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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片：何茂雄
职务：俄朗村帮扶责任人
单位：荣邦乡政府

名片：李盛帅
职务：南开村驻村第一书记
单位：南开乡政府

最美第一书记 最美帮扶责任人

最美驻村标兵

名片：符克民
职务：白打村脱贫攻坚中队长
单位：县政协

■ 本报记者 曾毓慧 通讯员 陈权

南开乡南开村，是个山高林密、偏僻
难行的老村，2017年4月起，南开乡政府
干部李盛帅成为南开村驻村帮扶责任
人后这里就成了他的扶贫阵地。南开村
下辖9个村民小组，共有354户村民，其
中有141户建档立卡贫困户，李小亮一
家是其中之一。

李小亮家曾经是南开村典型的贫困
户：全家人都没有一技之长，缺乏产业发
展资金，房子破败不堪已成了危房，还有
一个患病的哥哥李小明。脱贫，对于这
一家人来说一度困难重重。

“家家都有一本难念的经，因户施策
就显得尤为重要，这也最能考验我们驻
村扶贫干部的功力。”李盛帅认为，扶贫
开头难，当务之急就是解决贫困群众内
生动力不足问题，鼓励他们摒弃“等、靠、
要”等思想。在此基础上，暖心的人文关

怀也必不可少。
为了帮助李小亮一家人尽快脱贫，

李盛帅多次带着李小明辗转省内各市县
医院就医；针对李小亮家缺乏劳动力的
现状，李盛帅主动为他家谋划发展不需
要投入太多劳动力的养蜂以及橡胶林下
套种益智等产业……

有心人，天不负。经过近2年时间的
努力，李小明现今病情趋于稳定，李小亮
也到白沙县城学得一门修车技能，每月可
赚2000多元，其母亲在橡胶林套种的农
作物也开始有收成。今年，随着危房改造
的落实，李小亮一家人住进了宽敞明亮的
新居，不仅摘掉了困扰多时的“穷帽子”，
也看到了幸福生活的好前景。

贫困村民符亚丰老人腿脚不便，还
要照顾患有老年痴呆的老伴以及患病的
孩子，生活过得十分艰难。鉴于符亚丰
家没有劳动力，李盛帅采取了不同的帮
扶措施，将这一家人全部纳入低保实现

兜底，同时帮他们入股光伏发电扶贫产
业。“现在我们每月能领到800多元的低
保金，光伏产业每年也能领到3000元分
红，吃穿不愁，以后的日子肯定会越来越
好的。”每每聊起这一幕幕贴心帮扶，符
亚丰的眼眶里总会泛着泪花。

“今年以来，建立村级问题整改台账
11条，已经整改完成9条，2条正在整改
当中。”今年6月起，李盛帅开始担任南开
村驻村第一书记，肩上的担子也更重了。
面对不同的帮扶难题，李盛帅带着村党支
部班子创新思路攻坚，因户施策、精准帮
扶，引导更多的贫困劳动力发展特色种养
殖产业或外出务工。此外，李盛帅还协同
有关扶贫部门加大对南开村扶贫产业的
监督管理工作，做好技术跟踪服务，有效
汇聚南开村脱贫致富的更大动能。

一身干劲，终会迎来好收成，村民们
也牢牢记住了那个让南开村脱贫致富的
勤勉身影。 （本报牙叉10月19日电）

何茂雄（右）入户核查扶贫成效。
本报记者 曾毓慧 摄

俄朗村帮扶责任人何茂雄扶贫永葆初心

三年坚守 用心铺就致富路

南开村驻村第一书记李盛帅暖心帮扶见成效

一身干劲 汇聚脱贫致富动能

白打村驻村干部符克民因户施策开展扶贫工作

一腔赤诚 全力以赴助农增收

李盛帅（左）入户慰问贫困村民。
特约记者 吴峰 摄

符克民（左）入户了解贫困老人健康状况。
本报记者 曾毓慧 摄

■ 本报记者 曾毓慧 特约记者 吴峰

白打村，原是金波乡深度贫困村，下
辖8个村民小组，共有454户村民，其中
有236户是建档立卡贫困户。因基础薄
弱、缺乏资金、缺乏产业带动，这里曾一
度聚居了全乡62%的贫困人口，也是全
乡贫困人口最多的一个行政村。

2016年5月起，符克民从县政协办
来到白打村成为帮扶责任人。既然是驻
村帮扶，那就得俯下身来，扎稳脚跟，这
是符克民对自己驻村扶贫工作的最初要
求，此后从未动摇过。为此，符克民挨家
挨户走访群众，做足了全面摸透白打村
村情民况的第一课，并始终坚守在扶贫
最一线。

今年7月，由于表现出色，符克民担任
白打村驻村工作队队长、白打村脱贫攻坚
中队队长，肩上的工作担子更重了。

村民唐亚山患病常年卧床，家里只
有年迈的老伴和一名腿脚残疾的儿子，
一家人的生活全靠养老金和亲戚救济，
这些年以来日子过得很艰难。符克民得
知这一情况后，来到唐亚山家里嘘寒问
暖，不仅为这个家庭办理了低保，还将其
纳入贫困户评议，想方设法帮助这个家
庭争取到帮扶资金发展产业。同时，符
克民还向乡政府协调推荐，给唐亚山的
儿子安排了金波乡水利管理员这一公益
性岗位，每月收入有1000余元。今年10
月，唐亚山家的危房改造工作已启动施
工，预计明年初将竣工，唐亚山一家即将
搬进宽敞明亮的新居。

为真正了解贫困群众所急、所盼、所
想，符克民积极协调白打村党支部成员，
将走村串巷和深入田间地头列为每天的
扶贫“必修课”，积极宣传党和国家各项
强农惠农政策，有效落实了贫困家庭的

住房、医疗和贫困家庭子女教育等“三保
障”问题，也更加清晰地明确了扶贫产业
发展思路。同时，积极引导群众转变观
念，不断增强贫困户的“造血”功能。

针对贫困村民张建元长期存在“等、
靠、要”思想，符克民结合实际情况开展针
对性帮扶，一方面，积极协调当地就业部门
动员安排张建元的妻子和儿子外出务工；
同时，为张建元筹措资金帮扶发展养蜂产
业。如今，张建元一家的人均年收入就达
到1万元左右，顺利实现了脱贫。

无论是在农家巷陌，还是在田间地
头，大家总会不时看到符克民忙碌奔波
的身影，他正以一腔赤诚践行着为民摘
穷帽的扶贫誓言。尤为让人欣慰的是，
今年以来，随着脱贫攻坚工作的深入推
进，白打村大部分贫困户已实现脱贫，但
全村的驻村帮扶工作依旧热潮不减，砥
砺向前。 （本报牙叉10月19日电）

■ 本报记者 曾毓慧 特约记者 吴峰

2015年7月，时任荣邦乡党委副书记的何茂雄迎来“新使
命”：驻村扶贫，担任俄朗村帮扶责任人。至今，3年零3个月，
1000多个日日夜夜的坚守，让他成为在荣邦乡俄朗村脱贫攻坚
一线的一名“老兵”。

俄朗村贫困户收入来源单一、产业效益低下，成为产业脱贫
的一道瓶颈。自2017年3月以来，经过前期充分的市场调研
后，何茂雄与俄朗村“两委”班子合力整合出一片占地140亩的
特色高效产业发展基地，成立了俄兴种养殖专业合作社，共吸纳
了88户贫困户“抱团”发展扶贫产业。

何茂雄介绍，去年5月，这140亩田地全部用于种植玉米，9月
收成采摘之后，紧接着改种辣椒。今年2月，当辣椒收成结束后，
又再改种百香果产业。去年底，入股合作社的贫困户每户都拿到
了可观的分红。今年10月，合作社又购买了首批500多只芦花鸡
放养在基地，用于种植基地发展套养经济。“这只是起步阶段，轮转
种植产量更高，品质也更好。”何茂雄介绍，随着芦花鸡长大，鸡粪
发酵后可用于生产有机肥，既节约成本，又见效益。

多年的驻村帮扶工作经历，也让何茂雄深刻地意识到，要想实
现贫困户稳定脱贫、脱贫后不返贫，产业兴旺是关键。何茂雄说，
接下来将与村党支部班子成员商量套种更多的特色高效农作物。

“扶贫无小事，真心帮扶才能见真效。”自今年6月起，已担任
荣邦乡人大主席的何茂雄又有“新任务”：担任俄朗村脱贫攻坚中
队中队长，这对于他来说又是一个全新的挑战，但何茂雄的初心
从未动摇，他始终把贫困户的难事挂记在心里。

何茂雄更加忙碌地奔波在乡间小路上，努力事无巨细地跟
踪攻克每一件扶贫难题，用实际行动践行着驻村帮扶的郑重誓
言。 （本报牙叉10月19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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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海口10月19日讯（记者良
子 通讯员张日忠）10月19日，省治
超办通过海南日报向社会公布澄迈县
华盛天涯水泥有限公司等14个重点
监管的装载源头点，并公布举报电话，
以便全社会监督货物装载源头点非法
超限超载行为。

“近期省治超办及督查机动队通
过明察暗访发现，澄迈区域内货车超
限超载运输现象有所上升。”省治超办
相关负责人介绍，澄迈区域内重点装
载源头众多，马村港、天涯水泥、华盛
水泥及福山周边石场等源头货物运输
量大，今年来，地方政府不断加强监
管，但力度仍然不够，存在执法部门没
有采取有效措施对源头企业进行查
处，路面联合执法没有形成常态化和
制度化等问题。“下一步省治超办将督
促澄迈整改，强化治超办协调组织作
用，采取有效措施对源头进行监管，进
一步加强联合执法力度，遏制货车非

法改装和超限超载行为。”
9月5日，在省安委办、省治超办

的协调下，省交警总队、省公路管理局
等部门组织力量在澄迈联合开展打击
货车超载超限和非法改装专项治理，
当天首次启用远程视频监控，共查处
40辆超载货车。

日前，澄迈曾在政府门户网站上

公示过华盛天涯水泥有限公司等14
个重点监管的装载源头点。

省治超办相关负责人介绍，我省
的货运源头企业普遍存在车辆超限超
载出站行为，为了促使各企业更好地
履行合法装载主体责任，从源头上杜
绝非法超限超载行为的发生，预防和
减少交通事故隐患，省治超办及省安

委办多次要求各市县要加强对货物装
载源头点的公示，其目的是为了加强
对货物装载源头点的监督。

省治超办相关负责人表示，希望
全社会对公示的货物装载源头点进行
监督，对有涉嫌超限超载行为的，群众
可打监督电话进行举报。

据统计，澄迈县9月联合治超累计

出动执法人员72人次，开展联合治超
次数6次，查处超限超载车辆49辆，查
处非法改装车辆5辆，货运源头排查8
家，整治6家，卸载超限货物296吨。

省治超办监督电话：66801291
66801297

澄迈治超投诉举报电话：
67616659

加强装载源头点监管 遏制超限超载货车上路

请您监督澄迈14个装载源头点

本报三亚10月19日电（记者徐
慧玲 通讯员周莹）10月19日上午，
三亚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对最高人民
法院核准死刑的贩卖、运输毒品罪犯
陈某弟公开宣判、执行死刑。

据了解，2015年 11月以来，陈
某弟伙同其父亲陈某流、母亲罗某
卿、表兄郑某（均为同案被告人，已
判刑）一起在广东省陆丰市购买毒
品，并通过省际客运大巴将毒品托
运至万宁市贩卖获利，一家人成了

“贩毒家庭”。
2016 年 3 月，陈某弟指示陈某

流、罗某卿在陆丰市霞湖高速路口，
将装有 10 公斤的甲基苯丙胺纸箱

给大巴车司机托运，并指使郑某在
万宁高速路口取货，以万宁为窝点，
将毒品贩往海南省各地；同月，陈某
弟再次指使罗某卿在陆丰市霞湖高
速路口将装有 19.78 公斤的甲基苯
丙胺纸箱给大巴车司机托运，并指
使郑某接货，郑某在接货过程中被
公安机关抓获，随后陈某弟一家也
分别落网。

2017年6月23日，三亚市中级人
民法院对此案公开开庭宣判，被告人
陈某弟被判处死刑，其他三名被告人
被判处无期徒刑。宣判后，各被告人
均不服一审判决，上诉至海南省高级
人民法院。省高级人民法院经公开开

庭审理，于去年12月28日判决驳回
上诉、维持原判，依法报请最高人民法
院核准。

经最高人民法院核准确认，陈某
弟违反国家对毒品的管制法律，伙同
他人贩卖、运输甲基苯丙胺29.78公
斤，其行为已构成贩卖、运输毒品罪。
陈某弟贩卖、运输毒品数量大，所犯罪
行极其严重，应依法惩处。在共同犯
罪中，陈某弟负责联系购买和销售毒
品，并指使同案被告人收付毒资和托
运、接取、转送毒品，系主犯，又系累
犯，依法当从重处罚。

10月19日上午，公开宣判后，陈
某弟被押赴刑场，执行死刑。

贩毒近60斤！“贩毒家庭”主犯被执行死刑

交通安全
三年攻坚战进行时

在省安委办、省治超办的调动下，省交警、省公路管理局执法人员在澄迈
开展联合治超行动。 (省治超办供图)

本报三亚10月19日电（记者
徐慧玲 通讯员罗佳）海南日报记者
10月19日从三亚市公安局获悉，近
日，三亚警方摧毁一特大诈骗团伙，
抓获 7名犯罪嫌疑人，破获案件 6
起，涉案金额达30万余元。

8月30日，三亚警方接到两位
市民报警称，被他人以购买彩票
的方式分别诈骗了1.7万元、6.4万
元。三亚警方根据事主提供的信
息深入研判，发现这是一个以购
买彩票方式进行诈骗的团伙，并
掌握到了诈骗团伙成员在海口的
落脚点。10月 11日凌晨，三亚组
织警力在海口抓获了以何某凤、

徐某斌为首的诈骗嫌疑人共7名，
扣押涉案车辆3辆、手机卡等赃款
赃物。

经调查，该诈骗团伙作案手法
为：以各种方式套近乎，骗取受害人
信任，让受害人作为中间人帮忙“打
奖”。如若中奖就只支付本金，反之
则拉黑受害人微信和不接电话，导致
受害人经济损失。

经审讯，犯罪嫌疑人何某凤、
徐某斌等 7 人如实交代了 6 起犯
罪事实，涉案金额达 30 万余元。
目前，何某凤等7人因涉嫌诈骗已
被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办
理中。

假借“打奖”牟利30余万元
7名犯罪嫌疑人落网

本报海口10月19日讯（记者王培琳 通讯
员任笑冬）根据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的国内成品
油调价信息，自2018年10月20日起，我省汽、柴
油价格（标准品）每吨分别提高165元和160元。

调整后，我省成品油最高零售价格：89#汽油
8.39元/升，92#汽油9.10元/升，95#汽油9.67元/
升，0#柴油7.73元/升，分别上调0.12元/升、0.14
元/升、0.15元/升、0.14元/升。

根据油气价格联动的有关规定，我省车用压
缩天然气销售价格调整为5.51元/立方米（等值换
算为7.66元/公斤），上调0.09元/立方米（等值换
算为0.13元/公斤）。

本报海口10月19日讯（记者叶媛媛）海南
日报记者19日从海口市美兰区教育局获悉，为进
一步加强教师队伍建设，及时补充公办中小学缺
编教师，美兰区决定面向社会通过考试公开招聘
初中专任教师35名，小学专任教师131名（含校
园足球专任教师3名），共166名。目前该项招聘
已启动报名。

美兰区要求，应聘中小学教师除了具备正常
履行岗位职责的健康身体条件外，还应具备国家
承认的全日制普通高等学校本科及以上学历；具
有相对应学科的中小学教师资格证书；普通话水
平须达到二级乙等及以上等级，其中报考语文学
科须达到二级甲等及以上；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
国籍，年龄在35周岁及以下（即1982年7月1日
以后出生）。非海南户籍的须在海南省中小学校
（含民办）相应岗位从事教育教学工作至少一学年。

我省上调成品油价格

海口美兰区计划招聘
166名中小学教师
岗位均有编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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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货运源头单位名称

华润混凝土（澄迈金江）有限公司

福山通福石场

安兴石场

福兴石场

新丽鑫搅拌站

福山虎岭石场

北京京东贸易有限公司海口分公司

瑞泽新村股份有限公司澄迈分公司

慧江搅拌站

华润混凝土（澄迈老城）有限公司

澄迈华盛天涯水泥有限公司

澄迈永吉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加乐石场

澄迈鼎顶矿业有限公司

与公路连接点（或路段）

国道G225线(金江镇)K50+50处

国道G225线(福山镇)K65+200处

国道G225线(福山镇)K64+200处

国道G225线(福山镇)K65+200处

国道G225线(福山镇)K63+100处

国道G225线(福山镇)K66+100处

金马大道(大丰镇)K18+050处

老城镇南一环路K1+050处

老城镇富音北路K1+200处

老城镇南二环路K4+300处

老城镇南二环路K19+050处

国道G224(老城镇)K35+050处

屯大线(加乐镇)省道S303处

文云线(文儒镇)K6+50处

澄迈县14个重点监管的装载源头点

招聘岗位
包括三江中学、灵山镇中心学校初中

部、第八小学、第十四小学等18所学校及美
兰区青少年活动中心教师

学科范围
包括语文、数学、英语、美术、音乐等。

岗位均有编制

报名时间
从10月19日起，至10月25日

18时结束，报考人员需在此期间登
录海口市美兰区2018年教师招聘
考试报名系统报名，逾期不再受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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