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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海口9月17日讯（记者陈
蔚林 实习生叶润田）9月17日晚播
出的第103期海南省脱贫致富电视
夜校邀请到10个市县的脱贫攻坚主
要领导，就脱贫攻坚问题整改情况以
及工作亮点向党和人民作出汇报，接
受海南省打赢脱贫攻坚战指挥部以
及全省百姓的检验。

节目中，定安县委书记陈军分别
从精准识别、产业帮扶、就业扶贫、

“三保障”以及责任制落实等5个方
面对定安脱贫攻坚工作进行阐述，立
志今年将完成7390人的脱贫任务，
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

澄迈县委书记吉兆民向大家介
绍了澄迈如何解决好“扶持谁”“谁来
扶”“怎么扶”的问题，并坦言澄迈在

激发贫困户内生动力等方面还存在
着不足，将继续攻坚克难，高质量完
成脱贫攻坚任务。

五指山市委书记宋少华在汇报
中表示，五指山始终坚持问题导向，
以“不惜脱几层皮”的精神强力推进
大整改。截至目前，177项整改措施
中，已完成169项，其余8项也在有
序推进中。今后，五指山将以更实更
准的措施确保取得更加突出的成效。

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委书记王
昱正从精准识别、政策落地、产业发
展、责任落实、资金使用、内生动力等
六大方面阐述了保亭在脱贫攻坚中
所做的努力，尤其是保亭创新推出的

“脱贫攻坚惠农超市”，通过积分的自
助式帮扶，有效促进贫困户“等、靠、

要”思想的转变。
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委书记孙喆

介绍，琼中的整改成效为“一落实、两
实现、三提升”。截至目前，全县的5
大类16个问题89项措施已经全部整
改完毕，此外，琼中还在全省首创脱贫
之星宣讲团，树立先进典型，营造勤劳
光荣、懒惰可耻的良好社会氛围。

乐东黎族自治县委书记吴川祝
用数据的方式向大家汇报：近两年，
乐东已脱贫28187人，今年计划脱贫
9070人，7个贫困村全部脱贫出列。
值得一提的是，全县共派出帮扶单位
125个、“第一书记”105人、帮扶责任
人3580人，实现了贫困村和贫困户
全覆盖。

屯昌县委书记田志强介绍，屯昌

一是进一步完善脱贫攻坚工作领导
体制机制和责任体系；二是深入开展
漏评、错退排查；三是建立了2018
年-2020年扶贫资金项目库并严格
落实公告公示制度；四是精准落实各
项政策。经过全面问题整改，屯昌脱
贫攻坚基础工作更加扎实，工作思路
进一步清晰明确。

东方市委书记铁刚在汇报中介
绍，东方市的贫困发生率已经从
2015年的12.6%降至现在的4.71%，
不仅完善了脱贫攻坚作战体系，而且
创新方式方法宣传引导，实现“志智”
双扶，有信心有决心坚决打赢打好这
场脱贫攻坚战。

陵水黎族自治县委书记麦正华
在汇报中用“六个坚持”概括陵水脱

贫攻坚工作做法：一是坚持高位推
动；二是坚持精准要义；三是坚持不
偏不离；四是坚持规范有效；五是坚
持稳定脱贫；六是坚持改进作风。他
强调，陵水有信心有决心有能力打赢
打好脱贫攻坚战。

儋州市委书记袁光平介绍，儋州
在精准识别度和群众满意度方面已
明显提升。在扶贫政策上，投入了
9000多万元，带动了3000多户、1.4
万余人；在精准帮扶和责任落实上，
针对尚未脱贫的5070户制定了一户
一策的帮扶措施，并抽调1075名优
秀干部专职进行扶贫。

观众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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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市县脱贫攻坚主要领导上电视夜校汇报工作情况

扶贫效果如何 请百姓检验

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

本报临城9月17日电（记者刘
梦晓）“听了致富能人给我们讲他们
的创业故事，特别受鼓舞，只要坚定
脱贫信心，我们一定能脱贫！”9月
17日，在临高县博厚镇大雅村，贫困
户王爱云向海南日报记者吐露了心
声。去年10月以来，临高县委宣传
部、县文联、县歌舞团等多个部门深
入全县多个村庄、多所学校及多个
工地等，举办了236场以脱贫攻坚
先进典型专题巡回演讲暨文艺扶贫
演出活动，用贫困群众身边人勤劳

致富的故事，坚定他们脱贫致富的
信心。

王爱云今年60岁，由于丈夫瘫
痪，孩子生病，她的收入成了一家人
主要的经济来源，然而并无一技之
长的王爱云只能靠打零工挣钱。今
年6月，临高致富带头人王超来到大
雅村，在脱贫攻坚先进典型专题巡
回演讲中，以身宣教，讲述自己辞职
创业，白手起家的养猪致富故事，这
让王爱云很受鼓舞。

今年 8月，作为大雅村的帮扶

单位，临高县委宣传部联系了临高
县就业局，为贫困户开展工作技能
帮扶培训。王爱云积极报名参加
学习制作蛋糕，“王超说得对，人要
有一技之长，不能‘等靠要’，学会
做蛋糕后，我要出去打工挣更多
钱！”

“县委、县政府始终坚持把加
强宣传教育贯穿于脱贫攻坚工作
的全过程，大力实施‘志智双扶’工
程，以宣传营造氛围，以教育转变
观念，不断增强贫困群众内生动

力。”临高县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
庞名前说，临高多次组织致富带头
人进农村、进校园、进工地，创新性
地开展以典型引领、典型激励、典
型造势的脱贫攻坚先进典型专题
巡回演讲活动，激发贫困群众的内
生动力。

同时，临高积极开展送文化下
乡活动，举办“拥抱新时代·建设新
农村”脱贫致富主题晚会。临高县
歌舞团以脱贫攻坚奔小康为题材，
把扶贫优惠政策编成临高木偶戏、

渔歌哩哩美等形式多样的扶志、扶
智节目，让群众欣赏艺术的同时，寓
教于乐，坚定贫困群众脱贫致富的
信心和勇气。

“典型教育的收效很好，236场
巡回活动场场火爆，群众反响热烈，
尤其是贫困群众，纷纷表示要向先进
典型学习。”庞名前说，临高还通过集
中培训、入户帮扶等多种方式开展扶
志教育，引导贫困群众立脱贫之志，
转变贫困群众“等靠要”思想，激发内
生动力。

临高举办236场脱贫攻坚先进典型巡回演讲，激发贫困户内生动力

身边的榜样最有力量

“田园欢歌”首届
乐东农民歌会22日举行

本报抱由9月17日电（海报集团全媒体中
心记者马卉）海报集团全媒体中心记者9月17日
从2018海南（乐东）农民丰收节组委会获悉，为了
丰富农民精神文化生活，营造全民参与、共同欢庆
丰收喜悦的氛围，作为本次丰收节的特色活动之
一，“田园欢歌”首届乐东农民歌会将于9月22日
晚在乐东县民族文化体育广场举行。

“田园欢歌”首届乐东农民歌会，将有来自乐
东各乡镇的农民歌手参加，现场还将评选出多名

“乐东优秀农民歌手”。
据了解，农民歌会将邀请海南黎族青年歌手

阿侬子黎来现场演唱黎族歌曲，此外还有省内知
名乐队带来精彩节目。

即日起，有意参加“田园欢歌”首届乐东农民
歌会的选手，可以直接到所属辖区镇政府或向乐
东农业局报名参加，也可直接拨打报名电话
13876958497报名，报名截止时间为9月20日。

关注2018海南（乐东）
农民丰收节

五指山市签订
“候鸟”人才合作协议
“候鸟”人才工作站、“院士专家”咨询
服务中心揭牌

本报五指山9月17日电（记者贾磊 通讯员刘
钊）9月17日上午，在五指山市仁帝山“候鸟”康养
基地，五指山市人才办与中国老教授协会、国杰研
究院签署了该市首份《“候鸟”人才供需合作意向协
议书》，五指山市“候鸟”人才工作站和“院士专家”
（五指山）咨询服务中心先后揭牌，此次活动，是五
指山向“候鸟”型人才要“红利”迈出的关键一步。

该协议书明确，五指山市将根据文教、卫生、
农林科技等行业人才需要，引导各事业、企业单位
拟定“候鸟”型人才引进方案及需求目录，提供给
中国老教授协会；中国老教授协会将在协会内部
发布五指山市人才需求信息，并负责向五指山市
推荐人才；用人单位与人才直接联络，经双方协商
一致后另行签订聘用协议。

9月16日，一场以“候鸟”型人才为五指山谏
言献策的活动在五指山市举行。五指山市委常
委、市政府副市长黄星表示，五指山市今后将大力
发展绿色经济，城市建设、脱贫攻坚、乡村振兴、教
育、农业、环保等都需要人才的支持。

针对“候鸟”型人才的引进与使用，五指山市
将采取三项措施进一步加强“候鸟”型人才的管
理、服务、保障水平。五指山市将抓紧时间制定出
台“候鸟”型人才管理、保障等方面的制度，探索建
立社区居委会、物业管理、公安派出所“三位一体”
的流动人口管理服务机构，从制度层面为“候鸟”
型人才提供保障。此外，五指山市将精准对接“候
鸟”型人才，搭建服务平台。

目前，五指山市教育、卫生、农林、科技等部门已
提出人才需求20余人，下一步，五指山市将充分发
挥“候鸟”人才工作站、“院士专家”（五指山）咨询服
务中心的功能，继续完善引才目录，做好引才工作。

昌江拆除7处违法炭窑
本报石碌9月17日电（记者曾

毓慧 通讯员何顺彪）日前，昌江黎族
自治县多个部门联合执法，依法强制
拆除位于海尾镇、乌烈镇、昌化镇等地
的7处炭窑。

海南日报记者在拆违现场看到，
执法人员完成清点工作后，就在违建
炭窑周围拉起了警戒线，随后，挖掘机
进场对违建炭窑进行拆除。出于安全
考虑，执法人员决定对还在生产中以
及已“封窑”的窑炉延期拆除。

昌江林业局局长符群全介绍，近
年来，上述7处炭窑违建者擅自改变
林地用途，占地共计4.05亩，且均未
取得《木材经营加工许可证》，属非法
设点收购木材并加工木炭。在生产
过程中，炭窑排放出来的烟尘污染了
周围环境，为此，林业部门下达《林业
行政处罚先行告知书》《林业行政处
罚决定书》《催告书》，但当事人逾期
未履行该行政处罚。根据相关法规，
昌江有关部门联合执法对这些违法
建筑物进行强制拆除。此次拆违之
后，昌江有关部门将在炭窑原址上植
树复绿，同时继续保持高压态势打击
违法炭窑。

■ 本报记者 刘笑非 通讯员 张琳

台风过境带来些许清凉，但学校
的操场依旧是挥汗如雨的地方。9月
17日下午的第三节课，儋州市那大镇
的南开大学附属中学儋州市第一中
学（以下简称儋州一中），无论学业多
么繁忙，学生们总能在下午有个放松
的时刻。

儋州一中于2016年9月正式与
天津市南开大学附属中学开展联合
办学。今年，儋州一中荣膺第一届

“海南省文明校园”称号，这不仅是对
于学校教风学风校风的肯定，也让哺
育过无数学子的“南开精神”在儋耳
大地上生根发芽。

儋州一中校长朱树松介绍，校园
里“允公允能，日新月异”的南开校训

随处可见，而在融合“南开精神”的基
础上，儋州一中也做到了再创新。

在做好基础教育和新课程改革
工作之余，儋州一中结合本地学生
的基本情况，开设了一系列自选体
育课程，受到学生欢迎，并确定每天
下午的第三节课为体育活动时间，
通过全员参与的方式，提升学生综
合素质。

“通过体育自选课程，既能让学
生体验到团队协作带来的成就感，也
能全面发觉学生的潜力。”儋州一中
办公室主任郑培生告诉海南日报记
者，在今年的中考体育科目中，儋州
一中在去年拿下全省第二的基础上
更近一步，成为了省内体育中考成绩
最好的学校。

除了特色体育课程外，儋州一

中的艺术教育也做得有声有色，不
仅在今年成功获评“全国中小学中
华优秀文化艺术传承学校”，学校
舞蹈队还参与了全省中学生艺术
展演。

传承南开精神，不仅旨在推动学
生全方位发展，更在要在“德育”上传
承南开的育人精神。朱树松告诉海
南日报记者，通过沿袭南开大学附属
中学的教育模式，学校确立下“一轴
两翼”课程体系，将“以周恩来为人生
楷模”的教育主轴，作为课程体系中
群体培养的榜样标准，同时开发了以

“爱国爱群”为特征的允公博雅课程，
以及以“服务社会”为特征的允能智
慧课程，以此形成“两翼”课程体系，
不仅能满足学生对社会科学、自然科
学的需求，还能让学生以“允公”思想
为引领，指导其知识获取、能力提升
等环节，进而实现“服务社会之目的”
的培养需求。

此外，为了让儋州一中师生享受
到更为优质的教学资源，南开大学附
属中学还开放了全方位的教学交流
窗口，通过每月互派教师、以班级为
单位开展交换学习等方式，实现教
师、学生文化素质的全面提升。“不仅
在南开，包括与南开开展交流的美国
西部高中联盟，儋州一中的学生同样
能够参与。”朱树松介绍，通过交流，
感受优质的教育资源只是一方面，更
多的是让学生培养自信的精神和敢
于担当的社会责任，“从‘不敢做’到

‘主动做’再到‘积极做’，学生们的变
化看得见。”

如今，很多学子在“南开精神”的
熏陶下步入大学，并借假期参与到诸
多社会公益活动之中；在当下儋州市
正开展的社会文明大行动中，作为

“文明校园”的儋州一中，也在为这座
古城贡献着自己的文明力量。

（本报那大9月17日电）

开展社会文明大行动创建海南文明岛

我省四代表参加全国
少数民族参观团考察活动

本报海口9月17日讯（记者刘操 通讯员李
绍华）海南日报记者从省民宗委获悉，我省4名来
自基层的少数民族代表于9月17日启程，参加由
国家民委组织的全国少数民族参观团，赴四川、山
西、河北、北京等地参观考察。

据介绍，组织全国少数民族参观团是我国开
展民族工作的重要举措之一，也是我国民族工作
领域的优良传统。今年全国少数民族参观团成
员，90%以上都是来自基层一线的少数民族代表，
年龄都在60周岁以下，全团共213人。

我省4位代表分别为陵水黎族自治县文罗镇
五星村党支部书记黄丽萍（黎族）、五指山市畅好乡
番贺村党支部书记黄月芳（黎族）、保亭黎族苗族自
治县林业局毛岸护林站站长谭立波（苗族）、三亚市
天涯区回辉社区党支部书记高玉贵（回族）。

海南植物及其制品
司法鉴定中心成立
可对花梨、沉香进行真伪鉴别

本报海口9月17日讯（记者王玉洁 通讯员
李莹 实习生杜娥）海南植物及其制品司法鉴定
中心9月15日在海口揭牌成立，该中心将依托中
国热带农业科学院热带生物技术研究所、国家中
药材产业技术体系海口综合试验站的技术资源，
强化对药用植物、热带植物及其制品质量的检测
力度，确保沉香、花梨等植物类产品及其制品的
质量安全。

据介绍，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热带生物技
术研究所储备的技术力量，可对花梨、沉香等名
贵植物进行专业的真伪鉴别，并增强对其品质
鉴定的准确程度。该研究所以后将把更多技术
应用到司法领域，为海南司法工作提供技术支
撑，为花梨、沉香等名贵植物产业的健康发展保
驾护航。

海南日报记者了解到，海南植物及其制品司法
鉴定中心拥有省司法厅授予的司法鉴定资质，该中
心的成立，旨在解决我省植物类司法鉴定的业务需
求，为生态系统环境提供损害鉴定，为我国热带植
物、药用植物、木材类产品及其制品检验检测提供
技术服务，并出具具有法律效力的鉴定报告。

近日，在海口市美兰区大
致坡镇昌福村蛟乐坑村民小
组，已脱贫的村民洪富全在自
家的蚕房里用桑叶给3万只
“蚕宝宝”喂食。

2015年底，洪富全被列
为建档立卡贫困户，后来在
政府的帮扶和自身的努力
下，靠养殖黄牛和种植瓜菜
顺利脱贫。

如今，洪富全在昌福村
扶贫养蚕基地的带动下，发
展种桑养蚕业，进一步巩固
脱贫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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