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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名称
鲜猪肉
鲜猪肉
鲜羊肉
鲜牛肉
鸡肉
鸡蛋
带鱼
青椒
尖椒
芹菜
油菜
圆白菜
豆角
韭菜
西红柿
胡萝卜
土豆
大白菜
蒜苔
冬瓜
苦瓜
空心菜
地瓜叶

规格、等级
白猪肋条肉
白猪精瘦肉
新鲜带骨
新鲜去骨

白条鸡、开膛、上等
新鲜完整 鸡场蛋
冻 250克左右

新鲜一级
新鲜一级
新鲜一级
新鲜一级
新鲜一级
新鲜一级
新鲜一级
新鲜一级
新鲜一级
新鲜一级
新鲜一级
新鲜一级
新鲜一级
新鲜一级
新鲜一级
新鲜一级

平均价格
12.04
17.55
45.04
45.61
17.30
7.15
22.64
4.01
3.87
4.17
3.20
2.05
4.12
3.93
4.40
3.02
2.86
2.14
5.69
2.12
4.32
2.98
2.81

日环比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75%
0.00%
-0.77%
2.46%
-1.54%
0.00%
0.00%
0.00%
1.15%
0.00%
0.00%
0.00%
0.00%
3.41%
5.11%
3.11%
0.00%

脱贫致富电视夜校
陆续推出4期特别节目

本报海口12月10日讯（记者
陈蔚林 实习生叶润田）在备战
2018年度扶贫开发工作成效升级
交叉考核之际，海南省脱贫致富电
视夜校将共推出4期脱贫攻坚教育
类特别节目。12月10日播出的第
113期脱贫致富电视夜校是第一期
特别节目。

海南日报记者从节目中了解
到，播出这4期特别节目，是旨在进
一步强化各级扶贫干部责任担当，
提高脱贫攻坚履职尽责能力，同时
真正激发贫困群众内生动力，以更
大的决心、更明确的思路、超常规力
度，创造性地把各项脱贫攻坚工作
落实好。

本期节目中，来自海南各市
县（区）的分管扶贫工作的领导按
照抽签顺序依次登台，根据各自
抽取的问题现场做出阐述，展现
本市县（区）在贯彻落实党中央、
国务院以及省委、省政府关于脱
贫攻坚决策部署的相关做法和当
地脱贫攻坚工作的先进经验，为
决胜2018年脱贫攻坚举成效、列
创新、表决心。

观众还可以登录海南网络广
播电视台或下载“视听海南”手机客
户端收看本期节目。

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

王彬：屯昌县南坤镇石坡村脱
贫攻坚战斗中队中队长

12月7日 星期五
今天早上我到石坡村的陈垂

群家进行回访，该户是 2017 年脱
贫户，家庭人口为4人。对其开展

帮扶的过程中，在我和村干部积
极主动的帮带、引导下，他的思想
发生了很大的转变，开始积极主
动寻找发展机会。

他不仅在政府的帮扶下将之
前荒废的土地都种上了槟榔，而且

还购买了5头母猪，大力发展种植、
养殖产业。此外，在农忙之余，还
外出打零工增加家庭收入，一家人
的基本生活有了保障。

陈垂群的脱贫过程，是我们开
展精准扶贫工作的一个缩影。首

先要扭转贫困户的懒惰思想，提升
其主动寻找发展的积极性，其次要
实施有针对性的帮扶手段，杜绝大
水漫灌、千篇一律，只有如此，方能
确保扶贫工作取得实效。

（本报记者 李磊 整理）

本报八所12月10日电（记者傅
人意 通讯员戴诚）截至目前，全省完
成1256个村（组）集体经济组织改革
工作，共核实经营性资产总额7100万
元，账面资产总额7.4亿元，核实资产
总额13.88亿元。这是海南日报记者
从东方市12月7日举行的全省农村
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工作现场推进会上
获悉的。

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的主要内
容是，在全面开展农村集体资产清产
核资的基础上把集体资产折股量化、
确权到户，然后由村集体经济组织统

一经营管理,集体资产和市场主体合
作，农民分到股份可以分享集体经济
发展成果。

根据《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
公室关于确定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
试点单位的函》，我省海口市琼山区和
东方市被列入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
试点单位。截至目前，两区市已基本
完成改革工作。

海口市琼山区已完成清产核资
工作，全区已完成15个村（组）的经
营性资产股份合作制改革，成立了
15个股份经济合作社，占应开展经

营性资产股份合作制改革村（组）的
93.8%。

东方市186个村（居）委会已基本
完成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经核查
全市集体资产总额3.86亿元，资产性
资产集体土地总面积115.63万亩，共
确定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人数35.42万
人。全市已基本完成推选股东代表，
提名董（监）事会候选人召开股东代表
大会，完成相关预定事项，组建了股份
经济合作社。

在东方市大田镇深度贫困村乐
妹村，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取得初

步成效。村庄借助海南大学技术优
势，依托东方市迦南兰花农民专业合
作社提供种苗、服务和销售渠道，利
用贫困户劳动力发展兰花种植产业，
壮大集体经济。目前已建成20亩大
棚，可种植兰花40万株，今年可盈利
30万元，村集体提留一部分，其余全
部分配给村民，仅此一项人均可分红
400元。

根据《中共海南省委 海南省人
民政府关于稳步推进农村集体产权
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以下简称意
见)要求，我省其他市县根据各自情

况选择一定数量的行政村开展试
点，为全面推开积累经验，全省共确
定试点镇187个，试点村589个。其
中海口市、三亚市、儋州市、万宁市、
五指山市、白沙黎族自治县、昌江黎
族自治县、陵水黎族自治县、临高县、
澄迈县、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等市县
的改革工作有序进行。

意见还要求，全省要在2019年底
完成农村集体资产清产核资任务；
2020年底完成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
份确认工作；到2021年底完成经营性
资产股份合作制改革任务。

大力推进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

我省已核实农村集体资产逾13亿元

金融科技三亚论坛举办

专家学者探讨
金融开放新机遇

本报三亚12月10日电（记者徐慧玲）海南
日报记者12月10日从三亚学院获悉，近日该校
发起并联合海南省金融学会、丹麦盛宝银行共同
主办了首届“金融科技三亚论坛”。来自美国道富
银行以及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浙江大学、上
海财经大学等行业和高校的专家学者齐聚鹿城，
围绕“金融开放的新机遇：金融科技创新、发展与
挑战”主题进行研讨。

此次论坛包括主旨报告、主题演讲和高峰论
坛三大内容。与会专家围绕金融科技的定义、金
融科技与金融监管的关系、金融科技对传统职业
的影响、金融科技岗位知识结构、金融科技与人工
智能、金融科技与征信等话题展开广泛的交流与
探讨。

三亚学院校长陆丹表示，希望通过此次论坛
同与会专家探讨金融行业发展机遇，探索中外校
企合作培养金融科技人才新模式，为三亚学院金
融科技人才培养建言献策。

据介绍，2018年，三亚学院盛宝金融科技商
学院成立，并已招生开学。

海南省重点城市空气质量日报
（12月9日12时-12月10日12时）

城市名称

海口市

三亚市

五指山市

空气质量级别

优

优

优

PM2.5浓度
（微克/立方米）

15

7

12

PM10浓度
（微克/立方米）

28

12

17

发布单位:海南省环境监测中心站

蔡杨天：文昌市龙楼镇龙新村
脱贫攻坚战斗中队中队长

12月7日 星期五
今天上午我到岭头村符史远家

中进行走访，发现该户家庭状况有
了很大的好转。该户主是2017年
纳入的建档立卡贫困户，当时该户

家庭人口有3人，其儿子患有精神
分裂症，其配偶患有腰伤，不能长时
间工作，是因病致贫的家庭。由此，
我中队针对性地实施了帮扶措施。

在翻阅扶贫手册时，我清晰地
看到他家今年整合新农合报销费
用7414元。符史远说，今年年中，

帮扶责任人帮他把患病的儿子带
到省安宁医院留医治疗，报销了大
部分费用；帮扶责任人自筹一笔资
金请人帮他修缮了年久失修的厨
房和厕所，还帮他夫妻俩都找了份
清洁工工作，他们十分满意。临走
时，他对帮扶责任人赞不绝口。

看到这些成效，我感到自豪的
同时又多了一分期待：如果每个帮
扶责任人都能像该户帮扶责任人
一样，了解到贫困户实际的需求，
因户施策，一件件落实，让贫困户
的生活一天比一天好转，扶贫路上
我们付出再多汗水都值得。

件件扶贫政策得到落实，扶贫路上付出再多汗水都值

采取针对性的帮扶措施，让贫困户主动寻找发展机会

脱
贫
攻
坚
日
志

乐东特色种植产业
带动群众脱贫致富

12月7日，乐东黎族自治县佛罗镇海南爱心扶贫网分装点，民贵哈密瓜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工人正在
包装瓜果。该合作社的440多名成员都是该镇建档立卡贫困户，采取“公司+合作社+贫困户”的模式开展哈密
瓜、花卉种植，今年已投入扶贫专项资金410多万元。目前，有贫困户200多人在种植基地务工，他们除了能
拿到分红外，还有每天200元的工资收入。 本报记者 王凯 摄

休假考察专家
献计海南发展

本报保城 12月 10 日电 （记者李艳玫 李
磊）12月4日至14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组织
部分专家在我省休假考察。12月10日下午，分
组学习交流座谈会在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召开，
参加休假考察的专家和省内专家、行业部门代表
共约100人参加交流。

座谈分为农业、环境、水利、化工组，教育、科
研组，卫生医疗组，交通、建筑、信息、能源组4个
小组。休假考察专家结合各自专业技术领域，为
海南自由贸易试验区和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建
设、人才队伍建设、有关行业建设、专业技术难题
等提出了意见建议。省内专家和行业部门代表积
极介绍情况，提出问题，请教行业、专业发展难题，
探讨相关领域合作。座谈会气氛轻松愉快，讨论
互动热烈。

这次休假考察专家层次高，有不少是院士、
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选、享受国务院政府特
殊津贴人才、全国优秀科技工作者；研究领域广
阔，包括教育、医疗卫生、交通、建筑、信息、农
业、林业、经济、文化等。

据了解，专家休假活动由人社部组织，从
2002 年起休假地点固定在海南，省有关部门
提供服务保障，是联系服务高层次人才的重
要品牌。

本报海口12月10日讯（记者郭
萃 特约记者刘伟）“带来的十几包小
米一会儿就卖光了，参加扶贫夜校集
市既能学到脱贫致富知识，还能销售
农产品，我对脱贫致富充满了信心。”
12月10日下午，海口市龙华区龙泉
镇首场脱贫致富电视夜校集市在龙
泉镇东占广场开市。该镇市井村贫
困群众梁定超一下午的销售收入680

元，他高兴地对海南日报记者说。
壮实的黑山羊、散养的鸡、新鲜

的土鸡蛋、自种的黑豆、自制的南瓜
粉等等，众多特色的农产品让人目不
暇接。“椰粉多少钱一斤”“给我来2
斤黑豆3斤小米”……活动现场人潮
涌动，选购氛围热烈，贫困户们积极
地推介自家农产品，市民也在忙着挑
选采购。

“这里卖的都是贫困户自家种
养、绿色无害的食品，不仅吃得放心，
而且能够帮助贫困户增加收入，一举
多得。”前来选购的市民陈欣玟对海
南日报记者说道。

一个下午，贫困户们带来的农产
品销售一空，大家脸上都是掩不住的
笑意。据统计，当天的夜校集市销售
额达到1.5万元。

“夜校集市不仅是给贫困户一
个展销平台，更是展现了脱贫致富
的成果。”龙泉镇党委书记王兴旺告
诉海南日报记者，下一步，龙泉镇将
继续开展夜校集市扶贫，联合龙泉
镇电商扶贫中心，将贫困户的农产
品通过线上预订，线下夜校提取的
方式进行推广，帮助困难群众增加
收入，助力脱贫致富。

海口龙泉镇首场脱贫致富电视夜校集市开市

土货走俏 农户开怀

海口农庄消费扶贫
爱心集市开市

本报海口12月10日讯（记者
傅人意 通讯员李慧）“开市才一会
儿，我就已经卖出去6只鸡了！”12
月9日上午，来自海口市龙华区龙
桥镇的贫困村民王昌黄指着自家散
养的鸡高兴地说道。尽管下着小
雨，但是在海口果果都市农庄举行
的消费扶贫爱心集市线下活动却是
一番热闹景象。

在消费扶贫爱心集市现场，贫
困户出售的产品有：鸡、鸭、蔬菜、蜂
蜜、芒果、地瓜、黑豆、木薯、芝麻油
等。活动不仅设有爱心扶贫集市，
还设有草地音乐节，农夫体验、农庄
探险等亲子互动环节，共吸引300
多个家庭、近千名海口市民参加。
当天，爱心扶贫集市交易金额加订
单金额达到3万多元。

果果都市农庄相关负责人透
露，未来将打造爱心扶贫商品集市
基地，将爱心扶贫集市活动常态化，
每个月、每个季度将举行不同规模
的扶贫活动，并定向和周边贫困户
签约助力脱贫攻坚。

此次活动由果果都市农庄联合
海南共享农庄联盟、海口音乐广播
电台共同举办。

专题 值班主任：丁静 主编：蔡佳倩 美编：王凤龙

1万多平方米展出面
积，500余款热销车型

本届车展展出面积1万多平方米，
参展车品牌涵盖了车市98%的热销品
牌及车型。林肯、奥迪、奔驰、斯巴鲁、
DS、英菲尼迪、东本、广本、日产、广丰、起
亚、现代、大众、福特、吉利、哈弗、长安、
广汽传祺、广汽新能源、野马新能源等

近60个品牌，500余款车型亮相车展。

年终冲量，90%车型
价格达到全年底价

为了冲刺全年任务，展商们纷
纷拿出年度最大力度的促销政策，
90％的参展车型承诺价格达到全
年底价！英菲尼迪最高优惠 6 万
元；广汽丰田凯美瑞首付落牌价 1

万元；东风日产支付1元即领千元
购车红包；东风标致 408 享 8折优
惠；荣威最高优惠10万元；宝沃全
系终身免费保修……（更多优惠以
车展现场为准）

入场就能拿好礼，买车
更有100%大奖

本届车展的观众除了能够享受

汽车厂商给出的非常大的促销优惠
外，还能享受组委会送出的多重好
礼：入场礼、整点礼、订车礼、答卷礼、
挑战礼、推荐礼……线上线下各种奖
上加奖，入场就能拿好礼！此外，对
于现场购车的观众，组委会还特别准
备了购车大礼包，只要在现场订车就
能参与抽奖，保证100%拿大奖！

关注公众号“车圈”了解更多车
展信息。咨询电话：0898-68580633

年末收官 钜惠来袭
共好2018海口汽车博览会将于12月14日-16日举办

12月14日-16日，共
好2018海口汽车博览会
将在海航文化体育广场举
办，本届车展由海南共好
国际会展股份有限公司主
办，海南洋浦共好国际展
览有限公司承办。展会为
期3天，开展时间为每天
9：00-18：00，将为广大消
费者奉上一场多品牌、高
规格的年度汽车盛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