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前，海口市美兰区大致坡镇大道湖村60多亩的睡莲竞相绽放。村民在睡莲种植基地采莲。
据了解，今年7月大道湖村引进海口永群绿种养专业合作社，利用大道湖发展睡莲扶贫项目，现已有10户贫困户

加入合作社，每年每户保底分红5%。睡莲产业每亩年产值6000元至9000元，是帮助贫困户脱贫致富的好项目。
本报记者 张茂 通讯员 王聘钊 摄

睡莲绽放
致富在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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勇当先锋 做好表率·先进典型

■ 本报记者 易宗平

晨曦初露他就起床洗漱，接着匆
匆到县城一些部门递交相关材料；忘
了吃早餐，中午以一顿快餐填饱肚
子；下午挨家挨家户走访贫困村民，
询问了解产业发展、孩子上学、老人
就医等困难，并想办法解决；晚餐后
召集村“两委”成员商讨扶贫事宜，送
走大家后继续整理工作笔记和扶贫
材料至深夜。这是近段时间，海南日
报记者采访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加
茂镇共村驻村第一书记隋耀达时，了
解到的他的日程。

作为转业军人的隋耀达，是省妇
联副调研员，2014年10月被派驻保
亭扶贫以来，一直坚守扶贫阵地。他
团结各方力量，探索出了扶产业、扶
思想、扶机制的“三扶”模式，推动共
村61户贫困户231人整体脱贫“摘

帽”，目前处于巩固提升阶段。

扶产业
长短结合，多种经营

“咩咩咩……”12月22日，共村
的一排排羊圈里，一只只黑山羊欢
叫着互相抵角嬉戏。隋耀达说，目前
黑山羊存栏400多只。

谈起产业扶贫，隋耀达认为要
“长短结合”，当年就能助贫困户增收
的有黑山羊、黎锦产业，跨年度才能
见效的有红毛丹和南药产业。

2017年共村成立了加茂镇黑山
羊产业协会，辐射带动周边5个村60
户散养户，目前协会会员养羊存栏总
量突破2000只。通过放养结合，牧
草产业也得以发展。今年共村又有
30户贫困户种植红毛丹，新增面积
200亩。共村还发展黎锦产业，已开

辟出黎锦产品的销售渠道。
多种经营带来多项收益。共村

贫困村民黄程说，他参与发展黑山
羊、红毛丹产业，妻子参与编织黎锦，
加上既有的槟榔产业和平时的务工
收入，家庭经济情况越来越好。

扶思想
“要我脱贫”变“我要脱贫”

为了让共村羊场贫困社员贷款
入股，隋耀达用个人工资和房产证作
为抵押担保为贫困户贷款 23.5 万
元。4年来，他为共村捐款捐物约10
万元，其中他两次获颁的见义勇为奖
金共4万元都捐给了共村。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
“从隋书记身上，我看到了真正为

人民服务的共产党员，所以申请入党，
现已成为正式党员。”共村脱贫村民黄
明益激动地说，他在隋耀达的鼓励和帮
扶下，从以前年收入五六千元到现在年
收入6万多元，还得以娶妻成家，更学会

了要帮助他人。他将自己掌握的种养
技术传授给其他村民，还主动垫资上万
元，为另外4户贫困户购买生产肥料。

怎样让贫困户实现“要我脱贫”到
“我要脱贫”的转变？“要从思想上帮
扶，激发贫困户的内生动力。”隋耀达
说，他多次带着贫困村民到其他市县
的先进农村、社区、企业参观学习。

如今，共村贫困户的内生动力已
被激发。利用扶贫贴息贷款，村民黄
亚玲在保亭县城开了一家奶茶店，生
意红火；黄桂莹在家开起微店，每月
有了稳定收入；黄青文建起了种猪养
殖场，前景可观；黄忠闪等5户贫困户
组建了工程队，接单量越来越多……

扶机制
全方位发力形成一套体系

每周一次的脱贫致富电视夜校课
堂，共村贫困村民很早就到齐，成为认
真听讲的“大”学生。这缘于隋耀达提
议实行考勤制，并将贫困村民考勤折算

成共村巾帼养殖专业合作社的股份。
像这样从机制上帮扶，在共村已

形成一套体系。
在教育方面，省妇联投入10万

元款物在共村开展助学行动。在南
茂中学设立的春蕾女童班，资助20
名贫困家庭女孩读完初中。共村的
贫困户孩子，在学前教育、义务教育、
职业教育方面无一人辍学。五指山
技工学校在共村开办的三年制黎锦
中专班，让40名贫困村民掌握织绵
技术，并学习文化知识。

在健康方面，共村建立了关爱弱
势群体、爱心慰问、体检+送医送药、医
疗保障等机制。身体力行的隋耀达，
2016年春节带着妻女陪伴孤寡老人
黄和明过年；2017年春节，他带着妻女
到加茂镇敬老院陪3位老人过年。

“隋耀达同志长期扎根共村，对群
众感情深厚，工作认真负责，值得大家
学习！”保亭驻共村扶贫工作队副中
队长黄立明接受海南日报记者采访时
点赞。 （本报保城12月24日电）

保亭共村驻村第一书记隋耀达注重扶产业、扶思想、扶机制

“三扶”模式促整村脱贫

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

本报海口12月24日讯（记者傅
人意）“海南的瓜果菜质量安全，品质
好！但是上海市场品种更新相当快，
海南此前的黄瓜品种已不受欢迎，目
前主要以山东品种为主。希望海南农
户在种植品种上做出相应调整。”12
月24日，上海蔬菜集团相关代表在我
省举行的冬季瓜果菜促销对接会上道
出外地瓜果菜市场微妙的变化。

海南被称为全国人民的冬季“菜
篮子”。截至目前，全省冬季瓜果菜种

植面积达202.2万亩，冬季瓜果菜销
售将进入小高峰。

受全国暖冬天气以及瓜果蔬菜市
场供应相对饱和等因素影响，我省一些
市县出现哈密瓜、辣椒等瓜果菜品种价
格偏低的情况，目前呈企稳回升趋势。
为做好今年冬季瓜果菜产销对接服务
工作，省农业农村厅组织开展冬季瓜果
菜促销对接活动，海南13个市县农业
部门相关负责人、省内瓜果菜种植企业
和省外收购商进行产销对接。

“哪些原因导致海南冬季瓜果菜市
场价格波动？我专门做了调研。”广州
江南批发市场代表说，“今年广东省徐
闻县和海南的蔬菜基本同期上市。从
徐闻发车到广州只需要5个小时，从三
亚发车到广州则需要18-24小时。我
们希望海南的农户发车早一些，蔬菜新
鲜一些，价格就能上去一些。”

北京新发地批发市场相关负责人
表示，新发地是海南冬季瓜果菜销往
北方的重要集散地。海南冬季瓜果菜

占新发地总体销量的30%-45%，每
年总销量约30万吨。“这两年，广东、
福建、广西也有一些品质不错的农产
品，加上北方省份农业产业扶贫力度
加大，有价格优势，对海南冬季瓜果菜
行情造成了一定影响。”

“省外采购商提供的市场反馈信
息，给我们海南农户留下了一些‘功
课’。下一步，我省将对冬季瓜果菜品
种、种植面积等进行调整。”省农业农村
厅总农艺师黄正恩表示，今冬明春我省

冬季瓜果菜种植面积将达310万亩。
“目前全省一半以上是采取‘包种包收’
模式种植冬季瓜果菜，即由收购商提供
种子，农户种植，再由收购商回收的模
式，只有根据市场需求进行调整，才能
减少农户损失、最终赢得市场。”

东方市农业局相关负责人表示，
东方将主动到上海、广州、深圳等市场
推介甜玉米、哈密瓜、秋葵等农产品，
主动与市场对接，并根据市场需求做
出相应调整。

怎样卖个好价钱？
我省举行冬季瓜果菜促销对接会,岛外收购商给海南农户支招

乐城政务中心大楼封顶
预计明年3月底投入使用

本报嘉积12月24日电（记者丁平）12月24
日，6层的博鳌乐城国际医疗旅游先行区（以下简
称先行区）综合服务中心1号楼（政务服务中心大
楼）封顶。

据介绍，为加快推进园区产业配套和生活配
套设施建设，更好地为医疗企业、外来投资者提供
一流营商环境，先行区党工委、管委会决定在先行
区建设综合服务中心。此外，还特别在综合服务
中心后方规划建设一个占地面积约57亩的休闲
公园，为医疗企业员工、引进专家、外籍医师、外来
投资者和前来先行区寻医问药、康复疗养的客户
提供一个休闲娱乐的好场所。

一龄集团下属子公司海南一龄原驻房地产开
发有限公司承担了综合服务中心的投资建设运营
工作。项目占地面积3.35万平方米，建筑面积8.4
万平方米，总投资额7.5亿元，建设期限为2年。
该项目是集政务服务、进口医疗器械和药品保税
仓、商业服务、生活服务于一体，配套完善、功能齐
全的综合项目，包括政务服务中心、保税仓库、专
家公寓、会议中心、商业服务综合体、休闲餐饮配
套、地下停车库等建筑。

一龄集团董事长李玮在封顶仪式上说，健康
产业是海南自贸区优先发展的产业，一龄集团将全
力以赴，在政务服务中心大楼封顶的基础上，保质
保量地加快推进项目后续建设，保证2019年3月
底建成先行区政务服务中心并投入使用。

本报海口12月24日讯（记者
计思佳）海南日报记者12月 24日
获悉，海口市委组织部印发了《关于
在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中勇当先锋
做好表率的通知》（以下简称《通
知》），要求全市广大基层党组织和
党员干部要不折不扣贯彻落实中
央、省委和市委关于脱贫攻坚的决
策部署，在打赢脱贫攻坚战中勇当

先锋、做好表率。
《通知》要求，要从强化政治功能

建设，突出政治性、强化刚性执行，选
好配强镇村两级党组织书记，加大督
查检查力度，集中力量整顿软、散、弱
的农村党组织，深入推进扫黑除恶专
项斗争，强化基础保障等方面，着力
提升基层党组织组织力。全市各区、
镇党委要管好用好脱贫攻坚中队长、

村党组织书记、驻村第一书记和帮扶
责任人，抓紧开展对帮扶责任人和基
层扶贫干部的检查督导，加强对驻村
工作队员的管理，严格落实吃住在村
纪律要求和工作例会制度。

《通知》指出，全市各级组织人事
部门要充分发挥考核的“指挥棒”作
用。对在脱贫攻坚中工作出色、表现
优秀的基层干部，要及时提拔重用，

让敢担当善作为的脱贫攻坚干部有
舞台、受褒奖。对奋战在脱贫攻坚一
线的各级干部，要落实好津补贴等政
策，积极改善工作条件，发挥党内关
怀帮扶资金的作用，帮助他们解决实
际困难。对在国家、省级考核评估中
被点名且造成不良影响的各级党员
干部，落实责任追究，从严给予党纪
政纪处理。

激励党员干部在打赢脱贫攻坚战中勇当先锋、做好表率

海口：及时提拔重用工作出色的基层扶贫干部
海南菜篮子价格快报
发布单位：海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采价时间：2018年12月24日 单位:元/斤

更多菜篮子价格信息，请登录“海南价格网”查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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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34
48.14
17.78
6.93
23.49
3.60
3.52
4.46
3.48
2.49
4.62
4.72
4.50
3.17
2.89
2.30
6.00
2.08
4.24
3.97
3.26

日环比
0.00%
0.00%
1.54%
1.05%
0.00%
0.00%
2.53%
-2.70%
-2.76%
1.13%
-3.60%
0.00%
-0.43%
2.83%
-5.06%
-0.63%
0.00%
-9.80%
0.00%
-5.88%
-5.15%
-8.10%
1.24%

全面打响护水治污战役

文昌歼灭污染源3745个
本报文城12月24日电（记者李佳飞 特约记

者黄良策）海南日报记者今天从文昌市相关部门获
悉，为整改环保突出问题，今年来，文昌全面落实各
级河长381名，采取截污纳管、内源治理、生态修
复、景观提升等系列措施护水治污。截至目前，已
歼灭污染源3745个，新建或改造污水管网约13.2
公里，完成雨污合流口截流措施改造33处。

走近位于文昌市区的霞洞湖，这个经修复建
设后的湿地公园已成为城市一景，水清岸绿，鸟儿
翩跹。为完成黑臭水体处理工程、截污工程、污水
处理工程、人工湿地等景观工程，文昌市完成投资
4610万元，使得霞洞湖水质实现稳定达标。

与此同时，文清河污染治理加快推进中，污水
截流并网工程一期管网工程今年6月开工，目前
已完成约95%；新引进的4座一体化污水处理设
施，日处理污水量约4000吨，经处理后的水体引
流进净化塘进一步处理后可实现达标排放；河流
沿岸建水坝、沙坝等，投撒生态制剂，布置治水帘、
人工水草等，以进一步提升水质……

“‘河长制’‘湖长制’的核心是责任，关键在落
实。”文昌市委相关负责人表示，文昌将进一步强化
责任落实，积极回应人民群众所想、所盼、所急，努
力实现生态环境与群众经济收入的双重改善提升。

中央环保督察整改进行时

万宁引进河长制信息平台

应用信息技术管护河湖
本报万城12月24日电（记者袁宇）海南日

报记者12月24日从万宁市河长制办公室获悉，
为将河湖管护工作落到实处，万宁引进河长制信
息平台并配备多媒体手持终端设备，进一步强化
巡查力度，做好做实河湖管护工作。

据介绍，通过河长制信息平台，管理人员能够
了解到每一个河湖管护员的实时位置，并能够“一
对一”或“一对多”向多媒体手持终端下发指令。持
多媒体手持终端设备的镇（区）相关负责人与河湖
管护员也可以将工作成果反馈至河长制信息平台。

多媒体手持终端设备集定位、轨迹记录、文件
传输、视频记录等功能于一体，万宁市各级河长及
河长办等能够通过河长制信息平台，调取手持终
端设备摄像头的实时视频，实时了解河湖的情况，
加强对河湖管护员的管理。

据了解，万宁市河长制办公室下一步还将为
每位河湖管护员配备摩托车，进一步增强河湖管
护员的机动性，强化巡查力度，并将摩托车纳入万
宁市河长制信息平台进行管理。

林胜：临高县和舍镇布大村脱
贫攻坚战斗中队中队长

12月14日 星期五
今天下午，根据中队工作汇报

中的5户贫困户危房改造有五项直
观未达标的情况，我逐一对这 5 户
贫困户进行入户走访并了解情况。

发现头干村贫困户王泽辉、符
正美的新房楼梯都没有安装扶手，
王贻先新房的卫生间没有完善，尧
林村符月莲的新房楼梯没有正规通
电，布大村林妹兰新房的卫生间的
三级池没有盖板。

针对我走访5户贫困户发现危
房改造五项直观还没有达标的问题，
我安排布大村5位村“两委”干部分别
对以上5户贫困户的危房改造五项
直观进行逐一落实，整改时限为 5
天。希望布大村脱贫攻坚中队全体
成员要沉下身子，把全部精力放在脱
贫攻坚工作中，坚决打赢这场脱贫攻
坚战。 （本报记者 李磊 整理）

蔡于庆 屯昌县南坤镇岭坡村
脱贫攻坚战斗中队副中队长

12月20日 星期四
今天中午，我走访了建档立卡贫

困户文琪福家，了解其产业发展情
况。8月时，经入户了解，其有意愿养
鹅，便于9月14日扶持鹅苗100只，
饲料4包。目前鹅将出栏。起初该
户不熟悉养殖技术，刚拿回鹅苗第
二天就死了8只。合作社马上组织
技术人员对其进行技术指导，同时依
托县夜校特色教学平台和有经验的
养殖户对其养殖技术进行培训。

现在83只鹅即将出栏，存活率高
达83%。文琪福说：“以前是不会养，
不敢养，现在有经验，也有技术，明年
开春要扩大养殖规模，多养一些！”

我想，类似文琪福这样的贫困
户，真正缺乏的更多是思想上的引
导，还有技术上的支持；从不敢养、
不会养到现在的放心、大胆地养，这
就是互助合作社给予农户的一种技
术保障和发展信心。因此我们要利
用好这个平台以帮助更多缺乏技术
的贫困户。

危房改造未达标
逐一要求整改

利用好合作社平台
帮助更多贫困户

脱贫攻坚日志

本报海口12月24日讯（记者
陈蔚林 实习生余梦月）12月24日
晚播出的第115期海南省脱贫致富
电视夜校是脱贫致富电视夜校“创优
迎考、应知应会”系列节目之一。节
目组邀请到多名扶贫干部和脱贫户
代表到场，介绍自己的扶贫工作情况
和脱贫致富励志故事。

节目中，来自临高县和舍镇的镇
委书记黄振向大家强调了扶贫干部
加强学习的重要性，在提到自己对于
应知应会知识迎考的准备情况时胸
有成竹。而作为其帮扶对象的脱贫
户柯吉权也对黄振很有信心：“黄书
记的工作我们都看在眼里，是他帮助
我们引进产业、实现增收、顺利脱贫，

迎考肯定没问题！”
由于基层工作任务繁重，白沙黎

族自治县阜龙乡可任村委会白准村
的帮扶责任人无法来到现场。代表
其登台的该村脱贫户符焕贺不仅用
自身的故事现身说法，展现了本村帮
扶干部对工作的履职尽责、对群众的
关心帮助，更是在现场为本村的帮扶

干部和驻村第一书记加油打气。他
表示，正是有了如今的好政策、好干
部，贫困户、脱贫户才会对未来更加
充满信心，对打赢这场脱贫攻坚战有
必胜的把握。

观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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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脱贫致富电视夜校邀扶贫干部和脱贫户登台

介绍扶贫工作 讲述励志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