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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

10 月 17 日，琼
海塔洋镇举行就业
扶贫招聘会,不少村
民前来咨询。

本报记者 袁琛
通讯员 王日明 摄

万宁大澳镇民丰瓜菜种植合作社探索种养循环农业模式

“变废为肥”种菜 帮贫困户“摘帽”

本报万城10月 19日电 （记者
傅人意）“这么多牛粪在草地上，怎
么不收起来呢？别浪费了！”10月
18日上午，万宁民丰瓜菜种植合作
社理事长陈洪走入位于万宁市大澳
镇镜门村的凤华园生产基地，看到
草地上有一小堆牛粪，和看管基地
的农户说道。

陈洪视这些牛粪如金子。“这些
牛粪我们定期收集起来，运回1公里
外的蔬菜种植基地，通过沼气池进行
发酵分解为沼液，再输送到蔬菜大棚

里作为有机肥种菜。”陈洪告诉海南
日报记者。

这片250亩的土地原本是撂荒
地，陈洪看这里野草郁郁葱葱，在去
年便租下这块地。

“夏秋季节海南多雨潮湿，种植
瓜菜不易生长，我就把合作社养殖的
牛赶到这里来放养吃草，冬天再将牛
赶回基地喂玉米糠。”陈洪说，如此一
来，一天光节省草料成本就1000元，
按半年算，可节省18万元！“过段时
间，我把地犁开，准备种冬瓜，一地两
用，毫不浪费！”

除养牛外，种植大棚蔬菜是民丰
瓜菜种植合作社另一个重要收入来
源。在合作社位于大澳镇龙山坡的
12亩大棚蔬菜基地里，上海青、小白
菜、菜心等长势喜人，“皮球菊花菜”

刚刚播种。
“我们的大棚可以降温防风雨，

喷灌系统基本实现自动化，施用有机
肥的叶菜深受市场欢迎，价格比一般
蔬菜高0.5元至1元。”陈洪说。

陈洪和记者算了一笔账：按照去
年的收成来看，一头牛的利润是
1000元，一年出栏70头至80头牛，
总利润七八万元。蔬菜一斤利润是2
元左右，一天可收获600-800斤，保
守估计一年利润可达30多万元。

民丰瓜菜种植合作社不仅探索
出种养循环农业模式，也走出一条

“生态扶贫路”。
在陈洪的小汽车后备箱里装着

一叠叠贫困户个人档案和相关材
料。其中一张单子上记录，合作社
共帮扶东澳镇新华村10户贫困户、

裕后村18户贫困户、凤岭村6户贫
困户。

大澳镇裕后村贫困村民崔传胜
告诉海南日报记者，母亲去年被吸纳
到合作社打工，月薪2800元。“今年9
月合作社已经给我们分红，每人拿到
1400元。目前父亲无劳动能力，妹
妹外出打工，等母亲病好了我再去打
工，今年年底我们就能脱贫！”

大澳镇新华村党支部书记潘
春天说，目前村里还有 14 户贫困
户未脱贫，其中有 10 户得到民丰
瓜菜种植合作社帮扶。“贫困户在
合作社相当于有多份收入，今年脱
贫大有希望！”

据了解，民丰瓜菜种植合作社去
年共帮扶53户贫困户199人脱贫，今
年计划帮助52户贫困户188人脱贫。

好消息竞赛好消息竞赛

省妇联、海医联合开展义诊活动

关爱基层女性
提高家庭成员健康素质

本报三亚10月19日电（记者孙婧）今天下
午，海南省妇联、海南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联合在
三亚市举办生殖健康义诊活动，吸引了110名患
者从各地赶来求医。此次健康义诊活动主要是宣
传生殖健康、优生优育知识，关爱基层女性，提高
家庭成员的健康素质。

当天在活动现场坐诊的分别是海南医学院第
一附属医院的生殖医学中心主任卢伟英、儿科主
任蒙晶、主任医师张岩和副主任医师张毅。

海南日报记者了解到，4名医生原计划每人看
20个号，但不断有患者陆续赶来，医生门诊号也在
不断增加。一名来自三亚的女患者说，以前在海南
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生殖医学中心挂号，要提前很
多天抢号，“今天医生能来义诊，实在难得！”

据悉，海南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生殖中心是
全国首批批准人类辅助生殖机构准入的机构之
一，目前中心标准人群的试管婴儿妊娠率已稳定
在60%以上，达到国内先进水平。

据悉，此次义诊活动，同时还衔接着10月20
日在三亚开展的“不孕不育的规范诊疗基础与提
高”继续教育培训班。此次培训旨在为基层患者
带来优质医疗服务的同时，提高三亚相关领域医
务人员对不孕不育的诊疗水平。

据了解，三亚市人民医院目前已开设了生殖
医学分级诊疗云平台，三亚患者可提前预约，通过
远程视频医疗的形式，不出远门即可享受到与海
南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生殖中心医生“面对面”的
就诊服务。

患者在三亚市人民医院使用生殖医学分级诊
疗云平台，与海南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生殖中心
医生“面对面”就诊。 本报记者 武威 摄

■ 本报记者 符王润
通讯员 汤颖 朱筠丽

31岁的符刚是临高县的一名年轻
农民。4年前，符刚因遭遇严重外伤，
前后两次手术耗费了20多万元，也让
他原本就不富裕的家庭因病致贫。

今年9月 25日，符刚因左眼视
力模糊到海南省人民医院就诊。
经检查，符刚被诊断为左侧颈内动
脉海绵窦瘘，如不及时救治，可能
造成眼部失明或鼻腔大出血。

针对符刚的情况，医院提出了
两种手术方案：一种为开放式手术，
优点是费用相对较低，但可能产生

偏瘫等后遗症，患者生存质量差；另
一种为介入治疗，优点是对神经功
能损害最小，但手术费用相对较高。

“健康扶贫，不仅仅是完成政治
任务这么简单，只有带着感情去扶
贫，带着职业情怀去扶贫，才能真正
走进群众心里，让扶贫更有温度。”自
从在一次例行查房时得知了符刚的
情况后，这名年轻人的病情就一直牵
动着海南省人民医院党委书记、神经
外科专家赵建农的心。

考虑到符刚年仅31岁，尚未婚
育，为保障其今后生存质量，确保真
正达到治愈疾病，杜绝再次出现“因
病返贫”现象，医院积极与临高县社

保局协调申请，最后成功为符刚进行
了介入手术。术后，符刚恢复良好。

10月9日，符刚出院了，整个治
疗过程，他应付总额为8.3万余元。
而经报销后，仅自付7000余元，报销
比例高达90%。

符刚只是获海南省人民医院救
助的贫困患者中的一名。2017年8
月，海南省人民医院制定《海南省人
民医院农村贫困人口大病专项救治
工作实施方案》，除了对乳腺癌、肺
癌、慢性粒细胞白血病等16种重大
疾病给予救助以外，还对农村贫困
人口患重型地中海贫血、食管癌、胃
癌、结肠癌、直肠癌等9类重大疾病

者，给予专项救治。2018年，医院再
次将救助病种扩大到经各市县卫计
委转诊的各种疾病。

据介绍，符合条件的贫困患者在
医院就医时，均享受优先挂号、优先
检查、优先住院等服务；门诊报销比
例由原来的50%提高至80%，住院享
受“先诊疗后付费”免交押金政策，实
行“一站式”即时结算，出院只需交纳
个人自付费用即可，报销比例高达
90%。仅2018年1月-9月，海南省
人民医院已累计为1700余名农村贫
困人口提供医疗救治并给予扶贫政
策报销结算。

（本报海口10月19日讯）

本报牙叉10月19日电（记者王
培琳 通讯员袁国华 李明镜）10月
17日早晨，山里的雾还未散开，白沙
黎族自治县七坊镇照明村高大村民
小组贫困村民符志福就直奔自己的
菜地。当天是白沙首场爱心扶贫超
市认购活动开启的日子，活动刚好在
符志福家门口举行，她辛苦种了几个
月的菜心迎来了销售的好日子。

活动开始不到一个小时的时间，
符志福采摘下来的近百斤菜心就被
抢购完了。更令她开心的是，在活动
现场，白沙农商银行的工作人员决定
以后将长期采购她种植的菜心，彻底
解决她的后顾之忧。

当天的活动现场，白沙农商银行
认购了贫困群众农产品总计价值
1.66万元。

“除了长期认购符志福的菜心
外，我们食堂还将长期认购照明村其
他贫困户种植的瓜果，争取让更多的
贫困户早日脱贫致富。”挂钩照明村
的帮扶责任人、白沙农商银行董事长
林仕志说。

在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早有贫
困户享受到省农信社践行“消费扶
贫”带来的“甜头”。

“我的30头羊已经卖出去了，农
信社真的好，不仅贷款给我养羊，还
帮我解决销售问题。”家住湾岭镇岭

门村的王成安说。
王成安是海南省农信社帮扶点

的帮扶对象，2017年，他向琼中农信
贷款5000元养羊。大半年过后，王
成安不但提前还清了贷款，还继续
贷款扩大养殖规模，但羊的销路问
题让他犯愁。今年9月，海口农商银
行相关负责人了解到王成安的情况
后，第一时间和他取得联系，并购买
了30头羊。

“前两天还有人要订购羊，供不
应求了，我还得多养一些。”发展产业
没了后顾之忧，王成安对养羊事业更
加信心满满。

据悉，为积极响应省委、省政府

开展爱心消费扶贫的号召，不仅海南
农信下辖19家市县行社奔赴各市县
的爱心集市、扶贫联系点等购买贫困
户生产的农产品；海南农信手机银行
APP 和“HAI 生活”APP 还开设了

“爱心扶贫专区”，直接链接“海南爱
心扶贫网”，让受众关注、推广。

此外，海南省农信社还号召广大
党员带头，每人每月拿出200到300
元，通过“海南爱心扶贫网”或脱贫攻
坚联系点、贫困村及消费扶贫销售专
区购买时令瓜菜、水果、肉蛋、米油等
农副产品或手工艺品；鼓励各市县行
社与定点扶贫村、贫困户建立长期定
向合作机制，开展“定向认购”活动。

省农信社在全省范围内开展消费扶贫行动

产销对接打通扶贫“最后一公里”

保亭举办消费扶贫
农产品展销会

本报讯（记者贾磊 通讯员
黄立明）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近
日在七仙广场举办了消费扶贫农
产品展销会。展销会以集市的方
式展示保亭贫困户、扶贫合作社
及扶贫企业生产的瓜果蔬菜、畜
禽肉蛋、五谷杂粮、水产品、土特
产、旅游民宿产品、手工艺品等，
供游客市民采购。与此同时，现
场还举办了扶贫招聘活动。

展销会上，12个展销区挤满
了购买的人群，不到一个上午，展
销会上的产品基本销售一空。当
天销售总额达16万余元。

“嗓子都快喊哑了，但是一看
到贫困户的农副产品一批一批地
卖出去，感觉干什么都值了。”作
为此次活动的主持人，保亭县委
常委、宣传部部长蒋莉萍高兴地
告诉海南日报记者。

本报海口10月19日讯 （记者
金昌波 通讯员方茜）10月 19日下
午，海南法院启动消费扶贫行动新闻
发布会在省高院举行。省高院党组
书记、院长陈凤超登录“海南爱心扶
贫网”，经过仔细比对，选择了澄迈县
贫困户李运山家的120个农家鸡蛋，

用手机微信扫码支付，完成了海南法
院系统首单线上扶贫消费。

据悉，这是海南法院消费扶贫行
动七大举措之一的院领导“以购代捐”
模式，即从2018年10月至2020年12
月，全省法院院长每月拿出300元，从
贫困户处购买时令瓜菜、水果、肉蛋、

米油等农副产品，其中200元的产品
用于慰问五保户、特困户、孤寡老人等
困难群众。其余院领导每月拿出不少
于100元，从扶贫点贫困户购买所需
农产品用于慰问特困户或自用。

此外，全省法院还依托“海南爱
心扶贫网”，采取单位统一组织与干警

自愿参与相结合的方式，通过机关服
务中心长期定向采购、统一组织团购、
干警自愿认购、协助购销对接和自驾
车“后备箱”公益旅游认购、参与贫困
地区“共享农庄”等模式，积极购买贫
困户农产品。同时，指导驻村第一书
记抓好供需对接和农产品安全检测。

据悉，省高院高度重视脱贫攻坚
工作，及时传达学习全省消费扶贫会
议精神，科学制定扶贫方案，并按相
关要求做好“海南爱心扶贫网”入口
设置。目前，海南高院官方网站天涯
法律网、微信公众号和官方微博均已
与“海南爱心扶贫网”完成链接。

我省法院七大举措开展消费扶贫

太平洋产险海南分公司
助力脱贫攻坚

向五指山贫困户
捐赠2万株益智苗

本 报 海 口 10 月 19 日 讯
（记者王培琳 通讯员陈思）10
月18日，为助力脱贫攻坚，中国
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海南分公司在定点扶贫村五指
山市通什镇牙日村开展了“为
定点扶贫村贫困户种植益智
苗”捐赠活动，为当地贫困户送
去2万株益智苗，并组织员工与
贫困户一同种植。

据悉，为响应省委、省政府
创新精准扶贫模式，开展爱心消
费扶贫的号召，太平洋产险海南
分公司还发布消费扶贫爱心行
动倡议书，倡议经营班子带头每
月拿出100元进行爱心消费扶
贫，采购贫困户产品，下属25家
机构全员积极参与，帮助贫困群
众增产增收、脱贫致富。

南航本月起计划
在海南新增11条航线

本报海口10月19日讯（记者王玉洁 通讯
员陆雪松）海南日报记者从南方航空了解到，从
10月28日起至明年3月30日，南方航空将执行
全新的冬航季航班计划，计划在海南新开11条航
线，覆盖39个通航点，平均每天进出海南岛航班
176班次，提供3.2万个座位。

为给广大旅客提供多样化的出行选择，强
化南航在海南的航线网络布局，南航将新增海
口⇌北京、海口⇌南昌⇌沈阳、海口⇌太原、海
口⇌长春、海口⇌贵阳⇌乌鲁木齐和海口⇌长
沙⇌银川6条进出海口航线，新增郑州⇌博鳌、
西安⇌博鳌和贵阳⇌博鳌3条进出博鳌航线；
新增三亚⇌南京⇌长春和广州⇌三亚⇌伦敦2
条进出三亚航线。

南航有关负责人介绍，当前南航每日执行海
南到黑龙江、吉林、辽宁三省的航班量已达50班，
2018年冬航季，南航每天从海南直飞东北三个省
会城市的航班将增至8班，为广大旅客提供方便。

首个“海南省关心
下一代科技帮扶
基地”琼中启动

本报营根10月19日电（记
者郭畅 通讯员陈泽汝）10月18日
至19日，省关工委在琼中黎族苗
族自治县召开全省关工委科技帮
扶工作座谈会，学习推广该县关
工委主动作为、助力山区百姓脱
贫致富的先进工作经验。

18日下午，60多位来自全省
各市县的关工委工作人员参观了
琼中湾岭镇科技培训基地、岭脚
村桑蚕农民专业合作社、长边村
水产养殖基地，并在湾岭镇举行
由省关工委和省惠农慈善基金会
联合创建的科技帮扶基地启动仪
式。作为首个“海南省关心下一
代科技帮扶基地”，该基地的成立
使得全省五老科技帮扶行动迈向
新台阶。

省关工委常务副主任陈英豪
表示，近年来，全省关工委系统十
分重视科技帮扶工作，五老科技
工作者作出了很大贡献。通过此
次参观学习，大家了解了很多“琼
中经验”，要继续以实实在在的成
效推动科技帮扶工作；借鉴琼中
经验，创新工作方式方法；通过系
列评选活动，全面提升工作质量；
立足实干创新，谋划好今年底和
明年的工作。

“下一步，省关工委将利用3
年时间，抓好‘一万人次青年农民
培训计划’及五老科技团队的组
织建设和思想作风建设，并在全
省范围内建设10个科技帮扶青
年创业基地，为全省科技帮扶、乡
村振兴工作作出应有贡献。”省关
工委科技教育团团长曾广河说。

专项救治、优先检查、优先住院……省人民医院为贫困患者开“绿色通道”

让健康扶贫更有温度

三亚启动
旅游卫星账户平台建设
以科学数据推动旅游产业发展

本报三亚10月19日电（记者林诗婷）如何
综合分析GDP、税收、投资等指标的背后涵义，助
力科学决策？海南日报记者19日从三亚市民游
客中心获悉，三亚日前正式启动旅游卫星账户平
台建设，联动各相关企业及旅游协会、婚庆协会等
行业协会进行数据资料收集工作，引入旅游卫星
账户的方法体系，致力旅游统计制度化、精准化和
动态化，科学测算三亚旅游对城市发展贡献率，为
当地决策提供数据依据。

根据平台建设规划，三亚将在传统旅游统计
的基础上，引入旅游卫星账户的方法体系，结合
我国最新的旅游统计调查制度，建设一个创新性
的旅游卫星账户，更客观科学地测算出三亚旅游
对本地GDP、投资、税收、就业、产业贡献等指
标，核算出三亚旅游业的直接贡献率和综合贡献
率，为三亚管理部门制定旅游政策、计划提供数
据依据。

日前，三亚涉旅企事业单位已启动生产经营
数据填报工作，提供涉旅行业基本单位情况、营业
状况、营业收入构成、从业人员情况等资料，方便
涉旅部门全面了解和掌握三亚旅游业发展现状，
推动旅游业发展趋势综合分析、旅游业的发展方
针和政策制定等，促进三亚旅游统计系统化、信息
化、制度化、精准化和动态化，助力旅游产业持续、
快速、健康发展。

“三亚市旅游卫星账户编制工作是推进旅
游供给侧改革和消费需求升级的重要工作，我
们将坚持全域统筹资源、游客需求导向、创新
引领发展、共建共享成果四大理念，以科学分
析成果着力推进全域旅游的发展，助力世界级
滨海旅游城市建设。”三亚市旅游委副主任王
菲菲说。

招聘会搬到家门口
帮扶就业促脱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