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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强贫困户内生动力 谋划发展产业脱贫 建立长效帮扶制度

“万宁方案”破解脱贫难题
■ 本报记者 袁宇 特约记者 卓琳植

万宁市将发展扶贫产业作为取得
脱贫攻坚成效的重要保障，千方百计发
展扶贫产业。

“我去年种了8亩牧草，一亩一年
最少收割10吨，每吨以300元的价格
卖给公司。”北大镇军田村村民陈高文
说，自从2016年下半年村里发展黑山
羊养殖后，他开始改种牧草，“1亩牧草
1年能赚3000元，我还在黑山羊养殖基
地里打工，每个月都有2800元工资收
入。”

为了确保贫困群众增收有保障，万

宁市通过建立利益联结机制，解决了产
业帮扶组织化程度不高的难题。

“今年选定了49家新型农业经营
主体，捆绑帮扶贫困户1527户共6418
人。”万宁市市长周高明透露，如果加上
2017年捆绑帮扶贫困户的合作社，一
共有95家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参与捆绑
帮扶贫困户，经营领域涵盖槟榔青果加
工、莲雾种植、瓜菜种植、养殖山鸡、猪、
羊、生物质颗粒生产等，“95家新型农业
经营主体已全部进行分红，贫困群众人
均收入1400元。农业经营主体还吸纳

有劳动力的贫困户进行就业，以‘分红+
就业’模式促进贫困群众增收。”

结合产业特色，万宁市打造了后安
海鸭、和乐蟹产业园等一批产业扶贫示
范基地，引进龙头企业在南桥镇发展种
桑养蚕产业。

“政府还量身定制了扶贫产业保
险，打消我们的后顾之忧。”万宁市山根
镇尚圆种养合作社理事长蔡先兴说，今
年以来，他的合作社连续2次遭受意
外，“仅仅7天，合作社就得到了保险公
司赔付的6.97万元资金，恢复了生产。”

目前，万宁市已开发出针对贫困地
区的东山羊、和乐蟹、特色家禽等特色种
养业扶贫保险品种达17个，由市财政给
予90%的保费补贴，共提供3588.37万
元农业风险保障金额，所有联结贫困户
的新型经营主体所生产经营的扶贫农产
品，都被纳入产业保险覆盖。

万宁市还扎实开展消费扶贫行
动，通过搭建“互联网+消费扶贫”公益
平台，实现15个贫困村电商服务站全
覆盖，建立市级特色农产品网络电商
平台。

“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脱贫攻
坚既要摘‘穷帽’，更要拔‘穷根’，拔‘穷
根’必先扶志，要扶思想、扶观念、扶信
心。”万宁市委书记张美文介绍，万宁一
直坚持扶贫与“扶志、扶智、扶勤、扶德”
并举，通过建立“观看电视夜校+现场讨
论交流”“夜校线上学习+线下点单培
训”等模式，引导贫困户树立勤劳致富
观念，摒弃“等靠要”思想。

12月 1日，看着自家新建的小平
房，万宁市北大镇尖岭村村民黄东弟心
里高兴极了，“能住上新房，是我们一家
人最大的梦想，今年终于实现了。”

黄东弟说，能够实现梦想，离不
开党和政府的帮助以及自己的努力，

“我家新房至少节省了3万元建筑成
本，政府帮扶了一些建材，最重要的
是没有花人工费用，自己和村民当建

筑工人。”
为了鼓励贫困村民靠勤劳致富，

万宁积极开展“文艺轻骑兵送文艺下
乡”等活动，先后树立起最美勤劳贫
困户陈成辉、万宁第一羊倌翁贤明、
海南省青年致富带头人卓齐辉等一
批先进典型，用身边人、身边事教育
贫困群众。

万宁市扶贫办相关负责人介绍，万

宁市还在村里举办“春风行动”“扶贫
日”等专场招聘会，帮助贫困群众就近
就业。

值得一提的是，万宁市还大力推广
村规民约，培育乡风文明，通过成立红
白理事会、教育基金促进会引导村民安
心发展生产；创新法治扶贫，在18个偏
远村建立了法治扶贫夜校与调解室，依
法调解一批扶贫领域问题。

脱贫攻坚不是一阵风。为了让贫困
群众切切实实拔“穷根”，万宁市先后出台
了《万宁市打赢脱贫攻坚战三年行动计
划》《万宁市2018年脱贫攻坚实施方案》以
及农业、就业、危房改造、教育、医疗等多
个专项年度方案，通过完善制度建设，努
力确保脱贫攻坚取得长效。

“万宁坚持以上率下，强化党政一把
手负总责，强化‘四级书记’抓扶贫。”万宁
市扶贫办相关负责人介绍，市委书记、市
长遍访全市各贫困村，镇委书记、镇长遍
访全镇贫困户，构筑了市、镇、村、党员干
部“四级联动”共抓扶贫的大格局。万宁
市还建立了“一级指挥部三级战斗队”军
事化管理的脱贫作战体系，形成分工明
确、责任清晰、力量有效整合、压力传导到
位的工作格局。

万宁市在全市推行“三联三问三解”
“周六扶贫工作日”“三同四定”等工作机
制，实行市领导包镇统筹，“镇班子成员+
市直单位领导”包村跟踪，党员干部包户
帮扶的工作机制，实现了贫困户结对帮扶
全覆盖，确保了贫困群众不脱贫，帮扶干
部不脱钩。

“万宁高度重视落实‘两不愁、三保
障’。”万宁市副市长陈月花说，万宁市针
对性出台方案，保障住房安全、保障义务
教育、保障基本医疗，建立了基本医疗补
偿、大病保险、商业补充医疗保险、民政大
病救助和政府医疗保障兜底“五重医疗保
障线”，“是全省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为居
家治疗的慢性病患者每年发放1200元补
助的市县。目前已向3803人次发放居家
治疗补助。”

据悉，万宁市还将借助美丽乡村建
设，不断完善乡村旅游基础设施，打造乡
村旅游景区，引导旅游企业帮扶贫困户就
近就业脱贫，并通过加强脱贫攻坚与乡村
振兴的结合，推动脱贫地区经济社会发展
和群众生活改善，让贫困村民在乡村振兴
中享受到发展红利。

（本报万城12月13日电）

扶贫先扶“志”与“勤”

发展产业拔穷根

制度建设保长效

创新社会治安综合治理 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保障

“平安万宁”创建安心家园
■ 本报记者 袁宇 特约记者 卓琳植

“这几年万宁的治安明显好转，已
经很久没有听说过‘两抢’案件了。”12
月8日，家住万城的吴丽说，这些年万
宁路面见警率大幅提升，“主干道路口
有治安岗亭，平时路面上都有巡警，感
到很有安全感。”

数据显示，近3年来，万宁市刑事、
治安案件发案率逐年显著下降，2017
年，万宁市人民群众安全感和满意度达
91.25%。

据介绍，万宁市公安局积极探索创

新“路长制”工作机制，实行“执勤岗亭+
路管员”勤务模式，在重点位置建设13
个执勤岗亭，配备警用汽车、摩托车和
路管员，全天24小时值班，实现警力向
一线下沉、警务向一线前移，解决了巡
逻警力警种未联动、接处警慢、管事率
不高等问题，促进道路交通、治安秩序
明显好转，显著提升人民群众安全感、
获得感、满意度。

“新勤务模式实施以来，仅交通事故
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数就减少78.31万

元，与去年同比下降12.47%。”万宁市公
安局交警大队大队长杨岛介绍，截至今年
11月底，万宁市公安交警部门共受理交
通事故案件2216起，其中受理交通事故
数减少280起，与去年同比下降11.21%；
死亡人数减少8人，同比下降13.11%。

为提升市民安全感，市公安局还以
执勤岗亭为备勤点，建立了“路长制”快
速反应联动打击工作机制，接到指挥中
心指令或群众报警，各执勤岗亭路管员
就近出警，街面上巡逻的警力联勤联

动，快速处置，抓捕现行违法犯罪嫌疑
人。“今年7月11日，执勤岗亭路管员和
巡警防暴警、交警接到报警后，快速反
应，3分钟内抓获1名交通肇事逃逸犯
罪嫌疑人。”万宁市公安局巡警防爆警
大队大队长黄章和说。

值得一提的是，万宁市公安局还探索
在“路长制”执勤岗亭设置便民服务点，通
过在火车站执勤岗亭设置办理往来港澳
通行证签注自助一体机，供群众自助办理
签注，为群众提供了优质的服务。

“毒品真是个魔鬼，希望大家远离
毒品。”回想以前沾染毒品的日子，万宁
市长丰镇东和居居民李学平依然心有
余悸。李学平成功戒断毒瘾回归社会，
离不开万宁市持续重点抓好禁毒工作。

据介绍，万宁市高度重视禁毒三年
大会战，形成了市委张美文书记亲自抓，
市长周高明，市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杨
应龙，市委常委、公安局长麦宏章等市领
导具体抓，将责任层层落实的工作机制。

“万宁市公安局将打击毒品违法犯

罪工作做为落实禁毒三年大会战各个专
项行动的头等工程来抓。”麦宏章说，在
禁毒工作中，万宁市公安局通过建立激
励机制鼓足干劲，局党委领导以身作则，
放弃节假日休息日坚守岗位，全警动员
上下一心，有力推动禁毒工作取得成效。

据悉，万宁市以“打团伙、毁网络、
断通道、堵毒源”为重要抓手，将侦破

“部督”“省督”案件做为堵源截流主要
手段，坚持对零包贩毒犯罪行为露头就
打，多措并举，有力扭转了三年禁毒大

会战前万宁毒情泛滥的不良局面。
2018年底，万宁市新滋生吸毒人员

175人，与2017年同比下降56.46%。此
外，万宁市现有吸毒人员进一步减少，2018
年底现有吸毒人员比去年减少296人。

此外，万宁市禁毒工作坚持关口前移、
预防为先，集中巡查娱乐场所，开展禁毒
宣传，不断完善海、陆、邮立体防控体系。

万宁市始终以“控增量、去存量”为目
的，狠抓吸毒人员收戒和动态管控工作，
对吸毒人员发现一个、依法处理一个，禁

毒三年大会战以来共查获吸毒人员2009
人。同时通过建立健全社区戒毒、社区康
复机构和工作阵地，做好做实吸毒人员
帮扶就业等工作，想方设法增强吸毒人
员的戒毒成功率，降低他们的复吸率。

张美文表示，禁绝毒品，功在当代，
利在千秋，禁毒专项整治工作责任重
大，万宁将举全市之力，全面打赢这场
禁毒专项整治攻坚战，为打造“平安万
宁”、“建设滨海花园城市，打造清新度
假胜地”作出新的贡献。

“万宁市公安局高度重视队伍建设，
并长期将队伍建设作为一项重要工作来
抓。”麦宏章说，市公安局紧紧围绕新时
代党的建设总要求，牢牢把握正规化、专
业化、职业化发展方向，坚持政治建警、
改革强警、科技兴警、从严治警、从优待
警，铸牢忠诚警魂，坚定理想信念，不断
深化公安队伍管理改革，打造对党忠诚、
服务人民、执法公正、纪律严明的过硬公
安队伍。

据介绍，万宁市公安局通过持续加强
公安党建工作，有效提升了队伍的凝聚力
和战斗力。每年组织开展队伍纪律作风
教育整顿活动，组织开展队伍纪律作风建
设年活动，建立健全督察问责、会纪会风
等一系列管理制度，狠抓从严治警，促进
队伍纪律作风不断好转。

麦宏章表示，万宁市公安局还高度
重视队伍素质能力建设。2017年 6月，
万宁市公安局成立了全省公安机关首个
县级民警教育培训基地，举办现场勘查
刑事技术、吸毒人员动态管控系统操作、
警务技能、反恐处突等各种专题培训共
18期，有力提升了队伍理论水平、实战
技能。

万宁市公安局还大力开展警营读书
日活动，学习重要理论文章，学习重要会
议精神，学习中央、省、市领导重要讲话精
神等，加强队伍思想政治建设，确保广大
民警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与党中央保持
高度一致。

（本报万城12月13日电）

禁毒工作显成效

社会治安大提升

改革开放需要稳定的社
会环境。改革开放40年来，
万宁市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
理，大力开展禁毒工作，保障
经济社会发展的稳定环境。

万宁市开展禁毒三年大
会战以来，因吸毒引发的“两抢
一盗”案件与去年同期相比减
少61件，同比下降12.73%。
万宁市委常委、公安局长麦宏
章表示，目前万宁社会治安环
境明显好转，社会稳定，刑事
案件立案同比环比明显下降。

队伍建设锻铁军

改革开放的40年，也是

万宁农民增收的 40 年。

1987年，万宁农村常住居民

人均可支配收入仅有442

元，到2017年底，万宁农村

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

到13692元。今年底，万宁

市“十三五”建档立卡贫困人

口 7338 户 30073 人实现

脱贫，15个“十三五”整村

推进贫困村脱贫出列，万宁

探索出一条脱贫攻坚的独

特路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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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宁依托“路长”制，提高路面见警率，提升市民安全感。 通讯员 纪定昇 摄

万宁市东澳镇民丰瓜菜种植专业合作社通过建立合作社和贫困户的利益联动机制，带动贫困户脱贫致富。图为技术员在管理瓜菜。 本报记者 袁琛 摄

万宁实行“执勤岗亭+路管员”勤务模
式，实现警力向一线下沉。

通讯员 纪定昇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