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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嫌犯受贿罪、玩忽职守罪

儋州市教育局原局长
周春声被提起公诉

本报海口11月7日讯（记者金昌波 实习生
王文卓）海南日报记者从省检察院获悉，11月7
日，儋州市教育局原局长周春声（正处级）涉嫌犯
受贿罪、玩忽职守罪一案，由儋州市人民检察院向
儋州市人民法院提起公诉。

检察机关在审查起诉阶段依法告知了被告
人周春声享有的诉讼权利，并依法讯问了被告
人周春声，听取了其委托的辩护人的意见。儋
州市人民检察院起诉书指控：2011 年至 2014
年期间，周春声利用其先后担任儋州市教育局
副局长、局长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
非法收受他人财物，应当以受贿罪追究其刑事
责任。2016年，周春声在担任儋州市教育局局
长期间，未认真履职核实贫困学生情况，错误发
放2016年儋州市秋季贫困学生补贴，造成国家
经济重大损失，应当以玩忽职守罪追究其刑事
责任。

本报牙叉11月7日电（记者曾
毓慧 特约记者吴峰 通讯员陈权）

“基地的第一批葡萄已经采摘完了，
再过半年，你来这里又能吃上咱们白
沙的优质葡萄了。”11月6日上午，
在白沙黎族自治县邦溪镇地质村的
葡萄种植基地里，已在基地务工1
年多的贫困村民陈桂花修剪葡萄枝
叶的动作十分娴熟。

临近中午，陈桂花等9名在基地里
忙碌的村民早已汗流浃背，但大家脸上
都洋溢着喜悦的笑容。陈桂花说，葡萄
种植基地第一次挂果，葡萄颗粒饱满、
口感香甜，不少经销商主动上门洽谈
收购，也有不少游客前来采摘体验农
趣。“看到市场行情这么好，我们对发
展葡萄种植产业更有信心了。”她说。

白沙扶贫办有关负责人介绍，今

年邦溪镇地质村葡萄种植基地第一
次挂果，亩产量在1200公斤至1500
公斤左右，种植面积130亩，预计年
产值约400万元。预计再过两年，葡
萄进入丰产期，基地亩产量可接近
2000公斤。据悉，今年以来，白沙已
整合586.85万元产业扶贫资金支持
邦溪镇地质村发展葡萄产业，帮扶该
村118户贫困户脱贫。

除了邦溪葡萄，白沙还整合资金
扶持紫玉淮山、百香果、黄金地瓜、红
心橙、益智等种植类产业扶贫项目，
及豪猪、黄牛、果子狸等养殖类产业
扶贫项目，促进贫困群众增收。

据统计，今年以来，白沙共投入
产业扶贫资金3992.83万元做大做
强扶贫产业，有望直接带动1342户
贫困户脱贫“摘帽”。

琼中合罗村
39户农户住新宅

本报营根11月7日电（记者郭
畅 通讯员陈泽汝）近日，琼中黎族苗
族自治县营根镇合罗村39户农户喜
迁新居。据了解，合罗村整村推进项
目于2017年5月开工建设，总投资约
397.6万元，其中农户自筹资金187.6
万元，政府补贴资金210万元。扶贫
开发后，合罗村面貌焕然一新。

“解决了群众‘两不愁三保障’
中的住房问题，下一步，驻合罗村扶
贫工作队将帮助大伙发展种植养殖
产业和乡村旅游业。”合罗村驻村第
一书记周凌云说，琼乐高速开通后，
合罗村交通区位优势明显，加上搬
迁后村庄“颜值”全面提升，今后开
办农家乐和经营民宿是不错的致
富门路。

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

团省委发布6大脱贫攻坚项目

白沙整合3992万元资金发展扶贫产业

产业兴起来 脱贫有奔头

本报海口11月7日讯（记者孙
慧）海南日报记者11月7日从省住
建厅获悉，今年8月该厅发布《关于
进一步推动农村危房改造“千企帮万
户”志愿下乡的活动通知》以来，我省
房地产开发企业、建筑企业、行业协
会积极参与农村危房改造工作，助力
我省在今年内完成农村危房改造2.5
万户的任务目标。

今年8月，针对市县技术力量
薄弱、农村建筑工匠缺乏专业知识
等问题，省住建厅发布通知，积极
参与“千企帮万户”活动、积极派出
专业技术人员下乡提供服务的企
业，由市县住建局出具证明，在企
业诚信评价中予以加分；参与“千
企帮万户”活动的“三师”（规划师、
建筑师、工程师）志愿者，其下乡提

供技术支持与开展服务工作的时
间，由乡镇政府提供证明，等同于
参加选修课程培训时间，计入接受
再教育的学时。

通知下发后，各市县积极组织开
展“千企帮万户”活动。海口市住建
局积极搭建平台，引荐了12家建筑
行业企业下村，在基础验槽、砌体工
程、楼板浇筑等危房改造难点环节对

农户和农民工匠进行指导。
定安县在开展“千企帮万户”

活动的过程中，给予下乡提供危房
改造技术指导服务的施工企业信
用加分。截至目前，定安已有 21
家企业进入108个村，帮助761户
农户进行危房改造，有效提升了危
房改造的工程质量，加快了危房改
造的进度。

我省各市县积极开展“千企帮万户”活动

企业进村帮农户改造危房

海口龙华区将举办
扶贫农产品展销活动

本报海口11月7日讯 （记者
郭萃 特约记者刘伟 通讯员唐小
燕）海南日报记者从海口市龙华区
农林局获悉，由龙华区组织开展的
2018年“龙华羊山美味”爱心扶贫
农产品展销推广活动将于11月10
日拉开帷幕。此次活动将走进海口
上邦百汇城、京华城、中山路、明珠
广场4大商圈。

龙华区农业区域公用品牌“龙
华羊山美味”自2017年推出以来，
广受消费者喜爱，首批推出的15种
特色农产品在线上线下同步销售。

2018年“龙华羊山美味”爱心
扶贫农产品展销推广活动分为“进
商圈”和“进小区”两大板块。“进商
圈”板块精选海口市4大人气商圈
进行展销推广：上邦百汇城站（11
月10日至11日）；京华城站（11月
12日至13日）；中山路站（11月17
日至18日）；明珠广场站（11月19
日至20日）。“进小区”板块精选海
口10大中高端小区进行展销推广，
时间为11月21日至12月1日。

省道加博线
博鳌公路驿站投入运营
让游客体验慢生活

本报嘉积11月7日电（记者丁平 通讯员吴
育妹）由海南省公路管理局和海南省交通投资控
股有限公司合作共建的博鳌公路驿站近日投入运
营。博鳌公路驿站位于省道加博线（S213）K8+
283公里处。

博鳌公路驿站建有茶吧和超市。11月7日
上午，海南日报记者在该驿站内看到，在竹编工艺
品等饰品的装饰下，驿站环境静谧优雅，是公园转
角处人们休息停顿的一个好去处。

“目前我们安排8位工作人员24小时值班，
为游客提供周边热门旅游景点推荐、免费WiFi、
洗漱以及充电等10多项义务服务。”博鳌公路驿
站负责人介绍说。

据了解，博鳌公路驿站除了提供常规的便民
服务，还将每月举办读书会，每周播放电影，丰富
游客旅游体验。未来驿站还将提供电动汽车充
电、公路救援等服务，实时发布公路交通运输信
息、气象信息等。

省交通运输厅相关负责人介绍，将不断加大
海南普通国省干线公路服务设施的建设力度，在
国省干线沿线打造一批“小而精、小而特、小而美”
的公路驿站，为市民游客提供更多便捷服务，打造
交通与旅游融合发展的靓丽名片。

万宁销毁槟榔“黑果”
超10万斤

本报万城11月7日电（记者袁宇 通讯员吴
小静）11月7日，海南日报记者从万宁市政府获
悉，该市严厉打击传统土灶烟熏槟榔加工行为，今
年9月以来，共查处烟熏槟榔加工点200处，查获
并销毁槟榔“黑果”（当地人习惯将使用传统土灶
熏制的黑色槟榔干果称为“黑果”）约10.23万斤，
以实际行动保护生态环境。

11月6日，万宁市委相关负责人带队深入该
市北大镇内罗村，成功捣毁隐藏在深山中的多个
烟熏槟榔加工点，依法拆除土灶58个，当场查获
槟榔“黑果”9000多斤。

据介绍，今年以来，万宁整治传统土灶烟熏槟
榔加工行为力度空前，不仅发布通告禁止使用传
统土灶熏制槟榔，还在查处非法加工点的过程中，
边拆除加工设备，边查扣槟榔青果及“黑果”，加大
非法加工槟榔者的违法成本，从源头上治理“榔烟
四起”现象。

统计数据显示，今年9月以来，万宁依法打击
查处传统土灶烟熏槟榔加工点200处，共捣毁土
灶6598个。下一步，万宁将继续加大对槟榔“黑
果”运输、储藏及收购行为的查处力度，保持高压
打击态势，绝不姑息烟熏加工槟榔行为。同时，该
市还将利用无人机和红外探测器等高科技手段，
强化巡查巡控，提高执法的效率。

屯昌拆除
3100余平方米违建

本报屯城11月7日电（记者邓钰 通讯员邓
积钊）海南日报记者11月7日从屯昌县综合行政
执法局获悉，连日来，该局联合多部门组成联合
行动小组开展违法用地和违法建筑专项整治工
作，出动人员160人、挖掘机2台，依法拆除乌坡
镇、南坤镇15处共3132.51平方米违法建筑。

11月1日，屯昌县综合行政执法局联合乌坡
镇政府、屯昌县公安局乌坡派出所等部门，依法对
乌坡镇镇墟、美华村、南东村5处共1497.51平方
米违法建筑进行强制拆除。此次强制拆除的主要
是老旧的烟熏槟榔土灶。执法人员表示，这些建
设这些烟熏槟榔土灶既违反了土地使用规定，又
对环境造成污染。

11月2日，屯昌县综合行政执法局联合南坤
镇政府、屯昌县公安局南坤派出所等部门，依法对
南坤镇坡林村、曙光村、榕仔村10处共1635平方
米违法建筑进行强制拆除。

据介绍，被拆除的15处违法建筑皆是在未
办理任何用地手续的情况下，由业主擅自在乌坡
镇、南坤镇的非建设用地上建成的。相关业主的
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的相
关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
七十六条的规定，执法人员强制拆除上述15处
违法建筑。

11月5日，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营根镇朝参村，村民进行危房改造盖起一栋栋新房。
据悉，琼中相关部门在朝参村进行整村推进扶贫开发，该村3个村民小组共104户农户进行危房改造。该村在危房改

造的过程中，注重保留传统村落风貌，将旅游元素融入房屋建设中，为发展旅游产业打下基础。 本报记者 李英挺 摄

就业援助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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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省各级团组织累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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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农村贫困地区创业

智志双扶项目
多措并举帮助贫困地
区青年树立脱贫攻坚
的志气，创业致富

志愿扶贫项目
开展关爱志愿扶

贫、医疗义诊志愿扶
贫、群众文化志愿扶贫
等志愿帮扶活动

脱贫攻坚项目
主要工作目标

（到2020年底前）

学业资助项目
为 2000名建档立卡
贫困户学生提供学业
资助

本报海口11月7日讯（记者单
憬岗 通讯员李子琨）11月7日，共青
团海南省委在海口召开海南共青团
投身脱贫攻坚重点项目推进会，集中
发布学业资助、就业援助、创业扶助、
智志双扶、志愿扶贫、青年消费扶贫
六大脱贫攻坚重点项目。

学业资助项目方面，2020年底
前，为我省2000名建档立卡贫困户学
生提供学业资助。义务教育阶段学生
的资助标准为一次性资助1000元/
人；高中阶段学生的资助标准为一次
性资助2000元/人；大学阶段学生的
资助标准为一次性资助5000元/人。

就业援助项目方面，积极联系省青
联、省青企协等社会组织发动委员（会
员）提供就业岗位，通过开展就业见习

实习、技能培训、专场招聘会等工作，重
点帮助建档立卡贫困家庭的2019届、
2020届1000名大中专毕业生（含高
校、高职、中职、技工学校）实现就业。

创业扶助项目方面，通过开展创
业培训、进行结对指导、开展赛事交
流，以及贷款担保、免息借款及小额
资助等方式，争取到2020年底，实现
每个贫困村（以2018年全省83个贫
困村名单的为准）都有农村青年创业
致富带头人；全省各级团组织累计扶
持2000名青年扎根农村贫困地区创
业，直接带动至少10000名建档立卡
贫困人口增收脱贫。

智志双扶项目方面，通过制作青
年喜闻乐见的新媒体宣传产品、举办
先进典型评选活动、开展线上线下分

享活动，帮助贫困地区青年树立脱贫
攻坚的志气，增添创业致富的干劲。

志愿扶贫项目方面，组织各市县
动员本地扶贫志愿服务队成员，采取
走村入户宣传和发放宣传资料相结
合的方式，围绕扶贫政策、诚信文化、
感恩教育等内容，开展扶贫政策志愿
宣教活动。各市县结合本地实际，因
地制宜开展关爱志愿扶贫、医疗义诊
志愿扶贫、群众文化志愿扶贫、环境
整治志愿扶贫等志愿帮扶活动。

青年消费扶贫项目方面，充分利
用团属媒体资源，宣传消费扶贫行动；
组织各级团组织、团干部不定期集体
采购贫困户农产品；发动青联委员、青
企协会员与贫困户对接，采购贫困户
农产品；发动有条件的企业根据个性

化消费需求，与合作社或贫困户签订
认购协议，根据订单有计划进行购买；
动员全体团干部、青联委员、青企协会
员等在海南爱心扶贫网平台注册，适
时购买贫困户农产品；动员拥有电子
商务平台的青联委员、青企协会员开
设贫困地区农产品销售专区；动员优
秀青年筹划设计手机APP电商平台，
销售贫困地区农产品。

会上，爱心企业海南赛仑吉地大酒
店有限公司和陵水黎族自治县广陵南
繁酒店有限公司分别与共青团省委签
订了参与青年消费扶贫行动意向书。

会议要求各有关部门和单位要
进一步深刻认识投身脱贫攻坚重点
项目的重要意义，发挥自身优势，助
力我省打赢脱贫攻坚战；让以贫困青

年为重点的服务对象得到实实在在
的实惠，确保工作落地见效；依托六
大脱贫攻坚重点项目，更好地提升海
南共青团各条战线的工作水平。

据了解，自脱贫攻坚工作开展以
来，我省各级团组织主动参与脱贫攻
坚工作。实施“领头雁”培养计划，实
现市县级农村青年致富带头人协会
全覆盖；实施“希望工程·圆梦行动”，
资助建档立卡贫困大学生2000余
人；开展各类志愿扶贫活动3000余
场，为贫困群众送去温暖和关爱；实
施“引路行动”，发动各级团干部深入
基层一线开展扶贫工作；整合社会资
源，发动128名青联委员捐赠助学资
金；发动青联委员为我省高校74名
贫困大学生提供就业岗位80余个。

危房改造融入旅游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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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保城11月7日电（记者孙
慧）“快快！大家都进屋来吃饭！”11
月7日13时许，在保亭黎族苗族自
治县什玲镇水尾村孟果二村村民
小组，村民郑照荣站在自家新房
前，招呼着客人们进屋。今天是一
家人搬入新房的好日子，按照农村
习俗，他杀了鸡鸭摆宴席请亲朋好
友吃饭。

水尾村是保亭的贫困村，全村耕
地少、没有特色产业支撑。2014年

省政府办公厅开始结对帮扶水尾村，
多次邀请专家进村调研，给水尾村寻
找脱贫的“药方”。

经多次调研论证，水尾村环山傍
水的生态优势逐渐引起重视，省政府
办公厅提出着力构建“全域旅游+美
丽乡村+脱贫攻坚”三位一体的扶贫
机制，全面推进水尾村脱贫攻坚取得
实效。2017年，水尾村启动美丽乡
村建设项目，打造一个经营型田园综
合体旅游新村。

“没改造前，我们这个村房屋多
是瓦房，房屋建得很密集，小车开进
来都难。”孟果二村村民小组的贫困
户郑进雄说，启动美丽乡村建设后，
村集体腾出一部分宅基地修建民宿，
企业协助该村平整土地、修建新楼
房，村庄环境改造得越来越美。

村庄改造项目一开始进行得并
不是很顺利，一些村民不愿意搬离自
家的房子。 为起到带头作用，孟果
二村村民小组组长郑仁冲一家率先

搬出了入住仅半年的新房。“我家当
时刚盖好新房没多久，建房、装修差
不多花了10万元，拆了说不心疼是
假的，不过为了大家，我这个村干部
得带好头。”他说。

村干部起了示范带头作用，孟果
二村村民小组共有59户农户进行搬
迁，修建了28栋新房。村庄改造项
目还让贫困户优先入住，施工方加班
加点建起了5户贫困户的新房。目
前，这5户贫困户已全部搬入新房。

构建“全域旅游+美丽乡村+脱贫攻坚”三位一体扶贫机制

保亭水尾村脱贫找到好“药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