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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亚脱贫攻坚进行时
■ 本报记者 易宗平

“政府牵头精准扶贫开富路，村
民立志勤劳创业挖穷根。”这是三亚
市吉阳区罗蓬村脱贫户蓝德冲家大
门上的一副对联。

“这副对联写出了我们的心
声，我家现在是多种经营，以后不
想再当贫困户了！”8月28日，蓝德
冲伸出手指比划着说，他家依靠三
亚惠农东山羊养殖农民专业合作
社养殖的 30 只羊，去年获得分红
1.5 万元，加上他家办起的电商服
务站，以及其他务工收入，年收入
不低于6万元。

带动蓝德冲养羊的是有17年党
龄的罗蓬村致富带头人吉立斌，现为
三亚惠农东山羊养殖农民专业合作
社理事长。该合作社已吸纳全村建
档立卡贫困村民参与养羊。

像吉立斌这样带动贫困户致富
的党员，在罗蓬村共有45名，每名党
员联系几户贫困户，共帮扶349名贫

困村民。
“要对贫困户进行感恩教育并激

发其内生动力，倡导树立‘我勤劳、我
奋斗、我致富、我光荣’的新风尚。”省
委常委、三亚市委书记严朝君指出。

这种蔚然兴起的新风尚，正在引
领贫困村民和脱贫村民向更高层次
提升。

今年“七一”前夕，作为曾经的建
档立卡贫困户，王明荣申请入党。王
明荣是在罗蓬村党员王少明帮扶下
实现脱贫致富的。王明荣在入党申
请书中不但表达了深深的感恩之情，
而且体现了一个脱贫户被激发出的
强大动力：“我要用党员标准严格要
求自己，发挥先锋模范作用，希望自
己能够走在脱贫致富的前头，带动村
里或周边村其他贫困户脱贫，为人民
做更多实事！”

“王明荣既懂得感恩，又充满强
大的内生动力，是脱贫村民中的一个
先进典型。”吉阳区党委书记陈跃说，
吉阳区将在全区范围内，进一步引导

和培养更多像王明荣这样的年轻有
为者入党，为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
垒作用注入新的活力。

富起来的罗蓬村村民，在驻村工
作队和村“两委”发动下，成立了村红
白理事会。红白理事会反对攀比“斗
富”、奢侈浪费，提倡文明节俭、发展
生产。这个共有548户2500多人的
村庄，通过发展种植业、养殖业，已整
体实现脱贫致富。

越来越多的村庄面貌焕然一新，
越来越多的村民有了新的精气神。

今年以来，三亚市持续开展社会
文明大行动。海南省第二季度社会
文明大行动测评显示，三亚市以
78.55分居全省之首。在社会文明大
行动和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进程中，
贫困村的环境卫生、精神面貌、内生
动力普遍提升。

一个个贫困村民或脱贫村民那
朴实的语言，表达了共同的心声。

罗蓬村保洁员、脱贫村民符伟俊
说：“村里乱扔垃圾的现象越来越少
了，乡亲们很配合我的工作，主动保
持环境卫生。”

崖州区凤岭村贫困村民张家成

说，去年底他家种植的5亩冬季瓜
菜，今年初在崖州果蔬综合批发市场
一期档口随到随销，纯收入超过1.5
万元。尝到增收甜头的他笑道：“今
年底通过承租土地来耕种，我要把瓜
菜种植面积扩大到8亩，争取实现纯
收入超过2万元。”

育才生态区那受村脱贫村民苏
其文说：“我是在驻村工作队帮扶下
摘掉‘穷帽子’的，我要带动其他贫困
户一起发家致富。”他把从研究员杨
小锋那里学到的百香果、豇豆种植管
理技术，毫无保留地传授给了贫困村
民苏就能、苏其能，带动他们发展特
色产业。

志智双扶，动力无限。
“既要扶持贫困村民从物质上脱

贫，又要帮助他们在精神上‘补钙’，
将扶志、扶智结合起来。”三亚市农业
局党组书记、市扶贫办主任冯永杰
说，要继续采取多种有效措施，引导
贫困村民实现由“要我脱贫”到“我
要脱贫”的根本转变，进一步发挥群
众主体作用，构建健康有序的乡村治
理机制。

（本报三亚8月28日电）

三亚倡导“我勤劳、我奋斗、我致富、我光荣”新风尚，激发贫困户内生动力

变“要我脱贫”为“我要脱贫”
海口“量身定制”岗位
助贫困户精准就业

本报海口8月28日讯 （记者
邓海宁 通讯员周蒙娜）28日，海口
市人力资源开发局、海口市美兰区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等单位在美
兰区大致坡镇联合开展就业扶贫招
聘会，帮助当地建档立卡贫困户、就
业困难人员实现就业。

本次招聘会进场企业28家，提
供岗位380个。据悉，为确保此次
招聘会取得良好的效果，美兰区人
社局前期联合多家单位深入大致坡
镇走访摸底，收集应聘者需求，针对
不少贫困劳动力的实际情况，提供
了车间普工、质检员、餐饮服务员、
帮厨、保安、业务员等入职门槛较
低的就业岗位，主要分布在医药制
造业、酒店服务业、食品加工业等
劳动密集型行业。

招聘会现场还专门设置了“一
对一”就业创业咨询处，由工作人员
现场提供就业创业指导，切实提高
贫困群众的就业创业积极性。

下一步，美兰区人社局还将
继续搭建就业供需平台，通过组
织就业扶贫专场招聘会，切实帮
助贫困劳动者实现就业脱贫，促
进就业服务和精准扶贫工作再上
新台阶。

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

■ 本报记者 计思佳

8月 15日，台风“贝碧嘉”在广
东登陆，海口大雨瓢泼，琼州海峡轮渡
已停航。16日1时，暴雨中，南方航
空海南分公司飞行员杨勇杰驾驶满载
乘客的飞机前往广州。着陆后4个小
时，他又驾驶飞机返回海口。

累计安全飞行1.8万小时，以飞
机平均每小时800公里时速计算，共
飞行1440万公里，相当于绕地球约
360 圈，这是杨勇杰的安全飞行记
录。今年43岁的他已在飞行员的岗
位上默默坚守了20年。

和很多怀揣“飞行梦”的少年一
样，杨勇杰曾认为飞行员是一份潇洒、

自由的工作。他入行后才发现，“开飞
机”绝不是一件好玩的事情，风光的背
后除了汗水和付出，更有常人无法想
象的压力和责任。

1994年，杨勇杰进入北京航空航
天大学学习。“国家对飞行员的要求比
常人想象要高。除了身体各项指标要
达标，还要学习飞机构造、空气动力
学、航空气象等各种复杂的专业知识，
还要有很好的英语交流能力。”杨勇杰
说，只有了解飞机运行的原理，才能保
证更好地操作，遇到紧急情况能从容
应对。

培养安全意识、养成良好飞行作
风、严格按照标准操作——这是杨勇
杰多年来总结出的保障安全飞行的经
验。他说，无论飞行员有多么高超的
技术，保障安全是最基本，也是最为重
要的。这既是对国家、公司、旅客负

责，也是对飞行员自身负责。
自律是养成良好飞行作风的前

提。“其实飞行员生活非常规律。”杨勇
杰说，只要是第二天有飞行任务，他一
定要早早休息，保证在航班起飞前3
小时出门，提前达到机场对飞机进行
细致检查。“虽然检查飞机主要是地面
机务人员的责任，但多一双‘眼睛’就
多一份保障。”在一次检查中，杨勇杰
发现飞机发动机中有金属碎末，和机
务人员沟通后及时更换飞机，避免发
动机出现损害。

飞行检查单是飞行中机组可以依
赖的最重要指导性文件，也是飞行安
全的最后保障。“在实际飞行中，忽视
检查单可能造成惨痛的事故。”每次飞
行过程中，杨勇杰都会要求自己和机
组成员都严格按照检查单进行操作，
每个步骤操作完后都需要进行检查、

核对，做到眼到、手到、口到。
杨勇杰私下特别喜欢看灾难纪录

片《空难调查》。这部纪录片介绍了几
十年来世界上发生的重大航空事故，
根据驾驶舱通话记录仪、事故报告以
及目击者的描述，查找空难事故发生
的原因。此外，他还经常收集各个航
空公司的空难事故调查报告，并分享
给所有同事。“别人的错误就是对自己
最好的警醒，这些都是书本上学习不
到的知识。”杨勇杰说。

因工作表现出色，今年杨勇杰收
到了中国民用航空局颁发的民航“安
康杯”先进个人的奖状。虽然杨勇杰
总说自己比较“幸运”，飞行20多年从
没碰到过突发情况，最严重一次是液
压系统故障，因及时启用备用装置并
没有影响飞行。但在同事们眼里，“幸
运”的背后，是他20年来保持严谨的

飞行作风，让可能出现的危险消除在
萌芽状态。

随时被安排飞行任务，节假日全
部在空中度过……飞行员不仅工作压
力大，还没有固定的上下班时间，经常
不着家，逢年过节也是他们最忙碌的
时候。但作为党员，每次有紧急飞行
任务，杨勇杰都主动承担，从不推辞。

“虽然他有两个孩子，但几乎没有因为
家事请过假，多年来从没和家人在一
起过春节。”同为南航海南分公司的飞
行员苏子淇说。

因觉得飞行员工作压力大且危
险，家人曾劝杨勇杰转为地勤人员。

“但我喜欢在空中驰骋的感觉，每天
从驾驶舱看到的风景非常让人难忘。
我会继续坚持下去，把安全记录保持
到飞行员职业生涯的最后一天。”杨
勇杰说。 （本报海口8月28日讯）

勇当先锋 做好表率

南航海南分公司飞行员杨勇杰累计安全飞行里程相当于绕地球约360圈

20年作风严谨确保飞行零事故

海口永群绿种养专业合作
社组织引导美兰区大致坡镇永
群村农户“抱团”发展特色睡莲
扶贫产业。

海口永群绿种养专业合作
社通过对荒废多年的湖泊进行
系统生态修复，以“合作社+农
户”模式发展睡莲产业，目前已
种植睡莲110亩，每亩年收入
达5000元至6000元，经济效
益可观。

图为永群村村民近日在莲
花种植基地采摘莲花。

本报记者 张茂
通讯员 王聘钊
实习生 陈婧 摄

睡莲绽放田野间
生态经济两相宜

8月27日上午9时30分，松涛大坝管理区开启5孔闸门进行有限度
的溢洪运行。据悉，松涛水库水位已达188.92米，距最高水位线还有1
米。为确保水库安全，松涛管理分局根据有关规定，开启溢洪道5孔闸门
泄洪，泄洪量109200立方米。下游的人民群众正常活动没有受到影响。

本报特约记者 吴文生 通讯员 徐良伟 王荣 摄

松涛溢洪道开闸泄洪

海垦林产集团
成功挂牌新三板

本报海口8月28日讯（海报集团全媒体中
心记者 吴思敏 记者李关平）8月28日，海南农
垦林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垦林产集
团）成功挂牌新三板，是继海胶集团之后，海南农
垦第二家上市公司。

“挂牌新三板对集团研发新产品、投资新项
目、开拓市场、实现传统业务转型升级有重大促进
作用。”海垦林产集团负责人表示，公司将充分利
用资本市场助推橡胶木深加工业务，打开企业的
融资渠道，通过股权激励留住核心人才，提高公司
知名度和美誉度，增加公司社会信用度，帮助公司
扩大市场份额。

近年来，海垦林产集团依托垦区林木资源，在
橡胶林木采伐、加工方面不断发展，先后上马橡胶
木集成材、木门及家具生产线，推动垦区橡胶木产
业逐步向精深加工方向发展。

万宁市扶贫工作办公室
原党组书记、主任吴亚和

严重违纪违法
被开除党籍和公职

本报海口8月28日讯 （记者尤梦瑜 袁宇
通讯员薛代锋）日前，省纪委省监委对万宁市扶贫
工作办公室原党组书记、主任吴亚和严重违纪违
法问题进行了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经查，吴亚和违反国家法律法规规定，利用职
务上的便利，在冬修水利建设、革命老区建设、扶
贫物资采购等项目上为他人谋取利益并索取、收
受财物，涉嫌受贿犯罪。

吴亚和身为党员领导干部，理想信念丧失，宗
旨意识淡薄，严重违反党的纪律，并涉嫌违法犯
罪，且在党的十八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恶劣，
情节严重，应予严肃处理。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
处分条例》等有关规定，经省纪委省监委会议研
究，决定给予吴亚和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处分，根
据干部管理权限，移交万宁市纪委按有关程序办
理；将其涉嫌犯罪问题及所涉款物移送有关国家
机关依法处理。

本报海口8月28日讯（记者计思
佳 特约记者陈世清 通讯员林馨 钟
玲）28日上午，海口市公安局交通警察
支队、中国邮政集团公司海口市分公
司、海南省肿瘤医院联合推出“警医

邮”合作平台。
据悉，海口首批推出20家邮政代

办公安交管业务便民服务点，市民可
选择到就近的邮政网点办理补（换）领
行驶证等4大类20项公安交管业务。

此外，这20个网点还设置了警医
邮便民体检区，现场摄像头直接与医
院链接。医生通过视频连线可在线进
行视力检测、身高测量、色盲检查等体
检项目，检查结果邮寄给市民。

海口启动“警医邮”业务

邮政网点可办理20项公安交管业务

我省三市县获中央财政
农业资源及生态保护补助资金
农民渔民等为受助对象

本报海口8月28日讯 （记者周晓梦）海南
日报记者28日从省财政厅获悉，我省临高县、白
沙黎族自治县、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获2018年
中央财政农业资源及生态保护（渔业资源保护）
补助资金，分别为285.5万元、208.6万元、312.9
万元，共计807万元。资金支持对象主要是农
民、牧民、渔民，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以及承担项
目任务的单位和个人。

据了解，农业资源及生态保护补助资金是中
央财政公共预算安排用于农业资源养护、生态保
护及利益补偿等的专项转移支付资金，主要用于
耕地质量提升、草原禁牧补助与草畜平衡奖励、草
原生态修复治理、渔业资源保护等支出方向。

补助资金由财政部会同农业部共同管理，按
照“政策目标明确、分配办法科学、支出方向协调、
绩效结果导向”的原则分配、使用和管理。

环岛天然气管网
琼海段开建
我省天然气管道将实现连网闭环

本报海口8月28日讯（记者邵长春 通讯员俞
健）8月28日，海南省环岛管网文昌—琼海—三亚输
气管道工程琼海段正式开工建设，我省天然气管道
在实现连网闭环的供气格局方面又迈出重要一步。

据悉，海南省环岛天然气管网由西部管道和
东部管道组成，西部管道已投产运行十多年。文
昌—琼海—三亚输气管道工程为东部管线，总长
275千米，预计2020年12月建成投产。

文昌—琼海—三亚输气管道建成后将连接已
建成的三亚-东方-洋浦-海口-文昌输气管道，形
成海南岛环岛闭环管网，提升海南省天然气供应的
可靠性和稳定性，解决海南省东部沿海五市县送
气难的问题，为企业和居民带去天然气能源。

简易交通
违法自助处理
业务；缴纳交
通违章罚款。

用 户 窗
口注册；用户
变更绑定与
解除非本人
机动车。

补、换领机动车号牌；补、
换领机动车行驶证；补、换领机
动车检验标志；6年内免检机动
车申领检验合格标志；机动车
所有人联系方式变更备案。

机动车业务

遗失补证；
超龄换证；期满
换证；损毁换
证；驾驶人联系
方式变更备案。

驾驶证业务

4大类20项公安交管业务

互联网业务 交通违法处理

68625238
68656568
65724195

交警
咨询电话

邮政咨询电话：11185

制图/孙发强

万宁市扶贫工作办公室
原党组成员、副主任王少军

严重违纪违法
被开除党籍和公职

本报海口8月28日讯（记者尤梦瑜 通讯员
卫强）日前，省纪委省监委对万宁市扶贫工作办公
室原党组成员、副主任王少军严重违纪违法问题
进行了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经查，王少军违反国家法律法规规定，利用职
务上的便利，在扶贫物资采购和贫困地区公路建
设项目招投标过程中，为他人谋取利益并收受财
物，涉嫌受贿犯罪。

王少军身为党员领导干部，理想信念丧失，宗
旨意识淡薄，严重违反党的纪律，并涉嫌违法犯
罪，且在党的十八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恶劣，
情节严重，应予严肃处理。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
处分条例》等有关规定，经省纪委省监委会议研
究，决定给予王少军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处分，根
据干部管理权限，移交万宁市纪委按有关程序办
理；将其涉嫌犯罪问题及所涉款物移送有关国家
机关依法处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