记者邓钰 特约记者
司玉 通讯员陈春羽）近日，定安县召开“在建设海
南自由贸易试验区和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中勇当
先锋、做好表率”专题活动再动员部署工作会议。

会议要求，定安全县领导干部要切实提高政
治站位、深化思想认识，把开展专题活动作为一项
重大政治任务，把活动办好、办出定安特色，每一
个党组织都要学起来、动起来，每个党员干部都要
发挥先锋模范作用。

会议强调，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大
胆探索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新思路、新路
径、新举措，学用结合，在实践中不断增强学习思
考、政治领导、改革创新等8个方面的本领。从产
业定位、营商环境、民生实事等方面破解重点难
点，推动专题活动与中心工作两促进。要始终把
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坚持强基固本，建立正向
激励机制，坚持不懈正风肃纪反腐，进一步提高组
织战斗力，营造良好的政治生态。同时，要层层压
实责、突出以上率下、强化分类指导、确保督导到
位、营造良好氛围，确保专题活动取得实效。

开展社会文明大行动创建海南文明岛·做文明有礼的海南人

临高道灶村驻村第一书记陈明书带领贫困户发展海鸭产业，走上脱贫致富路

一波三折养海鸭 尽心尽力助脱贫
寻找临高“最美扶贫人”

三亚崖州区镇海村以文明行动扮靓美丽乡村

乡规民约“约”出好民风

道灶村驻村第一书记陈明书（右）和村民谢亚祥交流海鸭养殖情况。
本报记者 刘梦晓 摄

屯昌召开“勇当先锋、做好表率”动员会

坚定践行“四个意识”
增强“四个自信”

本报屯城8月1日电（记者邓钰 通讯员邓
积钊）日前，屯昌县召开“在建设海南自由贸易试
验区和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实践中勇当先锋、做
好表率”专题活动动员大会。

会议要求，全县广大党员、干部要深刻领会
“勇当先锋、做好表率”专题活动重大意义。

会议强调，全县广大党员、干部以“勇当先锋、
做好表率”专题活动为牵引，切实提高政治站位，
深化思想认识，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在增强“四个自信、践行“四
个意识”上，勇当先锋、做好表率；要坚持抓好当前
各项重点工作，在围绕中心、服务大局上，勇当先
锋、做好表率；要坚持贯彻新发展理念，在构建屯
昌现代产业体系上，勇当先锋、做好表率；要坚持
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保障民生和改善民
生上，勇当先锋、做好表率，坚决按照省委的部署
和县委的要求，切实把此次专题活动组织好、开展
好，确保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

三亚崖州区镇海村村民家的美丽庭院。 通讯员 蒙明珠 摄

陵水本号镇乐利村富力爱心扶贫超市，贫困户可用积分兑换商品。 本报记者 武威 通讯员 陈思国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