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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海口1月2日讯（记者陈
蔚林 通讯员黄琼雄）日前，省文明委
委托第三方专业测评机构，对18个
市县（不含三沙市）和洋浦经济开发
区2018年第三季度开展社会文明大
行动情况进行了测评。测评结果显
示，全省社会文明大行动测评平均分
数为75.01分，比第二季度的69.96
分提高5.05分，比第一季度的60.58

分提高14.43分。各市县成绩均有
不同程度提升，其中进步较大的是临
高县、白沙黎族自治县，退步较大的
是五指山市。

据了解，本季度共测评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文明教育、文明交
通、文化惠民、诚信践诺、环境治理、
文明旅游、志愿服务、军民融合、组
织领导等10个项目。测评结果呈

现出明显的“三个梯队”：第一梯队
是海口市、三亚市，均已达到85分
以上；第二梯队有昌江黎族自治县、
乐东黎族自治县、琼海市、琼中黎族
苗族自治县、儋州市、文昌市、澄迈
县，得分均在75分以上；第三梯队
则由万宁市、定安县、屯昌县、临高
县、白沙黎族自治县、陵水黎族自治
县、东方市、洋浦经济开发区、保亭

黎族苗族自治县、五指山市组成，这
些地区虽较前两个季度测评均有不
同程度提升，但仍处于70分以下的
较差状态。

通过测评分析，省文明委认
为，在不断取得成绩的同时，各市
县在开展社会文明大行动时也还
存在一些问题，主要体现在：一是
出租车存在长时间等候无车及拒

载、宰客等现象比较普遍；二是集
贸市场乱摆乱卖、乱停乱放等现象
仍较突出；三是主要交通路口、小
区情况已改善，但仍有较大提升
空间；四是学雷锋志愿服务行动
总体水平有待提升；五是文明教
育行动开展不够深入。这些问题
都需要引起高度重视，并采取措施
加以解决。

我省2018年第三季度社会文明大行动测评结果出炉

海口依然领跑 临高白沙进步较大

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

林芳城 屯昌县南坤镇大朗村
脱贫攻坚战斗中队副中队长

2018年12月29日 星期六
今天，按照镇里部署，我组织

村两委干部，帮扶责任人等人员帮
助8户低保户发放购买的特色的产
业帮扶物资。

在发放物资前，我村驻村工作

人员已经对大朗村低保户进行走
访调查，因地制宜，因户施策，制定
了帮扶工作方案，经统计，共计8户
有相关养殖、种植的意愿，这一次
需要集中购买复合肥100包，上述
物资的市场总价为 2.2 万元，经过
村互助合作社多方询价议价，利用
批量购买优势，最终确定购买总价

为2万元。早上九点，所有人员来
到村委会集中，经过仔细清点，确
认总数无误后，驻村工作人员开始
逐户发放物资。

产业帮扶是惠及困难群众的
一件大实事，通过前期调查，了解
需求后再发放物资，不仅提高了贫
困人员的自主发展动力，同时也能
够精准解决其困难而导致自身发
展动力不足的问题。

（本报记者 李磊 整理）

本报万城1月2日电（记者
袁宇 通讯员陈燕清）1月2日，在
新一年的第一个工作日，万宁市
召开2019年扶贫开发领导小组第
一次会议，明确今年脱贫攻坚工
作要聚焦深度贫困，把脱贫质量
放在首位，确保脱贫成效。今年，
万宁市计划投入专项扶贫资金
1.588 亿元，计划实现 1131 户
3850人脱贫，并对已脱贫的贫困
群众继续给予产业扶持，做实巩
固提升工作。

万宁市今年计划投入资金包
括：中央专项扶贫资金6470万元、
省级专项扶贫资金4415万元、市
级专项扶贫资金5300万元。其
中，万宁市计划投入3414.74万元
发展特色产业，培育新型农业经
营主体，带动贫困群众脱贫，并对

已脱贫的贫困群众继续给予产业
扶持；投入3200万元继续聘请贫
困群众作为护林防火协管员，实
现山区贫困群众就近就地就业；
投入1536万元完成768户危房改
造，力争于今年9月底前全部竣
工；投入1913万元对全市8008名
贫困学生进行扶持；投入2398.26
万元继续完善贫困村的基础设
施；投入2803万元做好卫生健康、
农村养老保险、大病救助保障兜
底等。

值得一提的是，万宁市明确
了2019年贫困户危房改造的时间
节点，要求在今年1月底前完成危
房鉴定等前期工作，春节后组织
危房改造开工，最迟在今年4月底
前全部开工，今年9月底前必须全
部竣工。

走访贫困户，送上新年祝福
梁其龙 文昌市昌洒镇凤元村

脱贫攻坚战斗中队中队长
2018年12月28日 星期五
今天我一大早就走访各村民

小组共13户贫困户。走访王安才
家时，我们很欣喜地看到家庭成
员环境卫生意识较以前有了明显
提 高 ，本 周 还 购 置 了 新 的 电 视

柜。该户家庭成员有 10 人，包括
两名慢性病老人，两名一级肢体
残疾人，2 名孙子正在上学，每学
期教育资助生活费、寄宿费、减免
教材费等措施已经落实到位。户
主配偶王玉娇10月在市人民医院
住 院 手 术 ，手 术 费 报 销 达 到
90.47%，并且政府这个月帮其家庭

成员代缴了新农合个人参合金每
人220元，教育医疗方面负担减轻
了很多。我们还送上了元旦节日
慰问，希望他们全家过个欢乐节
日，坚信日子将会越过越好！

我们很开心地看到，帮扶政策
落实到每一户困难家庭时，既解决
了每家每户的燃眉之急，又让贫困
群众脸上换发出幸福生活的喜悦，
贫困群众走上稳定脱贫、逐步致富
的路子。

了解帮扶需求，按需发放帮扶物资

三亚

工伤认定更便民
本报三亚1月2日电（记者易宗平）从1月1

日起，三亚市在实行“一窗通办”的同时，采取“互
联网+认定鉴定”模式和异地委托办理方式，使工
伤认定和劳动能力鉴定进一步减负提速。

据了解，今年三亚全面推进工伤认定和劳
动能力鉴定受理事项进驻大厅。按照服务事项
集中办理、“一窗通办”的要求，在市社会保险
事业局服务大厅设立工伤认定和劳动能力鉴定
经办窗口。

根据工伤认定、劳动能力鉴定、工伤保险待遇
支付业务协同办理的要求，三亚主动做“减法”，全
面梳理工伤认定和劳动能力鉴定服务事项所需证
明和材料，推行工伤认定简易程序。对用人单位
提出申请，事实清楚、伤情轻微，符合《工伤保险条
例》相关规定情形的工伤认定案件，采用简易程
序，实现当场办结。

对异地发生工伤的，三亚委托当地人社部门
进行工伤认定调查，并委托当地劳动能力鉴定委
员会聘请的医疗卫生专家进行鉴定等方式，方便
用人单位和工伤职工就近进行工伤认定和劳动能
力鉴定。

以工伤保险信息化建设为契机，三亚加快推
进工伤认定和劳动能力鉴定工作业务全流程实时
记录、即时交换、相互核验、精确管理，实现工伤认
定和劳动能力鉴定业务在线协同办理、信息共享。

海口

确保春节菜品供应充足
本报海口1月2日讯（记者郭萃）为确保今

年春节期间海口蔬菜品种供应充足，海口市要求
农业部门及海口市菜篮子产业集团今年继续做
好甜菜、水芹等特殊菜及常规叶菜种植，海口市
农业部门确保常年蔬菜最低保有量5万亩，每日
本地蔬菜供应量达到1055吨以上。海口市菜篮
子产业集团种植甜菜水芹共440亩，将在2月1
日前后采收上市。

据了解，今年春季，海口市农业部门将抓
好常年蔬菜基地高效生产，确保常年蔬菜最低
保有量达到5万亩，并计划保障常年蔬菜基地
蔬菜每月种植面积达到3万亩以上，其中叶菜
种植面积 1.8 万亩以上，每日本地蔬菜供应量
达到1055吨以上。

根据规划，今年春节期间海口将种植甜菜
170亩，种植水芹270亩，种植蒜苗600亩。其
中，海口市菜篮子产业集团公司种植甜菜50亩，
种植水芹60亩，蒜苗50亩。第一批特殊菜菜品
在2月1日前后采收上市，春节期间将持续在海
口各菜篮子社区门店和市场摊位供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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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宁今年计划投1.588亿元扶贫
有望实现1131户3850人脱贫

2018年第三季度
各市县（洋浦）
社会文明大行动

测评结果

序号 市县名称 第三季度测评得分

1 海口 85.60

2 三亚 85.45

3 昌江 79.72

4 乐东 78.60

5 琼海 77.68

序号 市县名称 第三季度测评得分

6 琼中 77.62

7 儋州 77.57

8 文昌 77.23

9 澄迈 76.38

10 万宁 69.83

序号 市县名称 第三季度测评得分

11 定安 69.66

12 屯昌 69.42

13 临高 69.29

14 白沙 69.14

15 陵水 68.76

序号 市县名称 第三季度测评得分

16 东方 68.72

17 洋浦 68.58

18 保亭 68.53

19 五指山 68.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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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冰
架起科研和农民的桥梁

“搭架子的时候应该是南北走向，这样
百香果的植株爬上架子后光照就更充足。
每颗果树的间距不能太密也不能太疏
……”2018年12月31日是元旦节假日，但
在白沙黎族自治县牙叉镇南仲村百香果栽
培技术示范基地内，却是一番忙碌的景象，
白沙县牙叉镇挂职科技副镇长韩冰正带着
村民们边查看基地，边进行技术交流。

“大家都说这个果园做得好，所以我
也经常到这里来和韩副镇长学习交流，
多了解百香果的种植知识。”符越飞是白
沙县牙叉镇南仲村村民，在村里像他一
样慕名而来学习技术的人还有不少。

而这样的情形在一年前却是很难想
象的。“我刚到镇上挂职的时候，很多村民
的思想观念还是比较老旧，不愿意接受科
学的种植方式。如今不一样了，越来越多
的农户都主动参加学习。”韩冰说。

作为省农业科学院热带果树研究所
的一名工作人员，2018年初，韩冰受省科
技厅派遣到白沙县牙叉镇挂职科技副镇
长。并根据白沙县委工作安排，担任牙
叉镇南仲村扶贫攻坚中队长、驻村工作
队队长，全面负责该村扶贫攻坚工作。

自挂职牙叉镇副镇长以来，除了建
立百香果示范基地以外，韩冰还积极组
织举办槟榔种植、养蜂技术等各种培训
班。同时，积极推动当地种养合作社成
立，为当地贫困户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

“能用自己的专业投入到扶贫工作
中来，是很幸福的事。我希望能用自己
的实践真正架起科研和农民的桥梁，尽
自己的微薄之力，让更多农民学习到科
学的种植技术，让农业发展更好，让农村
越来越来越富。”韩冰说道。

走出一条科技脱贫的新路子
——关注农业科技110扶贫

“ 授 人 以
鱼，不如授人以
渔”。近年来，
我省农业科技
系统有关专家，
深入基层，深
入一线，挂职
担任科技副镇
长、副乡长等
职务，指导和
帮助贫困户解
决种养中遇到
的实际难题，走
出一条科技脱
贫的新路子。

梁武
争做农户的致富带头人

“你这么年轻，能有多少农作物种植
经验？”“斯斯文文的，肯定没下地干过农
活。”……今年28岁的梁武是定安县富文
镇大坡村村民，同时也是富文镇坡寨农
业科技110服务站的站长。

自 2009 年返乡创业起，梁武从事
农药销售咨询工作已经近10年了，10
年来面对这样的质疑声梁武听过很多，
但却从未动摇他想帮助村民增产增收
的念头。

“我父亲就是从事农业种植技术管
理工作的，怎么预防病虫害，怎么施肥，
我从很小就接触到了。”梁武说。

要想种出好产品，技术和管理是
关键。梁武说，对于村里大多数的农
民来说，还是停留在传统种植方式的
层面上，产量不高，品质不优，也就缺
乏竞争力，农民的收入自然也不会有
起色。

为此，梁武积极动员村民们采用科
学的方式进行种植和管理。特别在近年
来，随着海南农业科技110服务体制的
大力推广，梁武经营的农药销售店面成
了村里的农业科技110服务站。

自服务站挂牌以来，梁武共牵头组
织了多场病虫害预防与栽培管理技术培
训会。其中，仅2018年举办的红香芋病
虫害预防与栽培管理技术培训会，培训
人数就高达近千人。

2018年初，梁武积极响应号召到定
安县岭口镇挂职副镇长。挂职期间，梁
武利用电商平台帮助岭口镇村民将菠萝
蜜销往全国。此外，他还通过申请扶贫
资金带动岭口镇封浩村委会的120户村
民种植富硒香稻。

陈泽武
助力农村经济新发展

“五指山的树仔菜，品质好、口感好，
是五指山的一个特色产业，做得好的话
影响力很大。”48岁的陈泽武受省科技厅
派遣到五指山市畅好乡挂职副乡长已有
两年。

在他眼里，五指山是一个农业发展
潜力很大的城市。

自担任畅好乡副乡长以来，陈泽武
积极研究当地农业模式，推动当地特色
农产品品牌打造。经过考察，陈泽武借
助五指山独有的气候优势，于2018年3
月引进汇通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向当地
的农民租用土地，并且与当地村委会协
商，将土地利用起来种植农产品。从此，
畅好乡打破传统农业模式，向村集体经
济方向转化。

“开始的时候我们只是向农民租
地，后来在专家的建议下，开始谋划发
展集体经济，我们也就开始着手与村
委会合作。在村委会的推动下，扭转
村民的土地来交给我们进行种植和管
理。”汇通农业发展有限公司负责人杨
志诚介绍，目前该公司在畅好乡的土地
保有量已经达到200亩，主要种植黄瓜、
青瓜、树仔菜等农产品，并优先吸纳当
地村民通过参与劳作，大大提高村民的
收入。

而对畅好乡接下来的农业发展计
划，陈泽武显得胸有成竹。“明年我们可
能会将全镇的树仔菜都统一到企业进行
专业化管理和种植，作为一个产业来发
展。”陈泽武充满信心地说，“在引进企业
的同时，我们也将不断地尝试从外面引
进新的品种，推广种植适合当地发展的
品种。”

谢岳山
用技术改变农业发展

位于临高县西北部的波莲镇，土壤
肥沃，水源充足，非常适宜热带农业发
展。然而，因没有配套的种植技术、防
灾控灾技术和科学的经营方式，这块拥
有着优越自然条件的“宝地”，曾一度被

“荒废”。
2016年，谢岳山作为科技人才，被省

科技厅派遣到波莲镇挂职科技副镇长，
担负起科技支农的工作。三年的任职时
间里，他用双手改变了波莲镇农业发展
的面貌。

想起刚刚下到基层的工作情况，谢岳
山仍然记忆犹新。“农作物情形堪忧，几种
常年种植的农作物因没有配套的种植技
术、防灾控灾技术和科学的经营方式，都
面临着产量持续低下的问题。”谢岳山说。

考虑到村里劳动力年龄差距大，劳作
分工差异化明显的情况，谢岳山决定从建
立合作社入手。并在各级政府的帮助下，
成功建立起临高美道热带作物种养专业
合作社，初始投入资金为80多万元。

据了解，该合作社位于临高县美道村
的55亩火龙果基地，目前已有34户农户
加入该合作社，其中包括16户贫困户。“有
省科技厅的支持，有农业专家的指导栽培，
还有‘农业科技110’为我们提供技术支
持，所以在技术上是没有任何可操心的！”
谢岳山满心欢喜地说：“现在合作社发展稳
定，亩产值可达万元以上。”

镇里农产品的产量上去了，谢岳山
又开始为销路跑腿。为建立起稳定的销
售通道，他和村干部一起积极参加冬交
会等各种农产品交易会。目前，该合作
社已经吸引了一批稳定的合作收购商，
农产品的销路也因此得到有效保障。

林江
当好农民脱贫的引路人

对于白沙黎族自治县打安镇可成村
的村民来说，刚刚过去的2018年是非比
寻常的一年。在这一年，村里创办的可
成种养专业合作社第一次有了分红。“我
们最感谢的就是林老师，有了林老师的
帮助才让我们合作社有了这样的进步。”
该合作社骨干成员符章说道。

他口中所说的林老师，正是省科技
厅派遣至打安镇挂职的科技副镇长，来
自海南大学热带农林学院的老师林江。
自2018年4月到打安镇挂职，林江便深
入到镇里各村指导农作物种植，而在可
成村，他更是帮助村民找到了一条增收
脱贫之路。

虽然是我省农业科技110专家，然
而林江来到可成村所做的第一件事却并
非种植技术上的指导，而是凝聚人心。
由于合作社前一年效益不好，社员信心
低迷。因此林江想方设法建立起社员的
信心，用专业知识帮社员分析，让他们看
到合作社依然有很好的发展前景，并且
更科学地进行管理分工。

“合作社所种植的雷公笋产量不少，
品质也不错，但是销路不好，卖不出去。”
符章说，“林老师就组织我们到三亚、海
口的大市场去考察，还动用其人脉资源，
帮助合作社联系采购商家。”

销路打通了，在林江的技术指导下，
雷公笋的产量进一步提升，去年7月-9
月的高峰期亩产值达1500斤。在这一
年，合作社不仅把此前积欠的劳务费结
清，同时也第一次实现了按股份分红，最
多的一户可分到2000多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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