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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访札记

■ 本报记者 李佳飞

有多少消费者能参与进来，直接
关系到消费扶贫的实际效果。文昌
在推动消费扶贫过程中，用三招破
题。

第一，多方合力。文昌市除了动
员党政机关干部和党员带头“以购代
捐”以外，还动员社会爱心人士和企
业也纷纷加入进来，形成多方合力扶
贫的局面。

第二，在供给侧发力。大力倡导
消费扶贫，有关部门免费为贫困户提
供宣传、包装、物流等服务，为他们搭
建展销平台，帮助他们将优质特色农
产品销售出去。

第三，帮助解决供需对接问题。
文昌不仅在各乡镇设立展馆或摊位，
如潭牛镇农特产品营销展示中心、东
郊镇互联网农业小镇运营中心等；还
积极开拓电子商务，开通爱心扶贫消
费网站，在“互联网+”时代背景下，让
扶贫农产品线上线下销售互相促进。

■ 本报记者 李佳飞
特约记者 黄良策

菠萝蜜、甘蔗、百香果、椰子、花
生、蜂蜜、土鸡蛋……10月22日晚，
文昌市“夜校集市”在东郊镇热闹开
张，带着各色农产品赶来的农户们，
争相展示推销着自家的产品。

“每周一晚上，贫困户和帮扶责
任人都会聚集在这里，一起收看脱
贫致富电视夜校节目，借这个机会，
我们组织贫困户将各家种植养殖的
特色农产品带过来展销，拉近干群
关系，助力贫困户脱贫。”文昌市扶
贫办主任张贤良介绍。

当晚，曾经的贫困户，如今的致
富带头人郑岗，也带着几箱椰子产
品来赶集。看到扶贫干部，他格外
热情，招呼大家品尝他的椰子新
品。郑岗告诉记者，他因为残疾等
原因在2014年被纳入建档立卡贫困
户，这几年来，在政府各级部门的大
力帮扶下，他办起了养猪场、佛珠加
工厂、椰子饮料生产公司，不仅自己
实现了脱贫，他的工厂还雇用了20
多名附近的贫困村民就业，希望带
动大家共同脱贫致富。

“夜校集市好！这里给了贫困
户一个展示推销的机会。”郑岗
说，希望更多人关注贫困户的农
产品销售问题，增强他们脱贫致

富的信心。
连日来，为营造“人人关心扶

贫、人人支持扶贫、人人参与扶贫”
的社会氛围，文昌“消费扶贫”爱心
大行动相继在潭牛镇、东郊镇、文教
镇、翁田镇、锦山镇等地启动。与此
同时，文昌市“爱心扶贫网”也开通

上线，200多款农特产品上架。
“搭建贫困群众农产品产销对

接的平台，我们希望打破传统扶贫
的单方模式，拓宽贫困群众的增收
渠道，同时鼓励党员干部和社会爱
心企业、人士采取‘以购代捐’的方
式，优先购买贫困村、贫困户的农产

品，帮助他们增收脱贫。”文昌市委
主要负责人说。

在文昌市东郊镇互联网小镇运
营中心展示馆内，扶贫爱心农产品
琳琅满目。据悉，该展示馆开业当
天，即实现成交金额3.6万元。

（本报文城10月22日电）

文昌掀起消费扶贫热潮——

“以购代捐”献爱心 扶贫产品卖得俏

三招让消费扶贫
受欢迎

■ 本报记者 李佳飞
特约记者 黄良策
通讯员 周经栋

近日，文昌市扫黑除恶
专项斗争培训班在文昌市
公安局开班，来自文昌市政
法系统以及扫黑除恶专项
斗争领导小组成员单位、各
镇（场）相关人员近150人
参加培训学习。

“自全国开展扫黑除恶
专项斗争以来，文昌市委、
市政府高度重视、态度坚
决，全力推进扫黑除恶专项
斗争各项工作措施落到实
处，确保全市扫黑除恶专
项斗争有序开展。”文昌市
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王
云介绍，今年以来，文昌已
成功打掉1个黑社会性质
组织犯罪团伙、两个涉恶
犯罪集团及4个涉恶犯罪
团伙，共破获涉黑涉恶类
案件60多起，刑事拘留63
人，文昌市人民检察院批准
逮捕52人。

文昌纪检监察部门坚持抓早抓小

推动落实监督执纪
“第一种形态”

本报文城10月22日电（记者李佳飞 通讯
员黄云平）今年以来，文昌市纪委监委把推动落实
监督执纪“第一种形态”作为践行“四种形态”的重
要环节，通过常态化谈话函询、警示教育等方式，
对轻微问题线索或苗头性问题及时谈话提醒，让

“咬耳扯袖”“红脸出汗”成为工作常态。
据介绍，文昌市纪委监委在用好监督执纪“第

一种形态”上狠下功夫，坚持抓早抓小和预防为
主、教育为主，严格把好适用对象关，对函询、约谈
提醒、诫勉谈话、通报批评的对象进行认真审核，
做到该询必询、该谈必谈，通过开展谈话提醒、案
例警示教育、召开民主生活会、通报批评等有效方
式，及时“咬耳朵”“扯袖子”，让党员干部尽量少犯
事、不出事、干成事。

为落实监督执纪“第一种形态”，文昌市还出
台了《关于建立领导干部开展谈话提醒工作情况
报送制度》，采取“一把手”跟班子成员谈、班子成
员跟分管部门负责人谈、部门负责人跟本部门工
作人员谈的分层级谈话方式，保证“第一种形态”
取得预期成效。

据统计，今年1月至9月，文昌市纪委监委谈
话提醒575人次，其中乡科级以上227人次、一般
干部348人次。“挺纪在前，抓早抓小，把好监督执
纪的第一道防线，才能治病于未发。”文昌市纪委
相关负责人表示。

文昌开展“清网”行动
清查各类违法违规行为

本报文城10月22日电（记者袁宇 特约记
者黄良策）10月19日上午，海南省海洋与渔业监
察总队执法人员来到文昌市清澜港，联合文昌渔
政工作人员开展“清网”专项行动，重点清查港区
内停泊的涉渔船舶合法证件、是否违规使用禁用
网具和禁用工具、补给加油船舶违规加油和违规
改装等。

省海洋与渔业监察总队相关负责人表示，此
次行动旨在推进中央巡视反馈问题整改任务、中
央环保督察、国家海洋督察反馈问题整改任务，行
动内容包括开展“四检查”，即检查涉渔船舶各类
证书是否过期、检查渔船通导设备配备及设施、检
查渔船是否非法改装内部结构、检查是否为“三无
船舶”。

此外，执法人员还将清查船舶是否存在违规
使用禁用网具和禁用工具行为，清查渔船是否违
规涉氨冷藏，清查补给加油船舶是否存在违规加
油和违规改装行为。“希望能通过专项行动有效切
断非法造船、非法销售、非法捕捞、非法供给的‘黑
色产业链’。”该负责人说。

当天，执法人员共检查了20余艘渔船，查扣
了3艘渔船中不符合国家规定网目的渔网。

据悉，清查行动将持续至11月25日，并陆续
在全省铺开。此外，在本次行动中，省海洋与渔业
监察总队除将依法对发现的违法违规行为从重从
严处罚外，还会对违法违规行为进行登记，并与本
年度油补贴政策挂钩，以此督促相关人员落实整
改，遵守法律法规。

文昌举办“勇当先锋、
做好表率”专题演讲比赛

本报文城10月22日电（记者李佳飞 特约
记者黄良策）日前，由文昌市委宣传部主办的文昌
市“建设海南自由贸易试验区和中国特色自由贸
易港‘勇当先锋、做好表率’”专题演讲比赛在文昌
青少年活动中心小蓓蕾剧场举行。

此次比赛设有“机关党委组”和“镇场党委组”
两个演讲组别，每个组别分别设置了演讲文稿和
演讲风采两项评比内容，吸引了来自全市各镇场、
各单位的36位选手参加比赛。

比赛中，选手们紧紧围绕“勇当先锋、做好表
率”这一主题，结合自身工作特点，分享了对海南
建设自贸区自贸港的深刻认识和理解，畅谈如何
在自贸区自贸港建设中发光发热、贡献力量。

经过5个多小时的激烈角逐，来自文昌市教
育局党委的参赛选手张世豪荣获机关党委组演讲
文稿、演讲风采一等奖；来自东路镇党委的刘源荣
获镇场党委组演讲文稿、演讲风采一等奖。

推进健康扶贫

同济文昌医院医疗团队
下乡义诊

本报文城10月22日电（记者李佳飞 通讯员
于丽）为扎实推进健康扶贫工作，帮助解决贫困群
众看病难、看病贵问题，日前，同济文昌医院党委组
织专家医疗团队赴冯坡镇凤尾村、公坡镇水北村等
地开展扶贫送医送药送健康义诊活动。义诊医疗
团队由同济文昌医院心血管内科、神经内科、消化
内科、耳鼻喉眼科等科室十几位专家组成。

活动当天，各专家咨询台前排满了闻讯前
来就诊的村民。专家们认真聆听、仔细诊断、耐
心解疑，并向前来就诊咨询的村民介绍如何预
防一些常见疾病、多发病，如何健康饮食及日常
应注意的事项等相关知识，提倡大家养成良好
的健康卫生习惯，增强就诊群众预防疾病和卫
生健康意识。

据介绍，义诊共接待诊疗患者143人次，现场
为患者免费发放近万元的药品。下一步，同济文
昌医院党委将继续组织开展好义诊活动，让群众
在家门口就能享受专业的医疗服务。

文昌扫黑除恶出重拳
打掉7个黑恶势力团伙,破获涉黑涉恶案件60多起

由于黑势力犯罪团伙案件涉案
人员多、作案年份久、作案范围广，为
确保工作取得成效，文昌市公安局抽
调刑侦、技网、经侦等多警种、多部门
精干人员，组建了一支扫黑除恶专业
办案队伍。他们努力钻研办案，任劳
任怨、铁骨铮铮，有时低调神秘，有时
可爱可亲。

专案组刑侦七中队队长孙警

官，为了能及时破案，主动放弃双休
日、节假日休息时间，甚至在妻子待
产和生产二胎时，依然奔波在办案
一线；东郊派出所副所长吴警官身
材魁梧，但心思缜密，在一次抓捕行
动中负伤后，组织建议其住院疗养，
但他毅然拒绝，擦点红药水、吃点消
炎药后，又奔赴在抓捕、审讯、研讨
案件的一线……

文昌市公安局刑侦大队长刘衍
钻说，类似这样的办案民警，在扫黑
除恶专案组中还有很多，大家保持着
对党和人民的绝对忠诚，舍小家为
大家，奋战在扫黑除恶的一线。文
昌市公安局党委委员、城北分局局
长王山表示，为专案组同志感到自豪
的同时也希望更多人关注和支持扫
黑除恶行动，共建和谐平安文昌。

为发动全民参与扫黑除恶专项
斗争，今年来，文昌市人民法院以案
释法，多次举办黑恶势力犯罪案件
公开庭审活动，给人民群众上了一
堂堂生动的普法课，进一步提高群
众知法、守法、懂法、护法的意识，
人人相传，营造了良好的社会舆论
氛围。

（本报文城10月22日电）

在打掉的恶势力犯罪集团中，王
某盈恶势力犯罪集团较为特别，其成
员王某锐为文城镇福主湾村村民小
组组长，该犯罪集团是典型的农村村
干部利用职权便利非法谋取利益且
把持基层权力的涉恶犯罪集团。为
此，文昌市人民检察院提前介入该涉
恶团伙的案件侦监工作。

在侦办以李某胜为首的黑社会性

质组织团伙过程中，办案人员发现，铺
前派出所副所长黄某英、工勤吴清壮、
辅警王某明有涉嫌为黑恶势力充当

“保护伞”的行为。得知这一情况后，
文昌市委领导督促办案人员及时将有
关线索移交市纪委监委。今年7月20
日，文昌市纪委监委对黄某英和王某
明2人进行立案审查，并对黄某英采
取留置措施进行隔离审查；10月9日，

市纪委监委将黄某英和王某明2名涉
案人员移送市人民检察院。

“强化执纪监督，将扫黑除恶专
项斗争和反腐拍蝇同步推进，特别是
对‘保护伞’的严厉打击，已在社会上
形成一股威慑力。”文昌市纪委相关
负责人表示，接下来，有关部门一方
面要把打击“保护伞”作为主攻方向，
推动扫黑除恶取得更大战果；另一方

面，要严肃队伍纪律、刮骨疗毒，确保
干部队伍对党的绝对忠诚。

对给案件设置障碍，甚至压案不
办、拖着不查的领导干部，以及消极
对待工作、不担当、不作为的领导干
部，为涉案人说情开脱、干预案件调
查的领导干部，文昌市公安机关将会
同纪检监察部门运用监督执纪的“四
种形态”进行问责。

为全面部署落实扫黑除恶专项
斗争工作，今年初，文昌市委书记钟
鸣明主持召开十三届文昌市委常委
会第47次会议，审议通过《文昌市开
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实施方案》，并
成立了文昌市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领
导小组，强调以坚决的态度、强劲的

力度严厉打击黑恶势力。
“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黑恶

势力犯罪有一定的组织性、隐蔽性、凶
残性、对抗性，在部分地区呈高发态势，
对社会长治久安、和谐稳定、人民安居
乐业造成威胁，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
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都将是我们工作的

重点所在。”文昌市委常委、市公安局长
陈文慧表示，将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
统一思想认识，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
院和省委、省政府的重大决策部署，务
求取得扫黑除恶专项斗争胜利。

为做到有章可依，确保各项工作
顺利推进，文昌市制定出台了多项制

度，落实专项工作经费，并定期议事
论事，高位谋划，民主决策，全力解决
在开展扫黑除恶工作中存在的问题、
难题。各镇（场）、成员单位纷纷成立
扫黑除恶机构，做到各基层有机构、
有人员、有牌子、有责任分工，广泛参
与扫黑除恶行动和宣传。

高位谋划 保持扫黑除恶高压态势

依法严惩 打掉黑恶势力“保护伞”

凝聚合力 共建和谐平安文昌

在文昌市“夜校集市”，农户们带来的农产品深受欢迎。 本报记者 袁琛 摄

10月 22日，俯瞰文昌霞洞
湖，霞洞湖水体清澈，沿岸种上了
美人蕉、菖蒲等各类花草树木。
基础设施以及摩天轮、旋转飞机
等娱乐设施已经建设完成。

据现场负责人介绍，霞洞湖
水生态综合整治工程自2017年
6月份开工建设至今已经完成
95%工程量。目前，工程正在进
行人工湿地氧化塘施工，预计今
年11月底完工，建成后整个工程
就基本进入竣工阶段。

据了解，霞洞湖水生态综合
整治工程项目用地面积约 105
亩，水体面积约24600平方米，
日处理污水量为1000吨，目前自
动化控制工作正在稳步进行中。

本报记者 袁琛 摄

人工湿地建设
让污水变清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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