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8月21日，“聚力脱贫”2018澄
迈县咖啡师培训班在澄迈县福山镇
举行。

据介绍，2018年澄迈县咖啡师
培训班由澄迈县劳动就业局主办，
海南福山咖啡职业培训学校承办。
目前，该班已经连续举办5届，共培
训考核三百余人（含建档立卡贫困
户30人），其中约九成学员通过实
操考试，获颁咖啡师中级证书。

图为教师陈文（右一）正向学员
传授虹吸壶的冲泡技巧。

文/本报记者 陈卓斌
图/本报记者 苏晓杰 通讯员 王家专

澄迈5年培训
咖啡师三百余人

■■■■■ ■■■■■ ■■■■■

本省新闻 2018年8月22日 星期三
值班主任：蔡潇 主编：张苏民 美编：陈海冰A02 综合

海南环保世纪行

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

勇当先锋 做好表率

海南自贸试验区、中国特色自贸港建设进行时

本报海口8月21日讯（记者邵
长春 通讯员蔡胤彦）8月21日下午，
海南百日大招商工信产业第二批合作
项目签约座谈会在海口举行，这是省

工业和信息化厅近期组织的第二次招
商成果集中签约活动，共有30余家企
业参加，涉及28个项目。

据介绍，此次活动是贯彻落实习

近平总书记“4·13”重要讲话和中央
12号文件精神的具体行动，也是我省
工信领域贯彻落实百日大招商（项目）
活动部署的一个阶段性小结。

今年4月以来，省工信厅紧扣互
联网、低碳制造、医药、油气加工等4
个重点产业，先后与100多家企业进
行对接洽谈，取得了较好成效。此前

已经与包括中海油、南方电网、腾讯、
阿里巴巴在内的数十家企业签署了
33个合作协议，今天又有28个项目
进行签约。

会上，省工信厅、海南生态软件
园、海口复兴城等多个部门和园区与
多家央企和国内知名企业签订了合作
协议，涉及中国燃气控股有限公司、中

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曙光云计算集
团有限公司、翡翠教育科技、轻松筹、
蔚来汽车等30余家企业，项目涵盖商
业火箭、卫星导航、人工智能、大数据、
新能源汽车、“互联网+”、区块链等高
新技术领域。

副省长彭金辉出席座谈会讲话并
证签。

海南工信产业第二批合作项目集中签约
30余家企业参加 涉及28个项目

三亚旅游总公司与斯维登集团签约合作

将引进各类分享住宿设施
本报三亚8月21日电（记者林诗婷）海南日

报记者8月21日从三亚市政府相关部门获悉，三
亚市旅游总公司与斯维登集团于日前在三亚举行
合作签约仪式，将通过引进主题文化客栈、乡村度
假民宿、营地住宿等各类分享住宿设施，为游客提
供更方便、更舒适的住宿产品，强化分享住宿行业
规范管理，改善旅游业的住宿设施，着力提升旅游
服务品质。

根据合作模式，三亚旅游总公司与斯维登集
团共同设立三亚途亚旅游有限公司。斯维登集团
将通过引进各类分享住宿设施，包括主题文化客
栈、精品度假酒店、乡村度假民宿、营地住宿、可移
动式住宿等，丰富游客住宿体验，提升旅游服务水
平。同时，双方还将围绕美丽乡村建设，着力推进
美丽乡村项目，加强整体规划、建设及运营管理，通
过引入高品质的服务、先进的管理模式，在美丽乡
村示范点建立民宿标杆项目，打造乡村民宿学习培
训基地，带动村民经济收入，改善农村生态环境。

武汉大学人民医院
签约帮扶昌江医疗集团
将下设县人民医院和县中西医结合医院
两个紧密型医联体

本报石碌8月21日电（记者曾毓慧 通讯员
李德乾 陈家漠）8月21日上午，武汉大学人民医
院帮扶昌江黎族自治县医疗集团在昌江举行签约
仪式。按照协议约定，昌江黎族自治县政府委托
武汉大学人民医院在学科建设、人才培养、医院管
理等方面帮扶昌江医疗集团，全面提升昌江基层
医疗卫生机构服务能力和管理水平。

按照部署，武汉大学人民医院将安排管理团
队以及医疗团队驻点昌江，联合各部门推动成立
昌江医疗集团。该集团下设昌江县人民医院和昌
江县中西医结合医院两个紧密型医联体，并在各
自医联体范围内做好基本医疗和公共卫生服务工
作。同时，重点加强急诊科、妇产科、儿科等薄弱
科室的建设，填平补齐现有科室，实现心血管内
科、神经内科等二级分科，医疗帮扶期限为5年。
昌江县委、县政府也将全力支持武汉大学人民医
院与昌江的紧密合作，促成“共赢”目标。

省卫计委主任韩英伟表示，昌江县政府委托
武汉大学人民医院帮扶昌江县医疗集团，标志着
我省在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工作中又一次实现
机制创新。据介绍，昌江筹备成立医疗集团，是我
省第一个实行紧密型医联体的试点单位，对于调
整和优化卫生资源布局，提高医疗资源配置和使
用效率，缓解当地“看病难”问题和改善医疗服务
具有重要意义。

本报那大8月21日电（记者傅
人意）“上个星期，我媳妇已经把户口
从大成镇迁到中和镇，现在和我在同
一个户口簿上了。”8月21日，儋州
市中和镇九甲村贫困户吴庆锦告诉
海南日报记者，媳妇符应彩只用了3
天就顺利办理户口迁移，以后孩子上
学、缴纳个人医保再也不用来回跑
了。

海南日报记者从有关部门了解
到，截至目前，我省大力整改建档立
卡贫困户违规分户问题，共整改违规
分户的贫困户67户138人。同时，
各市县公安机关按照省公安厅部署，
结合扶贫工作，全省共排查发现未及
时迁入户口的外嫁女530人，其中已

纳入贫困户的40人。经过动员，已
有12名外嫁女完成户口落户手续。

今年5月下旬以来，省公安厅
按照省委、省政府关于打赢脱贫攻
坚战的统一部署，组织全省各级公
安机关开展为期3个月的农村地区
户口清理整顿，全面整顿贫困户违
规分户及户口信息应登未登等问
题，有力推动了建档立卡贫困户的
精准识别。

针对省扶贫攻坚指挥部专题会
议通报在精准扶贫督导过程中发现
的一些村庄外嫁女户籍信息变更登
记不及时的问题，省公安厅下发专
门通知，将外嫁女办理户口迁移纳
入此次户口清理整顿内容，并派出

专人深入重点市县的村庄与扶贫包
点干部、村委会干部座谈，发动基层
干部会同公安机关共同做好政策宣
传工作。

“外嫁女户口的迁入，让公安部
门管理户口更便利，也大大提高户籍
人口数据的真实性、准确性。”儋州
市中和镇派出所所长吴学晓介绍，按
照户口迁移政策规定，外嫁女申办户
口迁移遵循自愿原则，派出所分组派
出民警入村入户主动上门开展外嫁
女户口迁移政策宣传活动，动员外嫁
女主动申报户口迁移。

针对因为当地相关职能部门要
求公安机关先予分户、取得单独立户
资格才能给予危房改造资金、低保补

贴等产生的贫困户违规分户现象，公
安机关及时与扶贫部门沟通协调并
进行相关整改。

今年7月，文昌市清澜镇南海村
龙潮村民小组陈德存主动帮儿子陈
明（化名）申请退出贫困户，并将儿子
的户口与自己的户口并户。“儿子小
时候因为一场高烧致病，现在生活基
本上不能自理。”陈德存说，2016年
家里6口人每人获得了一笔征地款，
自己现在靠捕鱼为生，“并户后我们
一家人照顾儿子，生活也过得去。”

据省公安厅相关负责人介绍，全
省公安部门目前已经为贫困户外嫁
女人员办理户籍开通“绿色通道”，办
理户口迁移随到随办。

我省大力整改建档立卡贫困户违规分户问题
目前共整改违规分户的贫困户67户138人

本报保城8月21日电（记者邓
钰）8月21日，省人大常委会全省一
次性塑料制品污染环境情况专题调
研组在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调研时
发现，“禁塑令”在推行中仍面临不少
阻力，应加大力度，从流通源头从严
监管。

据了解，中央12号文件明确提
出“全面禁止在海南生产、销售和使
用一次性不可降解塑料袋、塑料餐
具，加快推进快递业绿色包装应

用”。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4·
13”重要讲话和中央 12 号文件精
神，此次海南环保世纪行活动中，调
研组重点关注和宣传一次性塑料制
品的监管情况，聚焦其中的难点问
题，推动群众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
式，助力海南建设国家生态文明试
验区。

调研组在省人大常委会环资工
委主任叶振兴的带领下，前往农贸市
场、万家惠超市和南林乡农业面源污
染回收站等地展开实地调研，了解一
次性塑料制品监管情况和农用地膜、
包装袋及农药瓶回收以及垃圾分类

回收处理情况。
在农贸市场，几乎每个摊位都挂

着红、白、黑等各色的塑料袋，袋子
上虽印着“环保回收袋”等几个大
字，但其中部分塑料袋却没有生产
厂家和环保回收标志。“印有厂家和
环保回收标志的塑料袋进价较高，
一个袋子就要0.5元，而这些袋子也
印着‘环保'字样，30个袋子进价只
需2元。”在考察中，一名摊主向调研
组成员透露。

对此现象，县工商局工作人员傅
香丽颇为无奈：虽然保亭从源头上
严格把控，早已不再审批生产一次

性塑料制品的企业，相关部门也对
一次性塑料制品生产进行监督、查
处。但是，部分农贸市场商贩为了
降低成本，通过邮寄、网购等形式从
外地购买一次性塑料制品，极大地
增加了市场监管难度。

“‘禁塑'应从源头遏制一次性塑
料制品的使用。”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
副县长孙国培表示，保亭将在严禁全
县企业生产一次性塑料制品的基础
上，加强巡查，强化对一次性塑料制品
批发源头、物流储运的监管，不断加强
查处力度。

在南林乡农业面源污染回收

站，调研组建议，在回收处理农用
地膜、农药瓶等农业废弃物时，应
加强对工作人员的培训和完善配
套设施的建设，进一步规范处理操
作和流程，保证农业废弃物的有序
回收处理。

据了解，保亭于2017年已在南
林、三道和新政共3个乡镇建起4个
农业废弃物回收站，并在全县招聘了
420名农业面源污染工作人员，以推
进农业废弃物回收处理工作。针对
此次调研情况，该县将对农业面源污
染工作人员进行专业培训，规范其回
收处置操作。

调研组在保亭的农贸市场、超市等地调研时发现：

“禁塑令”在推行中仍面临阻力

海口菜篮子集团
增加5种叶菜投放量

本报海口8月21日讯（记者郭萃 通讯员卢
黄雅铮）海南日报记者从海口市菜篮子产业集团
获悉，该集团8月21日起加大对菜心、上海青、空
心菜、生菜、地瓜叶等5种叶菜的投放力度，保障
市民对平价菜的需求。

台风“贝碧嘉”后，海口市采取“四抢一抓”（抢
收、抢管、抢种、抢排、抓服务）做好灾后恢复生产
工作，但短期内本地蔬菜恢复正常供应、菜价回归
合理区间仍需一段时间。为此，市菜篮子产业集
团加大基地采收和市县调运力度，加大对市民喜
爱的叶菜的投放力度。

据悉，为了确保市民吃上放心菜、平价菜，海
口市菜篮子产业集团还将根据市场需求，通过增
加二次、三次补菜，重点保障农贸市场菜篮子公益
性摊位和菜篮子直营门店稳定供应，满足市民对
平价菜的需求。市民可通过椰城市民云、小菜侠
APP等平台，查询平价菜售卖网点并就近购买。

海口3家环保设施
向民众开放
今后每两个月至少开放一次

本报海口8月21日讯（记者叶媛媛）8月21
日上午，50名来自海南华侨中学初中部的学生及
20名家长来到海口市环境空气质量自动监测站
长德监测子站，了解该处环保设施的监测工作和
相关环保知识。据悉，今后海口将定期向民众开
放3家环保相关设施单位，3家单位每两个月至少
开放一次。

据了解，3家环保设施单位分别为海口市环
境空气质量自动监测站长德监测子站、海口威立
雅水务有限公司白沙门污水处理厂（一期）、海口
市颜春岭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

3个开放单位将主要通过海口市生态环境保
护局、海口市水务局等职能单位的电话、官方网站
等方式，预约接受公众来访参观。

8月21日，海口市环境空气质量自动监测站
长德监测子站，海南华侨中学学生在听环保专家
介绍情况。
本报记者 张茂 通讯员 丁成彬 实习生 陈婧 摄

省住建厅将对
危房改造进度滞后
市县开展专项督查

本报海口8月21日讯 （记者
孙慧）8月 21日，海南日报记者从
省住建厅获悉，按照今年危房改造
建设要求，省级下达农村危房改造
任务指标需在5月底前全部开工
建设，9月底前完成竣工验收，目前
我省仍有一些市县开工、竣工进度
都较为缓慢，省住建厅将对危房改
造进度缓慢市县开展专项督查，督
促加快建设进度。

目前，我省正在全力以赴打
赢三年脱贫攻坚战，“两不愁三
保障”是基本脱贫标准，需要严
格执行。

今年，我省下达市县农村危房
改造任务为2.5万户，重点倾向建
档立卡贫困对象，要求通过拆除重
建、修缮加固等方式保障贫困户住
上安全住房。

但受制于建筑材料紧张、农村
建房风俗等影响，一些市县开工、竣
工进度仍较为缓慢。

截至 8 月 20 日，全省开工
2.8817万户，开工率为115.3%；竣
工 1.3223 万户，竣工率为52.9%。
其中，东方市开工率为91.9%，昌江
黎族自治县开工率为95.1%，昌江、
洋浦经济开发区竣工率均为零。而
按照年初省住建厅下达的危房改造
年度方案要求，5月底前省级下达
的农村危房改造任务指标要全部开
工建设，9月底前竣工、验收，达到
入住条件。

省住建厅相关负责人介绍，针
对进度缓慢的市县，该厅将会同
驻厅纪检部组开展危房改造进度
滞后专项督查，督促相关市县加
快进度，如督查后危房改造进度
仍旧缓慢，将建议省政府约谈有
关市县。

■ 本报记者 刘笑非 傅人意 杨艺华

“合作社一年的分红有4000元，
加上2亩橡胶的收成，你一家6口人，
有信心脱贫吗？”“扶贫干部为我家付
出这么多，现在只要有空我就出门打
工，很快就可以脱贫啦！”8月21日下
午，坐在儋州市大成镇新风村邱凡村
民小组一栋即将完工的房子里，面对
我省脱贫攻坚问题整改大比武第三
观摩团成员的询问，贫困户何上甫的
回答信心十足。

我省启动的脱贫攻坚问题整改
大比武活动，通过市县观摩、现场抽

查和电视问政三个部分，让19个市
县（区）扶贫成效“比一比”，你学我赶

“超一超”。
省扶贫办相关负责人介绍，9个

观摩团的成员目前已陆续到达有关
市县开展观摩活动。

第三观摩团成员符良玲被新风
村一排简陋齐整的平房吸引了。住
在平房里的村级脱贫攻坚战斗队队
员们都穿着统一的迷彩服，早出晚
归。唯独武警海南省警卫局驻新风
村第一书记李林冲的房间显得有些

“豪华”，不但配备了办公的笔记本电
脑，还有一台打印机。更引人注目的
是，洁白的墙面上，挂着一面面村民
送来的锦旗，其中一面锦旗上写着

“一心为民解难题”。

“只要真扶贫，就会得民心，干部
群众一条心，何愁扶贫没效果！”符良
玲说。

据了解，此次观摩活动具体内容
包括：村级脱贫攻坚战斗队运行情
况；精准识别和精准退出情况；扶贫
手册更换到位和规范填写情况；脱贫
攻坚档案信息规范管理情况；产业扶
贫情况；住房保障情况；教育保障和
医疗保障情况等。活动将持续到8
月24日。

除了观摩活动，现场抽查活动也
已经启动。“抽查工作主要是看扶贫
手册，听困难群众心声，与帮扶责任
人深入交流。”省扶贫办调研宣教组
雷建平参与了第五组抽查考核工
作。据他介绍，两天时间里，第五组

8个人要完成定安县、琼中黎族苗族
自治县共计200户的入户调查工作。

雷建平介绍，8 个人共分成 4
组，分别对未脱贫户、脱贫户、大排
查新纳入贫困户和一般农户进行入
户调查，主要看大排查工作的成效，
市县对扶贫政策落实是否到位。“大
比武活动能直观反映我省脱贫攻坚
整改的成效，后期的考核排名对市
县扶贫工作也是一个激励。从目前
的入户调查情况来看，各市县都‘摩
拳擦掌’下了功夫。”

现场抽查工作将持续至8月27
日，由省委脱贫攻坚战督查组、省委
督查室和省扶贫办选派的72名精干
成员联合开展。省打赢脱贫攻坚战
指挥部制定详细方案，明确了抽查对

象、抽查内容、抽查方式以及评分标
准。此次抽查涉及6种不同属性、4
大类农户（含未脱贫户、脱贫户、新纳
入的贫困户、一般农户），每种属性的
农户要抽查考评内容各不相同。

此次脱贫攻坚问题整改大比武
活动重点围绕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
小组对我省2017年省级党委和政府
扶贫开发工作成效考核反馈的5类
突出问题、2018年国务院扶贫开发
领导小组巡查指出的问题，以及各市
县各部门结合工作实际自查发现的
其他问题，对照《海南省2017年度脱
贫攻坚问题整改工作方案》，对各市
县具体整改措施、推进情况及成效进
行综合评比。

（本报那大8月21日电）

我省脱贫攻坚问题整改大比武活动包括市县观摩、现场抽查和电视问政三个部分

各市县“摩拳擦掌”下功夫迎检
一版纵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