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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岸快讯
儋州连续4年教育投入超10亿元，城乡学校差距缩小

更多山里娃享受优质教育
儋州警方跨区域
抓获一电信诈骗团伙

本报那大3月18日电（记者周月光 通讯员
廖伟生）近日，儋州市治理电信诈骗警力跨区域作
战，在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长征农场一偏远槟榔
园内，成功端掉一藏匿在此的电信网络诈骗窝点。

据了解，儋州警方对电信诈骗犯罪持续保持
严打严控态势，构建完善的打、防、控、治机制，立足
打现行、端窝点、控发案，强力压缩犯罪空间。在高
压态势下，部分不法分子转移至外市县的深山密
林中伺机作案，给侦查和打击带来较大困难。

儋州警方根据案情的变化适时调整作战方
式，采取“短平快”的打法，多警种联动，侦查到
在琼中长征农场附近一处偏僻的槟榔园内存在
一流窜作案窝点。摸清团伙成员结构后，警方
立即实施抓捕，将正在进行电信诈骗的8名嫌
疑人抓获。经突审，迅速掌握2名在逃嫌疑人
的重要线索，抓捕组循线追击，在儋州那大城区
将其抓获。

经讯问，该诈骗团伙10名犯罪嫌疑人对冒充
信贷客服诈骗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经初步核
查，该团伙涉案50余起，涉案金额80多万元。警
方现场扣押笔记本电脑5台、手机10部、手机卡
一批等作案工具。

目前，10名犯罪嫌疑人已被刑事拘留，案件
正在进一步审理中。

本报那大3月18日电（记者周
月光 特约记者李珂）儋州市今年快
速推进4类重点对象危房改造，全年
计划解决1665户住房安全问题。截
至目前已经竣工459户。

海南日报记者日前从儋州市危
房改造办公室获悉，该市按照全面建
成小康社会和打赢脱贫攻坚战战略
部署，帮助住房最困难的农户解决最
基本的安全住房，重点解决建档立卡
贫困户、低保户、农村分散供养特困
户人员、贫困重度残疾人家庭等4类
重点对象住房安全问题，计划今年解
决1665户，其中：2019年脱贫任务
916户、低保251户、特困41户、残联
402户，以及农场扶贫户及历年已脱
贫但住房未得到安全保障的55户。

儋州市危改办有关负责人介绍，
今年儋州危房改造计划做得早、各乡
镇动手比较快，目前全市已动工938
户，已竣工459户，已经有314户达到
入住条件。各地危房改造6月30日前
将全部竣工，10月30日前全部入住。

儋州“一创两建”稳步推进
文明城市2018年度测评列全省第四

本报那大3月18日电（记者周月光 通讯员
李珂）创建文明城市，儋州稳步推进。全省省级
文明城市2018年度测评结果日前出炉，儋州排名
全省第四。

据了解，参与此次测评的13个市县平均得分
为77.08分。儋州得80.08分，较去年第三季度明
显上升。

去年初，儋州市确定文明城市创建新思路
——“一创两建”：创建国家文明城市，建设国家
卫生城市和建设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市；把

“一创两建”作为建设海南西部中心城市和美好
新儋州、助力海南自贸区建设的重要抓手和关键
举措，确立了2020年获得国家卫生城市与海南省
文明城市称号、2023年获得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
范市和全国文明城市称号的创建目标。

一年来，儋州坚持以社会文明大行动为引领，
聚力开展国家卫生城市创建工作，科学筹划生态
文明建设示范市工作，围绕创建标准和目标任务，
多措并举，城市面貌焕然一新，城市秩序日益井
然，城市功能优化升级，城市文明程度明显提高。

本报那大 3月 18 日电 （记者
周月光 特约记者李珂）“以前，不
少人因为家里穷，小学都没读完
就辍学；现在，义务教育免费，穷
人孩子读书政府还给资助！”海南
日报记者近日在儋州市山区采
访，多次听到村民感叹：国家的教
育扶贫政策真好！

推进脱贫攻坚，儋州努力做到
建档立卡贫困户学生全部入学，确
保不让一个孩子因家庭贫困而辍
学。据统计，2018年春季、秋季两
个学期，儋州教育扶贫受益学生
35722 人次，共发放教育扶贫资助

金4559.4万元。
符永兴今年 42 岁，家住兰洋

镇番加村。他有 3 个孩子：老大
读三年级，老二读二年级，老三上
幼儿园。“老大老二在番加小学读
书，家里不用给学校交钱，而且政
府 还 发 钱 ，去 年 两 个 人 给 发 了
4800元；老三在幼儿园要花钱，但

去年政府也给发了 1000 元。”符
永兴说，他小时候读书也很用功，
但家里穷，小学读到三年级时，因
为交不起学费，不得不辍学回家
放牛。

符永兴和爱人邱媛梅因为文
化程度不高，都不敢外出打工，全
家 7 口人在大山里守着 300 多株

橡胶过生活，去年他家经济收入不
到9000元。

番加村党支部副书记林德明说，
符永兴家是建档立卡的贫困户，政
府对贫困户有教育补贴，小学生每
人每年资助2400元，幼儿园每人每
年资助1000元。这对符永兴家来
说非常重要。

王文标是兰洋镇番新村建档立
卡贫困户，他的孩子中，有两个在读
小学，一个在读技校，去年政府给他
的孩子共发教育资助金 8300 元。

“因为政府给资助，我的孩子才都能
读书。知识改变命运，我相信孩子
们会有更好的未来。”小学五年级辍
学的王文标说。

儋州去年发放教育扶贫资助金逾4500万元

确保不让一个孩子因贫辍学

■ 本报记者 周月光 特约记者 李珂

“如果我的小学是在这样
的学校读就好了。”海南日报记
者近日在微信朋友圈，贴出6幅
随手拍的照片，展示儋州市深
山里一所普通小学的面貌，岛
内外朋友纷纷点赞、惊叹。

近年来，儋州持续加强教
育投入，大力促进义务教育均
衡发展，农村学校教学环境大
幅改善，让越来越多的农村孩
子也能享受到优质教育。

3月14日上午，记者从儋州
城区驱车前往该市兰洋镇番加小
学，出城沿省道行驶20多公里，
开始进入连绵不绝的群山中，又
行驶30多公里，共花费1个多小
时才到达这所学校。

番加小学是距离城区最偏远
的山区学校。但这所学校很漂
亮，观感比很多城里学校都好。

“过去两年，学校变化是翻天
覆地。”番加小学校长吴成说，以
前在这一带，周围民房都比学校
好，现在倒过来了，学校建筑是这
一带最漂亮的；有位学生，一年级
至三年级在这里读书，四年级转
到儋州城里学校了，但今年春节
又回来了。

回来的学生叫钟静杉，今年
读五年级，她家就在番加小学附
近。“以前这里又旧又破，我爸妈
认为太落后，就把我转到城里私
立学校。今年春节，我和小伙伴
们来这里玩，发现学校变化大，比
城里私立学校还漂亮，小伙伴们
说，这里来了几位新老师，书教得
很好。”钟静杉说，重新回这里上
学快1个月了，她越来越喜欢家
门口的学校。

番加小学在松涛水库边的大
尖山下，这里是黎族苗族群众居
住的民族地区。以前由于校舍
破旧、教学条件落后，学生纷纷
转到城里读书。2016年秋季开
学，6个年级只有84名学生。而
今年春季开学，6 个年级已有
105名学生。

番加学校以前有中学和小学，曾
经有过300多学生，后来中学撤走，
仅剩小学。由于多年没有投入，学校
设施破旧，教学功能不全，附近不少
村民把孩子送到城里读书。

“现在政府非常重视基础教育，
虽然番加小学仅有百余名学生，但
过去两年，政府投入1000多万元进
行维修和完善。”吴成说，如今的番
加小学，有教学楼、综合楼、实验室、
信息室、学生宿舍、教师宿舍、公共
食堂等，有塑胶跑道、篮球场、排球

场、乒乓球台等体育设施，学校环
境、教学设施与城市学校比一点也
不逊色。

郭龙彪在番加小学教书26年，
说起学校以前的落后，他直摇头：
上世纪60年代建的砖瓦房作教室，
教师宿舍成为D级危房，整个校园
都没有硬化，运动场是一片荒草
地，全校男女厕所总共只 5 个位
……现在大变样了，教室宽敞明
亮，都有多媒体教学一体机，全校
有38台电脑，不仅有公共厕所，学

生宿舍与教师宿舍还都有独立卫
生间……

番加小学校园面貌大变，教学内
容也更加丰富，有道德与法治、数学、
美术、语文、英语、体育、课外阅读、生
态文明、品德与社会等课程。

“以前，学校老师不够，有些课
没办法上，比如由于缺英语老师，各
班英语课只能放录音带给学生听，
让学生跟着录音机学。”吴成说，过
去两年，学校新招多名教师，现在，
番加小学教学科目与城里学校完全

一样。
55岁的陈代荣是番加小学体育

老师。1983年高中毕业后在番加学
校任教。刚工作时，他每个月收入
12.5 元；现在，他每个月拿到手有
7600多元。

“以前教师待遇低，很多人瞧不
起教师，现在国家非常重视教育，教
师待遇越来越好，人们越来越觉得
教师是体面的职业。”陈代荣说，番
加小学虽然在深山里，但越来越多
的年轻人愿意来这里当教师。

番加小学巨变，在儋州不是个别
现象。

在和庆镇和祥学校，政府投入
2000多万元，兴建综合教学楼、教师
办公楼、学生宿舍、学生食堂，以及塑
胶跑道、标准游泳池和篮球场等设
施。

在儋州市八一中心学校，以前，
70名学生一间教室，没有音乐、美术、
计算机教师……去年学校新建一栋

教学楼，旧教学楼重新翻修，购置一
批设备，招聘一批教师。现在，45名
学生一间教室，学生终于能上音乐
课、美术课、舞蹈课……

农村学校向城里学校看齐，让农
村孩子像城里孩子一样享受优质教
育的背后，是儋州举全市之力推进义
务教育均衡发展。

统计数据显示，儋州连续4年义
务教育财政投入破10亿元：2015年

10.87 亿元，2016 年 14.59 亿元，
2017年16.39亿元，2018年19.65亿
元。对该市166所学校标准化建设，
投入高达18.6亿元。

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快速推进，农
村学校迅速缩小与城市学校差距，对
家长对学生的吸引力不断增强，如，
该市大成镇中心学校3年回流400
多学生，南丰镇中心学校3年回流
500多学生。

儋州市教育局局长李海文说，义
务教育均衡发展，促进教育公平，是
办好人民满意教育的基本要求。儋
州在加快推进义务教育标准化建设
基础上，进一步实施学校布局调整、
整合教育资源，实行强帮弱、一帮一、
一帮多的结对模式，把义务教育均衡
发展向纵深推进，努力打造人民满意
的教育。

（本报那大3月18日电）

到城里读书的学生
又回来了A

千万元修缮一所山村学校B

举全市之力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C

近日，在儋州市大成镇新风村，焕然一新的村容村貌吸引不少游客和摄影爱好者前来旅游采风。该
村已开门迎客的乡村民宿旅游项目，将成为助村民增收的新亮点。

据介绍，作为儋州整村推进扶贫开发村，新风村大力发展特色扶贫产业促进村民增收。该村通过土
地流转的方式，主动引进企业合作发展民宿产业，初显成效。 本报记者 陈元才 通讯员 朱鼎甲 摄

儋州新风村：
民宿旅游渐成新风

昌江编印《纪检监察信访举报指南》

引导群众“精准”举报
本报石碌3月18日电（记者刘笑非 通讯员

吉书冠 蔡海萍）“这上面清楚写明了纪委监委管
什么，怎么写举报信，以后要反映问题，可就方便
了。”近日，昌江黎族自治县不少群众在拿到县纪
委监委发放的《纪检监察信访举报指南》后，由衷
地感叹反映问题的渠道更畅通了。

据介绍，昌江纪委监委通过编印《纪检监察
信访举报指南》，旨在用“一目了然”的方式，让群
众更为直观、简要地掌握纪检监察信访举报工作
的有关内容和要求，同时引导群众依法逐级、归
口反映问题，进一步畅通纪检监察信访举报渠
道，提升信访举报的质效。

《纪检监察信访举报指南》整理收录了纪检
监察机关信访举报的受理范围、监督监察对象、
处理流程、怎样写举报信等6个方面的内容。用
图文并茂的条文和直白的话语，清晰表述了“举
报什么、向谁举报、如何举报”等重点内容，此外，
还公布了昌江纪检监察机关来信来访地址、举报
电话、举报网址以及电子邮箱等举报方式。

昌江纪委监委相关负责人表示，此次《纪检
监察信访举报指南》共编印了2000册，发放给各
乡镇纪委和广大干部群众。同时还借“大下访”
活动深入农村基层，用老百姓听得懂、接地气的
语言进行相关宣传，加深群众对信访举报工作的
认识和了解，方便群众进行有效监督，营造良好
的信访举报氛围。

用“身边事”强化警示教育

临高组织公安干警旁听庭审
本报临城3月18日电（记者张惠宁 通讯员

符开炳 刘峰）近日，由临高县监委立案调查的林
某廉涉嫌受贿罪一案在临高县人民法院公开开庭
审理。为达到警示教育的目的，临高县纪委监委
组织该县公安局60多名公安人员进行旁听。

临高县人民检察院指控被告人林某廉利用其
在临高看守所担任辅警及协助民警工作的职务便
利，违反相关规定，为10名关押在临高县看守所的
在押人员转送现金、香烟、食物等违禁品，非法收受
在押人员及亲友送给的好处费共4.45万元。

“这个鲜活的案件就发生在我们身边，参加
公安工作多年的这位辅警在利益诱惑面前立场
不坚定，心存侥幸，触犯了法纪底线。”一名公安
干警旁听庭审后深有感触地说。

“县纪委监委组织公安人员进行‘零距离’旁
听庭审，就是要通过警示教育，提醒公安工作人
员要时刻绷紧廉洁从政这根弦，筑牢拒腐防变防
线，提高干部队伍素质。通过旁听庭审，真正达
到‘旁听一案、惩处一人、教育一片’的效果。”临
高县纪委监委相关负责人表示。

儋州加快推进
农村危房改造
今年已竣工459户

兰洋镇番加小学是距离儋州城区最偏远的山区学校。近年，由于政府加大农村学校建设力度，这所学校的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拥有实验室、公共食堂、塑
胶跑道、篮球场等新设施，整体教学环境大幅优化。 特约记者 吴文生 摄

关注儋州义务教育均衡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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