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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刘操

12 月的三沙阳光明媚，充满生
机。站在三沙市永兴岛的最高处向南
远眺，一个美丽的海岛村庄映入眼
帘。一栋栋白墙黄顶的两层小楼分布
于椰林间。整洁干净的道路两旁，绿
草如茵，鸡蛋花、月季花迎风绽放，将
公路装点成了花街。

三沙设市的 6 年多时间里，这
片热土和美丽海疆发生了巨大的
变化。曾经的永兴岛环境卫生“脏
乱差”，居住环境堪忧。近年来，当
地有关部门大力进行环境整治，推
动民生基础设施建设，开展绿化岛
礁行动，永兴岛变得整洁而美丽。
在今年我省第三批美丽乡村示范
村评比中，三沙市永兴社区由原来
的三星级美丽乡村晋升为五星级
美丽乡村。

治理环境 绿化岛礁
海岛面貌焕然一新

永兴岛是西沙群岛中最大的岛
屿。海南渔民世代在这座美丽的岛屿
周边海域耕海牧渔，并逐步形成一个
渔民聚居区。

已有29年“岛龄”的永兴社区党
支部书记、居委会主任冯明芳是永兴
社区发展变化的见证人。“我们这个
渔村，以前只有数十间矮小简陋的毛
毡简易房，村子里的土路尘土飞扬，
乱拉电线的情况很普遍。”在冯明芳
的记忆中，以前，永兴岛上的渔民们

环保意识、文明意识不强，有的渔民
乱吐槟榔水。

岛礁之美，首要是干净。三沙设
市后持续加强党组织建设，面对岛礁
环境“脏乱差”的状况，永兴社区的党
员干部带领渔民开展了多次环境大
整治。“岛上的环境一天一个样，过去
随处可见的散养家禽，后来统一圈
养；规划了专门的晾晒区，供渔民晾
晒渔获；渔民不再随地乱扔垃圾、乱
吐槟榔水……”三沙市永兴工委副主
任科员尹峥嵘说。

此外，永兴社区将每个星期五
设为永兴岛的“爱岛日”。在这一
天，在社区党支部党员的带领下，社
区的渔民们自觉出门打扫公共区域
的卫生。

渔民郑有飞的家在北京一横路
路边，每个周五，他都会和爱人拿起
扫帚清扫门前的路面。“家附近的路
面我要让它保持清洁，这样大家看
着都舒服！”清扫完，郑有飞还会将
垃圾分别装进不同颜色的垃圾袋
内，方便进行分类回收。

环境整治让永兴社区旧貌换新
颜。曾经环境卫生状况很差的宣
德路，如今路面整洁，随处可见绿
色植被，不时还有白鹭飞来驻足休
憩。“我们这里的鲜花、树木一年比
一年多，社区变靓了。”永兴社区
党支部委员卢勒告诉海南日报记
者，近年来，宣德路两旁种了数百
棵金钱榕和小叶榄仁，整条路进行
了园林改造，让渔民们有了舒适的
生活环境。

完善设施 丰富文化
渔民乐享美好新生活
永兴岛渔民定居点一期工程

2014年2月动工。目前，永兴岛的渔
民已全部搬进了新房。告别简易房、
小木屋，住进白墙黄顶的新楼房，渔民
们开启了新生活。

卢勒带着海南日报记者在渔民定
居点采访时指着一栋栋两层楼房高兴
地说：“我们这家家户户住进了舒适的
新房，居民区配建了阅览室、文体活动

室，还有公共厕所和污水处理厂。”海
南日报记者走进几户渔民家看到，楼
房内铺着地砖，几乎每间卧室都安装
了灯饰，洗手间内有现代化的卫浴设
施。

不仅居住条件改善了。每天晚上
8点多，海风吹拂着树木，永兴岛迎来
一天中最悠闲的时刻。伴着动感十足
的音乐，渔民大姐们在居委会办公楼
前跳起广场舞。一些老人带着小朋友
在电影院内观看经典影片。

在永兴工委的引导和帮助下，许

多岛礁上的渔民还成功转产“洗脚上
岸”。“社区很多渔民不再以打渔为主
业，有的当上了绿化养护员，有的当上
了清洁员，在保护岛礁环境的同时又
有了一份稳定的收入。”卢勒告诉海南
日报记者。

社区建设得越来越好，永兴社区
党支部也被三沙市委评为先进基层党
组织。“我们要把党支部的组织力转化
为建设美丽社区、建设美丽岛礁、服务
渔民群众的新动力。”冯明芳表示。

（本报永兴岛12月6日电）

本报临城12月6日电（记者刘
梦晓 通讯员许送转）海南日报记者
12月6日从临高县商务局获悉，自海
南爱心扶贫网10月16日上线以来，
临高县农村电子商务中心等部门开
展线上线下消费扶贫活动。截至11
月底，扶贫产品总销售额超178万
元。其中，线上扶贫产品销售额超
140 万元，线下扶贫产品销售额
38.05万元。

目前，临高已建成46个贫困村
电子商务服务站、21个镇级天猫优
品服务站，设立菜鸟物流、阿里巴
巴农村淘宝服务中心等 10个服务
区，充分运用海南爱心扶贫网和

“临高消费扶贫官方馆”，搭建“互
联网+消费扶贫”公益平台，动员广
大帮扶责任人和驻村工作队队员
消费贫困户、贫困村农民专业合作
社种植养殖的农产品，开拓农村电

商消费市场，扩宽农产品销售渠
道。

据统计，截至11月底，临高全县
党员干部线上购买扶贫产品消费39
万元，带动各行业群众购买扶贫产品
消费56万元，临高扶贫产品在海南
爱心扶贫网上销售45万元；该县先
后组织消费扶贫集市62次，线下扶
贫产品销售额38.05万元。受益贫困
户共971户。

下一步，临高将以开展“爱心扶
贫大集市”系列活动为契机，在县城
商贸区及各镇墟广泛开展线下消费
扶贫活动；加强爱心扶贫专营专柜网
点建设，在各镇农贸市场设立扶贫产
品销售摊位，在超市设立扶贫产品销
售专区，直销贫困户种植养殖的优质
农产品；动员社会各界积极参与爱心
扶贫，形成强大合力，坚决打赢脱贫
攻坚战。

■ 本报记者 曾毓慧 特约记者 吴峰

“我们养的豪猪肉质好，售价为
162元每公斤，在市场上很抢手！”12
月6日上午，白沙黎族自治县打安镇
打安村豪猪养殖基地，基地负责人杨
贺顺在猪舍里喂豪猪。猪栏里，一头
头壮实的豪猪一边啃食玉米、地瓜
叶，一边发出“呼哧呼哧”的声音。

豪猪身上长满尖刺，俗称“箭
猪”。只要人一靠近，它们就会紧张，
身上的尖刺就会立即竖起来。“它们
平时主要吃玉米、地瓜叶，还有象草，
养殖成本低，经济效益比较高。”杨贺
顺介绍，在白沙扶贫部门的帮扶下，
2017年6月，他与杨昌龙等7人注册
成立白沙业殊豪猪养殖专业合作社，
采取“合作社+贫困户”的模式带领贫

困户发展豪猪养殖产业，投入扶贫资
金21万余元，购买了273头豪猪苗。
截至目前，该合作社已经与打安镇打
安、可程、合水3个村的32户贫困户
签订协议，基地豪猪存栏量增加至近
500头。

杨贺顺介绍，成年豪猪每头约重
14公斤，豪猪肉售价比普通猪肉高很
多。豪猪肉富含多种营养成分，瘦肉

率高、脂肪含量低，风味独特。此外，
豪猪还具有药用价值，“全身都是
宝”。

“这个项目发展前景好，我们将
引导更多贫困村民养殖豪猪。”打安
镇政府相关负责人介绍，政府将继续
支持白沙业殊豪猪养殖专业合作社
发展豪猪养殖产业，加快贫困户的脱
贫步伐。 （本报牙叉12月6日电）

白沙32户贫困户“抱团”养豪猪

三沙市永兴社区晋升五星级美丽乡村

草绿花红街道洁 美丽家园如画境

布设农村电商服务网点，线上线下联动爱心扶贫，一个多月——

临高扶贫产品销售逾178万元
临高县电商服务中心
21个镇级天猫优品服务站
46个贫困村电子商务服务站

菜鸟物流、阿里巴巴农村淘宝
服务中心等 10个服务区

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

勇当先锋 做好表率·先进典型

三亚天然橡胶价格保险
出具首张保单

本报三亚12月6日电（记者易宗平 通讯员
朱建）12月6日，中国人保财险海南省分公司下
辖三亚市分公司出具三亚首张天然橡胶价格（收
入）保险保单，为村民黄某提供保险保障约1300
元。此举激发了胶农割胶的积极性，保障了胶农
的生产收益。

据了解，黄某种了11.7亩橡胶，并向中国人
保财险海南省分公司下辖三亚市分公司投保，约
定保险期限两个月（2018 年 12 月至 2019 年 1
月）。根据我省天然橡胶保险补贴办法，政府给予
80%的保费补贴，黄某只需缴纳30.33元。当天
然橡胶价格低于1.5万元／吨时，黄某就可以获
得相应的保险赔偿。

中国人保财险海南省分公司有关负责人表
示，该公司多举措确保橡胶种植户稳定增收：配合
省物价局，推动建立天然橡胶价格信息监测发布
机制，提高价格信息公信力；主动服务，发挥保险
机构共保体的牵头作用，切实提高对胶农的保险
服务质量，打造立体式服务体系；进一步建立并完
善天然橡胶理赔机制，明确理赔业务流程和标准，
方便广大胶农就近参保和快捷理赔。

投入400多万元升级改造

定安塔岭农贸市场“变脸”
本报定城12月6日电（记者邓钰 特约记者

司玉 通讯员陈春羽）“以前，市场又脏又乱，每次
来买菜都要沾一脚泥，现在不一样了。”12月 6
日，来定安县定城镇塔岭农贸市场买菜的居民黄
博满意地说。据了解，塔岭农贸市场经过升级改
造，于12月5日重新开业。

据悉，塔岭农贸市场面积约3500平方米，于
2012年启用，是当地居民日常买菜的主要场所。
然而，近年来市场逐渐老旧，存在硬件设施建设滞
后、内部管理不规范等问题。为此，定安县商务
局、海南北源实业有限公司于今年9月投入400
多万元，对塔岭农贸市场进行升级改造。

经过近3个月的改造，塔岭农贸市场于12月5
日重新开业。市场管理人员王鹏昀介绍，改造后的
塔岭农贸市场布局合理，照明、排污、消防等设施一
应俱全。市场内划分了鲜肉、蔬菜、水产、杂货、豆
面粉、熟食、水果等区域，共有239个摊位。市场内
还设有农产品检测室、监控室、值班室。

据了解，农贸市场升级改造是一项重要的民
生工程，定安县政府计划从2018年至2020年，投
入2369万元改造资金，对该县13家老旧的农贸
市场进行升级改造。目前，定安已完成对定城镇
塔岭农贸市场、富文镇富文集贸市场和坡寨集贸
市场的升级改造。

■ 本报记者 梁君穷
通讯员 林东 陈建平

摆放海产品、检查设备、查看鱼苗
生长情况……12月6日上午，乐东黎
族自治县利国镇望楼港社区党支部书
记、居委会主任符天友忙个不停。今
年4月以来，他多了一个身份——海
南望楼港产品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望楼港产品实业公司”）总经理。

乐东县利国镇发展村级集体经济
现场观摩会暨望楼港烘干厂（育苗场）
投产仪式于当天上午在望楼港社区居
委会办公楼前举行。可储存3万斤水
产品的冷冻储存室、16口育苗养殖高
位池以及各类包装精致的海产品将一

个初具规模的村办企业展现在参观者
面前。

乐东全县各个职能部门和乡镇负
责人来到现场观摩，一个村（社区）办的
企业如何能吸引全县的目光？“这是乐
东第一个村办实体企业，是乐东以党建
引领村级集体经济发展的新成果。”乐
东县委组织部相关负责人解释说。

望楼港社区曾是一个集体经济
“空壳村”，集体经济收入匮乏。“环境
卫生整治、道路硬化、社区排水排污等
工作无钱推动，逢年过节居民质问‘别
的村都发慰问品，我们社区怎么什么
都没有’。”符天友回忆说，每逢过年他
都不太想出门，因为不好意思面对社
区居民。

“望楼港社区是个渔村，没有村集
体土地，要破解‘空壳村’发展面临的
难题，必须用市场思维运作集体经济
项目，补齐集体经济薄弱的短板。”利
国镇副镇长张洁介绍。

在社区党支部的带领下下，望楼
港社区开始挖掘自身潜力，谋划做
好“靠海”的文章，并将发展集体经
济的方案上报乐东有关部门。今年
4月，望楼港产品实业公司成立，注
册资金62万元，其中望楼港社区居
委会为控股大股东，出资50万元，其
余6个出资人各出资2万元。望楼
港海水育苗实业有限公司为望楼港
社区居委会全资控股企业，投资50
万元。

推进项目落地，党员勇当先锋。
“不仅在筹划阶段党员积极出谋划策，
在望楼港产品实业公司的6个出资人
中就有5人是党员。”符天友认为，正
是因为党员发挥了模范带头作用，项
目才能这么快实现投产。

望楼港产品实业公司主营海产品
加工、运输、储藏、销售等业务。目前
海产品烘干项目已投入使用，预计每
年可烘干海产品30万斤，实现年营业
额150万元、年利润50万元。

今年以来，乐东以党建工作为抓
手着力解决农村集体经济薄弱的问
题。在3月15日的全县组织工作会
议上，包括县委书记在内的县镇两级
党委书记都签订了党建工作责任书。

与此同时，该县采取“县领导包点督
导、驻村组长包村跟踪、联系点单位倾
斜资源、村党组织具体抓落实”的模式
推动村集体经济发展；着力解决土地

“三过”问题（出租面积过大、租金过
低、租期过长）；安排500万专项资金
扶持优质村集体经济项目。

“去年全县188个村（社区）集体
经济总收入713万元，经初步估算预
计今年村（社区）集体经济总收入将接
近1000万元，增长率约40%。”乐东
县委相关负责人表示，利国镇望楼港
社区创办实体企业，让“资源变资产、
资金变股金、资本变财富”，将为该县
村集体经济发展起到示范作用。

（本报抱由12月6日电）

利国镇望楼港社区海产品加工厂和育苗场投产

乐东以党建引领“空壳村”变实业村

我省将设立
22个青少年游泳点

本报海口12月6日讯（记者王黎刚）海南省
青少年游泳健身点专家评审会12月6日在海口
举行。海南日报记者从会上获悉，6名评审专家
将从省内24个候选游泳健身点中评选出22个作
为我省首批青少年游泳健身点。

24个候选游泳健身点分别由海口市下辖4
个区各推选1个、三亚市下辖4个区各推选1个，
文昌、琼海等其他16个市县各推选1个。在12月
6日的评审会上，评审专家先期评审了海南奥林
匹克健身俱乐部游泳馆、许艳梅游泳俱乐部港湾
游泳馆、屯昌中央绿园游泳池、万宁万利隆花园小
区游泳池、定安天籁谷小区游泳池、海口城市海岸
游泳馆等7个游泳健身点。

此次评审要求较为严格，共设组织保障、场地
设施、制度建设、人员配备4大项22小项评分标
准。游泳健身点必须有高危体育项目许可证、公
共场所卫生许可证才能参评。

据悉，省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厅将通过购买
服务的方式，支持这22个海南青少年游泳健身
点面向我省66666名青少年免费开放。免费游
泳健身券将按照我省各市县的人口数量进行配
比发放。省文化市场行政执法总队将指导各市
县文化市场行政执法支队对各游泳健身点进行
定期巡查。

临高全县党员干部线上购买扶贫产品消费39万元
带动各行业群众购买扶贫产品消费56万元

临高扶贫产品在海南爱心扶贫网上销售45万元
线下扶贫产品销售38.05万元

农村电商
服务网点

消费扶贫
成绩单

制图/张昕

海口含特殊药品复方制剂零售方式调整

扫码验身份 购药更方便
本报海口12月6日讯（记者张期望）12月6

日，海南日报记者从海口食药监局获悉，从12月
5日起，海口市所有零售药店在销售含特殊药品
复方制剂时不再需要查验和登记顾客的身份信
息，只需顾客用手机扫一下药店的二维码即可满
足登记和限量销售的监管要求。

据了解，海口食药监局创新含特殊药品复方制剂
销售监管模式，用微信扫码代替人工登记身份证件信
息的形式，让购买者在首次购买含特殊药品复方制剂
时微信扫码并绑定个人身份证信息，药店计算机系统
对购买者完成实名登记，并单次销售不超过2个最小
包装的含特殊药品复方制剂；再次购买含特殊药品复
方制剂时，购买者仅需扫码，药店销售系统上便会显
示其身份证信息，可以在限量范围内完成购买。

据了解，含特殊药品复方制剂被滥用，或流入
非法渠道被用于提取毒品，危害极大。因此，此前
海口食药监部门要求零售药店在销售含特殊药品
复方制剂时必须人工查验、登记顾客身份信息。
这些监管措施，虽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风险，但仍
难以规避恶意套购等风险；另一方面，因限制太
多，一些零售药店放弃销售此类药品，给群众购药
带来不便。

文昌严查扶贫领域
腐败和作风问题
今年前10月处理干部252人

本报文城12月6日电（记者李
佳飞 特约记者黄良策 通讯员黄云
平）海南日报记者12月6日从文昌市
纪委监委获悉，今年以来，文昌扎实
推进扶贫领域腐败和作风问题专项
治理。截至10月底，共查处扶贫领
域腐败和作风问题案件25起、处理
252人。

文昌市纪委党风政风监督室主任
贺强介绍，今年以来，该市纪检监察机
关全面梳理扶贫领域问题线索，建立
动态的台账，实行销号管理，确保件件
都有着落；拓宽信访渠道，成立工作专
班，通过抽查招投标文件、资金拨付材
料、项目实施方案等方式，深挖扶贫领
域腐败和作风问题线索。

据了解，今年年初，文昌市纪委监
委成立5个专项巡查组、7个专项督查
组，全面开展扶贫领域作风问题专项
治理工作。截至10月底，共开展扶贫
领域明查暗访4批次，调研4批次，培
训警示3期次，通报巡查、督查情况
10次，被通报人员232人次，查处扶
贫领域腐败和作风问题案件25起处
理252人，其中问责23件228人，诫
勉谈话 18 人次，立案审查 19 件 24
人，给予纪律处分7件9人。

文昌市纪委监委相关负责人表
示，下一步将持续加大问责力度，紧盯
扶贫工作中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
题，严査虚报冒领、截留私分、挥霍浪
费、强占掠夺、优亲厚友、贪污挪用等
问题。

11月30日，三沙市永兴社区新建成的渔民定居点，一栋栋新楼房整齐排列。本报记者 宋国强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