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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没有政府帮扶，
我根本没有本钱发展生产，
孩子也就不能继续读书，全
家人更不可能住上新房。”9
月10日，文昌市蓬莱镇群合
村贫困户何瑞良满怀感激
地告诉海南日报记者。

作为蓬莱镇2017年新
增贫困户，何瑞良在文昌市
产业帮扶政策扶持下，先后
种植了胡椒、甘蔗等特色作
物，并饲养起黄牛、黑山羊
等家畜，发展特色养殖产
业。如今，何瑞良家庭收入
稳定增加，七口人的生活质
量有了明显提高。

2017年，文昌为1688
户贫困户6877人实施了产
业帮扶，其中组织化程度达
到87%。“今年文昌计划对
4017户16054名建档立卡
贫困户实施组织化产业帮
扶全覆盖，其中已脱贫户
3723户共15054人。”文昌
市委书记钟鸣明透露，文昌
聚焦“三个排查全覆盖”，激
发贫困户脱贫内生动力，实
施“五带动全覆盖”，力争以
产业、就业为推手，全面建
立脱贫致富长效机制，推动
乡村振兴。

“为了力争精准，文昌聚焦‘三个
排查全覆盖’，靶向发力，精准施策。”
文昌市长王晓桥介绍，文昌通过实施
农村户籍人口排查、农村低保排查、
脱贫户“回头看”全覆盖，进一步加强
对得分在评分标准边缘的贫困户数
据比对，做到应纳尽纳。

此外，文昌还于今年5月底，设立
了市、镇、村三级脱贫攻坚战机制，通过
成立基层三级战斗队，将镇村挂点领
导、第一书记、驻村工作队员、村“两委”
干部、帮扶责任人、村民小组组长等各
方面力量全部编入战斗队，确保扶贫
政策在执行过程中做到精准，从而推

动脱贫攻坚各项工作的顺利实施。
“三级脱贫攻坚战机制，有力地

解决了基层扶贫工作职责不清、力量
分散、落实不到位等突出问题，”文昌
市副市长符策万说，“分工明确，责任
清晰，并有明确的奖惩规定，责任心
不强、工作不到位的不仅会被约谈，

甚至会被问责。”
统计数据显示，文昌共排查了农

村户籍人口约11万户47万人，新增
纳入贫困户327户822人，并清退77
户273人。“到目前为止没有接到群
众的投诉，精准识别得到初步检验。”
王晓桥说。

A 聚焦“三个排查全覆盖”，扶贫力争精准

C 坚持“扶贫扶智”，
构建致富长效机制

“脱贫不能‘等靠要’，致富要靠双手造。”蓬莱
村脱贫户黄文壮笑着告诉海南日报记者，他如今
每天主要忙两件事，“上午忙槟榔，下午放牛羊，早
就不为生活发愁了。”

扶贫既要“扶志”，也要“扶智”。符策万透露，
文昌通过大力发挥“专家服务团”和各类农业技术
人才的服务力量，多批次进村入户开展种养技术
培训，采取集中办班、现场实训、咨询服务等多种
形式，提升贫困户种养技术，革新贫困户种养观
念，促进先进实用技术在扶贫产业的转化应用，切
实增强贫困户脱贫致富能力。

协调利用各方技术资源的基础上，文昌还谋
划通过筑牢贫困户产业发展意识，帮助其熟悉组
织化产业发展，以培养有文化、懂科技、善经营、会
管理的“新型农民”，调动和建立贫困户的生产积
极性和自信心，使其参与建设长效脱贫产业。

“近年有些村民改变创业思路，发展淡水养殖和
以黑山羊、黄牛为主的畜牧养殖业，村民经济收入呈
现多元化。”昌洒镇白土村党支部相关负责人邢福旺
说，白土村通过成立公司，以企业化形式寻找突破
口，发展壮大村集体经济，同时带动村民增收致富。

“当前文昌正加快研究制定扶持培育新型农
业经营主体助推精准脱贫实施方案，谋划发挥新
型农业经营主体扶贫生力军作用，进一步带动建
档立卡贫困户增收脱贫。”符策万说。

此外，文昌下一步将在全市全面建立利益联结
机制，建立健全经营主体、贫困户和市、镇、村三级
责任人“三方”联结机制，明确产业
扶贫帮扶任务、经营主体帮扶职
责、贫困户参与形式和获利方式、
比例，构建致富长效机制。
（本报文城9月10日电）

“不一样的海口”推介会
走进俄罗斯

本报海口9月10日讯（记者邓海宁 通讯员
谢妮均）海南日报记者从海口市旅游委获悉，10
日，“不一样的海口”旅游推介会在俄罗斯圣彼得
堡市举行。海口市圣彼得堡旅游推广中心也同日
挂牌成立，向游客提供了解海口旅游资源的窗口，
可以更直接、更便利地订购海口旅游产品。

推介会上，海口市旅游委详细介绍了海口丰
富的旅游资源，以及海南59国人员入境旅游免签
政策等旅游通关政策，对圣彼得堡旅行商的提问
一一进行解答，并就海口的旅游环境、海口的美食
美景等向圣彼得堡旅行商作介绍。

圣彼得堡商务部部长助理尤里耶夫娜·野夫
盖尼表示，未来希望能有更多俄罗斯人到海口体
验丰富多样的旅游产品。

生生国际首届女装节开幕
本报海口9月10日讯（海报集团全媒体中

心记者容朝虹）9月8日，以“九月盛宴 女王驾到”
为主题的首届女装节在海口市生生国际购物中心
三楼开幕。女装走秀、开业盛典、西餐酒会、钢琴
表演……开幕式当天，新入驻商城的恩裳、诗篇、
珂莱蒂尔、杰西、邦宝、奥莎尼、贝尔尼尼、然一等
八大女装品牌共同举行了剪彩仪式，活动现场节
目精彩纷呈。

据了解，此次女装节将持续至9月底，活动期
间，DirkBikkembergs、Y-3、歌中歌等中高端品
牌推出春夏男女装换季折扣，部分商品低至3折；
针对新上市的百万秋冬新品将推出“买800当
1000花”的优惠活动；持工商银行信用卡消费的
顾客还可享“买800当1100花”再立减30元的满
减优惠。后期，商场还将推出高端珠宝定制展销
会，让顾客尊享高端珠宝私人定制服务，打造女性
独一无二的专属美丽。

本报海口9月10日讯（记者邵
长春 通讯员于红飞 刘碧波 吴芳玲）
9月7日，海南省四部门打击虚开骗税
两年专项行动部署会议在海口召开。
会议透露，今年以来，我省税务机关共
检查涉嫌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企业
145户，查处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及
其他可抵扣凭证1.3万份，涉及税额
2.1亿元，认定接受虚开增值税专票及

其他增值税抵扣凭证363份，涉及税
额8.4万元。公安机关严打虚开骗税
犯罪团伙，警税联合侦办案件12起，
抓捕犯罪嫌疑人3人。

今年以来，省税务局、省公安厅、
海口海关、中国人民银行海口中心支
行等四部门紧密配合、资源共享、优
势互补、协同攻坚，联合打击骗税和
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工作成效显著，

有效遏制了我省虚开骗税高发多发
的态势。

据介绍，四部门集中优势资源对
跨区域、团伙化案件实行一体化、链条
式打击，查实手机行业虚开增值税专
用发票上万份，涉及金额9.26亿元，
税额1.57亿元；医药行业专项整治检
查企业8户，共认定虚开增值税专用
发票822份，涉及金额6520万元，税

额1108万元；向社会公布虚开骗税违
法“黑名单”30件，联合实施信用等级
D级评定、阻止出境、限制消费等联合
惩戒措施，产生了极大的警示作用和
社会影响力。

会议指出，四部门要加强配合，发
挥联打效应。税务部门要发挥好牵头
作用，加大行政处理力度；公安部门要
研判案件线索，充分发挥公安派驻税

务工作机制作用，及时采取共同办案
或提前介入协作办案方式开展工作；
海关和人民银行要建立高效便捷的涉
案信息查询和取证协作机制，及时提
供办案信息和证据，形成全面覆盖骗
税虚开所涉及主要领域和关键环节的
监控打击网络，推进全方位、立体化防
范打击，扎实完成专项行动各项目标
任务。

三亚红色娘子军演艺公园
红色教育基地揭牌

本报三亚9月10日电（记者徐慧玲 黄媛艳）
9月10日，三亚市教育局与三亚红色娘子军演艺
公园共同签署战略合作协议，三亚市教育系统红
色教育基地在红色娘子军演艺公园揭牌成立。

基地成立后，将深入挖掘红色文化精神内涵，组
织三亚中小学校学生参观学习，传承红色基因，打
造红色教育特色品牌，进一步丰富三亚旅游业态。

据了解，三亚红色娘子军演艺公园于今年6
月30日正式开园，“大型椰海青春实景影画·红色
娘子军”是其核心演艺项目。该项目根据刘文韶
同名报告文学《红色娘子军》改编。

本报海口9月10日讯（记者赵
优）10日下午，以“推动民宿产业发
展、促进乡村繁荣振兴”为主题的
2018博鳌国际民宿产业发展论坛暨
产业资源链接博览会（以下简称“海
宿会”）新闻发布会在海口举办。

海南日报记者从发布会上获悉，

2018博鳌国际民宿产业发展论坛暨
产业资源链接博览会定于10月 26
日-28日在琼海博鳌举办，将整合专
家智库、设计规划、民宿资源、上下游
产业链、资本融入等民宿产业发展全
业态，打造民宿产业交流互鉴、合作
招商、展示交易的平台。

据了解，本届民宿产业发展论坛
将设立一场大型主题演讲分享、两场
专家圆桌对话、三场开放价值峰会，
邀请相关政府单位、国内外专家学
者、民宿业界泰斗、民宿经营品牌商
等业内知名人士，就民宿产业前瞻性
的话题有针对性地为行业战略升级

出谋划策。
海宿会现场还将打造民宿博览

会展商中心，展商展品涵盖民宿资
源、民宿业品牌、民宿设计、民宿平
台、文创产品开发、以及民宿装修等
民宿全产业链，为民宿行业烹饪一道
色香味俱全的盛宴。

打造民宿产业交流互鉴、合作招商、展示交易的平台

2018博鳌国际民宿产业发展论坛10月举办

屯昌农商银行
挂牌成立

本报屯城9月10日电（记者周
晓梦 通讯员袁国华 李明镜）10日上
午，海南屯昌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简称“屯昌农商银行”）正式挂牌
开业。这是海南农信社下辖的第7家
农商银行。

截至2018年8月底，屯昌农商银
行资产总额达38亿元，存款余额34
亿余元，贷款余额21亿元，是屯昌存
贷规模最大的商业银行。

目前，屯昌农商银行拥有16家营
业网点（含营业部），设立便民服务点
（村级金融服务站）145个，布设自助
设备47台，实现金融服务乡镇农场和
辖区内所有行政村全覆盖。

支农支小方面，屯昌农商银行发挥
为农服务主力军作用，“小鸡”（基层行
社信贷员）“小鹅”（小额信贷技术员）两
支队伍共44人，他们走村串户，为农户
和小微企业发放贷款，近三年来累计发
放50万元以下小额贷款达8.56亿元，
发放扶贫贷款1764户总计3100万元。

屯昌农商银行董事长徐清汪表
示，屯昌农商银行的成立，将提升服务
三农、服务小微、服务县域经济的实力
和水平，提升其抗风险的能力。改制
后的屯昌农商银行，将发挥屯昌农商
银行资金实力雄厚、营业网点多的优
势，以更加优质的服务、更为规范的管
理，把屯昌农商银行打造成为“农民朋
友的贴心银行、社区居民的暖心银行、
中小企业的伙伴银行”。

本报海口9月10日讯（记者郭
萃）海南日报记者10日从海口市重
点项目推进管理委员会获悉，1月—
7月海口市的省重点项目累计完成
投资112.9亿元，占全年投资计划的
74.7%，其中海口五源河文体中心
（一期）项目目前已竣工投入使用。

海口市重点项目推进管理委员
会相关负责人介绍，为保障重点项
目顺利推进，海口定期召开“重点项
目服务季”并联审批会议，坚持以

“项目建设”为中心，建立完善一站
式服务体系，优化重点项目联合审
批制度，持续优化营商环境，着力打
通社会投资项目审批“最后一公
里”，进一步激发社会投资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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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准扶贫 全面带动 着眼长效

文昌：以特色产业促脱贫
■ 本报记者 袁宇 特约记者 黄良策

“如果没有精准扶贫政策，我肯
定不会有今天的生活，或许还在为每
日温饱发愁。”东郊镇椰林村村民郑
岗如今是周边村民口中的致富能
人。昔日作为建档立卡贫困户的他，
如今已办起了椰壳工艺品加工厂，公
司月销售额平均超过20万元，净利
润占销售额的20%。

“我自小患病，做不了重活，父
母也年迈多病，家庭收入单靠我打
零工，一家人生活当时很拮据。”郑
岗回忆说，2014年，经过多次入户
调查，他被确定为建档立卡贫困户，

“后来扶贫政策扶持我10头母猪，
我又四处筹借了2万元，开了一间
不到10平方米的椰壳佛珠加工厂，

白天养猪，晚上串珠，日子总算有了
盼头。”

事实上，文昌一直将发展产业作
为促进脱贫的根本之策。“文昌鸡、椰
壳加工、佛珠加工等都是本地的特色
产业，文昌也一直在探索将特色产业
与扶贫相结合的办法。”文昌市农业
局局长吴敏表示，通过创新扶贫思

维，文昌将种植业、养殖业与农产品
加工业作为扶贫产业的主要发展方
向，以种养结合、长短搭配的扶贫模
式，为建档立卡贫困户提供产业支
撑，“当前我们正抓紧推动‘五带动全
覆盖’模式落地，以企业、共享农庄、
合作社、家庭农场和致富能人带动贫
困户稳定增收。”

B 实施“五带动全覆盖”，探索产业与扶贫结合之路

年度计划投资151.28亿元
其中竣工项目1个

海口五源河文体中心（一期）项目
目前已竣工投入使用

2018年省政府下达
海口市省重点项目

17个
5个新开工项目中

海口演丰市民农庄项目
海口中民筑友绿色建筑科技项目

海口市2018年高标准农田建设工程
共3个项目已开工

海口复兴城西海岸互
联网总部基地项目、省中
医院新院区2个项目正在
开展前期工作，力争尽快
开工建设

占新开工项目的60%

海口观澜湖度假区项目
海口桂林洋国家热带农业公园项目

海口高新区医药制造项目
海口美安综合物流园项目
长影海南“环球100”项目

海口市旧城改造项目
等11个续建项目

1月至7月完成投资

106.8亿元

制图/张昕

我省部署开展打击虚开骗税专项行动
今年累计查处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及其他可抵扣凭证1.3万份

海口前7月省重点项目完成投资破百亿
占全年投资计划的74.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