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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单位:海南省环境监测中心站

我省高校“形势与政策”教育教学联盟
在海大揭牌

搭建教育共享平台
促进教师沟通交流

本报海口5月25日讯（记者陈卓斌 通讯员
余梦月）5月 25日上午，海南省高校“形势与政
策”教育教学联盟在海南大学揭牌。揭牌仪式后
还举办了2019年“形势与政策”课程建设交流会。

据介绍，成立海南省高校“形势与政策”教育
教学联盟，旨在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学
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
神，贯彻落实教育部相关文件要求，进一步推动海
南省新时代“形势与政策”课程建设，搭建省内高
校教育共享平台，促进全省课程教师沟通和交流。

教育部有关负责人在会上作了主题为《“形势
与政策”课改革与规范》的专题讲座，全面解读了
相关工作要点。

省教育厅相关负责人表示，“形势与政策”课是
思政课的核心课程，全省各高校要根据中央和省委
的要求，高度重视“形势与政策”课程建设，努力取
得具有示范性、引导性的系列研究和实践成果。

教育部、省教育厅、省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
学委员会、海南大学、四川师范大学相关负责人和
全省各高校的“形势与政策”教育教学负责人及教
师代表近200人参加本次活动。

我省召开工作现场会听取意见建议

加快海南互联网产业人才发展
本报金江5月25日电（记者陈卓斌）5月25

日下午，由省委组织部、省工信厅和省委人才发展
局主办的海南省互联网产业人才工作现场会在澄
迈老城召开。会议听取了互联网产业园区、企业
负责人、引进人才代表的情况介绍和意见建议，为
加快我省互联网产业人才发展集思广益、群策群
力，并就下一阶段工作作出部署。

据悉，去年4月13日以来，我省新增互联网注
册企业超5000家，同比增长88%；新增互联网人才
约1.2万人，新增人才数量占产业总人数的17%。目
前，我省互联网产业已实现“四个一百”的突破：全省
互联网产业空间超过100万平方米，产业投资超过
100亿元，引进腾讯、阿里、百度、华为、中兴、微软等
超过100家国内外知名互联网企业，营业收入亿元
以上企业超过100家。

会议指出，与先进省份、地区相比，我省互联
网产业仍存在产业规模偏小、龙头企业不多、核心
竞争力不强等短板。要补齐这些短板，关键还靠
人才。只有强化人才支撑，突出人才驱动发展，让
广大人才的创新潜力充分涌现，互联网产业才能
实现突破、做大做强。

会议要求，各相关部门要充分认识加快互联网
产业人才工作发展的重要性和紧迫性，要实行更加
积极的人才政策打造人才开放高地，实行更加开放
的人才政策吸引集聚各类人才，实行更加有效的政
策加快人才培养，实行更加符合我省互联网人才特
点的政策，切实把各项政策和措施落到实处。

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彭金辉，副省长沈丹阳
出席会议并讲话。

省生态环境部门
开展“回头看”
盯紧海口市垃圾焚烧厂及颜春岭
垃圾填埋场环境问题整改

本报海口5月25日讯（记者周晓梦 通讯员
周海燕）近日，省生态环境厅派出执法检查组对海
口市垃圾焚烧厂及颜春岭垃圾填埋场存在的环境
问题开展整改“回头看”行动。根据“回头看”现场
来看，上述两地此前存在的部分问题已完成整改，
部分问题还在持续整改中。

5月24日，执法检查组在颜春岭垃圾填埋场
看到，曾经裸露的垃圾基本使用高密度聚乙烯膜
进行覆盖，现场正在对覆盖面进行摊铺和压实。
据颜春岭垃圾填埋场有关负责人介绍，针对此前
存在的问题，场里已积极整改，采用风炮除臭灭蝇
除尘，增加消杀除臭频次，尽可能压缩作业面，及
时对进场垃圾进行摊铺和压实，做到库区垃圾零
暴露，同时东侧进场道路外侧建洗车槽，对出场垃
圾车辆车轮进行清洗除尘，避免携带垃圾、尘土上
路。颜春岭垃圾填埋场还将继续对填埋库区垃圾
堆体进行初步整形及铺设高密度聚乙烯膜，完善
填埋库区雨水、污水的收集及排放措施。

中电国际新能源海南有限公司海口市垃圾焚
烧场目前也已采取相应整改措施。该场总工程师
柏华斌介绍，公司正持续加大资金投入进行设备
改造，提高设备稳定性，以逐步达到整改要求。

省生态环境监察总队相关负责人表示，“回头
看”是为了更好地“向前走”，坚持运用好整改成
果，按照“核心是整改、关键在落实、确保可持续”
的工作要求，属地政府和监管部门要紧抓整改质
量，确保整改出成效。

中央环保督察整改进行时

■ 本报记者 袁宇

阳江镇是红色娘子军的故乡，是
著名的革命老区。2018年10月，琼
海市开展建设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试
点工作以来，作为试点镇的阳江镇针
对农村基层文化设施场所闲置浪费等
问题，整合全镇15个行政村的文化
站、文体活动室、宣传文化室、农家书
屋、乡村学校等资源，统一规划打造新
时代文明实践阵地，通过创新载体聚
拢民心，让文明之风吹遍老区。

变化村民看得见

“道路硬化了，路灯装上了，文化
广场也建好了，闲暇时和朋友一起打
打球、跳跳舞，开心！”谈起家园的变
化，今年54岁的阳江镇文市村村民王
运均直言“幸福感爆棚”。

2018年10月，文市村全村道路完
成硬化，崭新的水泥路从村口通到家
家户户门前；紧接着463盏路灯被安
装在村内各重点路段。如今，由村文

化室升级而成的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完
成建设，为村民开辟了文体活动室、儿
童活动室、图书阅览室、视听室，让村
民闲暇之余的文化生活更加丰富。

“身边实实在在的变化，让大家喜
笑颜开。”文市村党支部书记卢业材
说，村民幸福感的提升，增加了村民的
主人翁意识，“我们现在组织人居环境
志愿者活动等，村民的参与积极性高
涨。而且村民为村教育基金会捐款愈
发踊跃，平均下来每年有3万多元。”

在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中，岭下
村建立了党员宣讲、琼花巾帼、平安岭
下3支志愿服务队，组织村民参加志
愿服务活动。岭下村村民秦遵荣是琼
花巾帼志愿服务队队员，她说：“村子
越来越美，生活越来越舒适，我们得维
护好这来之不易的好环境。”

在参加过多次志愿服务活动后，
秦遵荣还发现，村里的变化还不止于
村容村貌，“因为志愿活动，邻里之间
争吵少了，更和谐了。”

“我们村是红色娘子军老战士王运
梅的故乡，大家对红色文化的认同感特

别高。”岭下村党支部书记邓家仲说，村
党支部从传承红色文化出发，在新时代
文明实践活动中凝聚人心，激发村民的
集体荣誉感，“村子环境好了，大家还想
把革命老村的‘精气神’展现出来。”

阳江镇党委书记吕谊介绍，目前阳
江镇已对全镇15个行政村的村文化室
进行了升级，将儿童活动场所、文体活
动中心、视听阅览室、农家书屋等联为
一体，并由专人统一管理使用，形成“白
天黑夜能活动，24小时不打烊”的新时
代文明实践综合服务平台，“强化阵地
建设外，还在镇及各村成立志愿服务小
队，为群众帮难解困，送去党的温暖。”

阳江镇还明确，每个村每月要固
定开展2次主题活动，营造乡村文化
氛围。“活动的主题由各村结合自身条
件、资源决定，目的在于让更多村民融
入活动，激发建设家园的热情。”阳江
镇党委委员黄岳华表示。

政策宣传接地气

近日，阳江镇上科村的计生员王

玲“火”了。
“她上传的视频，不到2天，点击量

已经突破1万次。”上科村乡村振兴工
作队队员齐宝兴告诉海南日报记者。

视频传到哪？什么视频这么火？
疑问在齐宝兴打开自己的手机后得到
了解答。

原来，上科村作为试点，成为阳江
镇首个以村委会名义开通抖音账号的
行政村。齐宝兴就是这个账号的管理
员，他说：“视频内容是关于非洲猪瘟
的，王玲在检查站执勤时用海南话讲
自己执勤时的故事和防控非洲猪瘟的
知识。视频发布后，点击量猛涨。”

为什么要拍王玲呢？齐宝兴说，村
民最关心村干部的工作，因此拍摄村干
部工作的小视频更能吸引村民关注，

“视频内容经过精心策划，在讲工作的
同时弘扬正能量，以正确的价值观为导
向，引导村民树立文明新风。”

王玲在村里“火”了，更多的村民
也想在视频前露脸。“我们和村民交流
的微信群已经超过200人，占常住人
口的30%，几乎每家每户都有人在群

内。”齐宝兴说，“很多村民会在微信群
里分享素材，但只有正能量的我们才
会采用，然后再现场重新演绎拍摄。
这个过程中也再次向村民传递‘核心
价值观’。”

据了解，上科村的抖音账号在开
通1个月内已经有数百名粉丝关注，
除了本村村民外，甚至有阳江镇之外
的粉丝关注了上科村。

“上科村试点创新载体，用‘家常
话’的形式，向村民宣讲中央、省委、市
委的相关政策，目前看来效果突出。”
阳江镇党委副书记、镇乡村振兴工作
队队长梁崇伟说，“再给村民讲政策
时，他们坐得下了，也听得进了。而且
他们了解多了后，满意度也提高了。”

在梁崇伟看来，新时代文明实践
活动能够助力实现乡村振兴，“通过
开展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培育文
明乡风，增强村民主人翁意识，有力
鼓舞村民发展斗志。同时又能将党
的政策和声音传到村民心中，让他
们在发展中不仅能‘富口袋’，更能

‘富脑袋’。”（本报嘉积5月25日电）

琼海阳江整合全镇行政村资源，打造新时代文明实践阵地

文明融入心田 生活更添滋味

■ 本报记者 原中倩 通讯员 陈颖

“绿壳鸡蛋我要50个。”“黑山羊
给 我 留 1 只 。”“ 野 生 蜂 蜜 还 有
吗？”……近日，在乐东黎族自治县抱
由镇红水村举办的消费扶贫集市现
场热闹非凡。短短2个小时的时间，
各种农特产品就被抢购一空。

这是我省开展消费扶贫的一个
生动缩影。5月20日，中国（海南）自
由贸易试验区制度创新案例（第三
批）出炉，包括12项制度创新案例。
其中，以市场为导向开创消费扶贫新

模式的创新案例尤为引人关注。
据介绍，以市场为导向开创消费扶

贫新模式，是我省在打赢打好脱贫攻坚
战道路上的积极探索，也是我省从机制
和模式上为巩固脱贫攻坚成果、探索
贫困群众持续增收迈出的坚实一步。

2018年10月10日，我省召开全
省消费扶贫会议，《消费有情 爱心无
价——海南消费扶贫爱心行动倡议
书》飘向琼岛各地，各市县、各部门积
极响应倡议，不断完善措施，全力开
创消费扶贫新模式。

2018年11月，我省打赢脱贫攻坚

战指挥部印发了《“爱心扶贫大集市”
百场百家活动方案》，在全省范围内组
织开展“爱心扶贫大集市”百场百家活
动，各市县也通过组织开展各种活动，
有力促进贫困户农产品产销对接，最
大限度减少滞销和积压，促进贫困户
增收增效。

2018年10月，省扶贫办主办、南
海网运营管理的“海南爱心扶贫网”
正式上线，迅速成为全省电商扶贫的
主渠道。在爱心扶贫网的带动下，各
市县主动在各大知名电商平台上开
设了消费扶贫专区，线上销售、购买
农产品成为海南的新潮流。

随着线上“爱心扶贫网”，线下

“爱心扶贫大集市”两大销售体系的
不断推进，形成了横向到边、纵向到
底、全面覆盖的消费扶贫一张网。

省扶贫办负责人表示，创建各类
有效载体广泛开展消费扶贫活动，既为
全社会提供了汇聚爱心的平台，又打通

了贫困户农产品销售的难点和痛点。
据统计，自去年10月全省启动消

费扶贫活动以来，截至今年3月底，全
省消费扶贫销售总额累计达到
7011.32万元，受益贫困户8.24万户
次。 （本报海口5月25日讯）

海南自贸区制度创新解码

指社会各界通过购买来自贫困
地区和贫困人口的产品与服务，帮
助贫困人口增收脱贫的一种扶贫方
式，是社会力量参与脱贫攻坚的重
要途径。通过线上线下多元渠道购
买贫困户的农特产品和服务，将慈

善行为与消费行为相结合。
我省通过“以购代捐”的方式开

展消费扶贫，不仅直接缓解了贫困
群众农产品销售难问题，还激发了
贫困群众通过发展产业脱贫致富的
热情和信心。

名词解释 消费扶贫

我省以市场为导向开创消费扶贫新模式

建载体搭平台 编织消费扶贫网

5月24日，在琼中黎族苗族自治
县，具有特色的“奔格内”慢巴穿行于
县城，成为一道风景线。

琼中首批30辆“奔格内”便民慢
巴于4月份投入运营，5条线路串起
学校、农贸市场、大型购物商场、住宅
区及政府办事机构等热门出行目的
地，实现打通人民群众出行“最后一公
里”的目标。

据悉，琼中“奔格内”便民慢巴实
行政府管理，交通运输主管部门负责
指导监督，收益将用于扶持农村贫困
户、公益型企业等。

本报记者 陈元才 通讯员 林学健 摄

琼中：

轻车慢行 绿色便民

◀上接A01版
有时一度与外界失联好几天。

在多重条件的制约下，常规的产
业扶贫难以从根本上解决问题。面对
这块难啃的“硬骨头”，地处生态核心
保护区的高峰村实行生态移民俨然已
成为根治“药方”。

2015年 12月，经过有关部门及
学者反复论证，《白沙黎族自治县南
开乡道银、坡告村民小组生态扶贫
移民实施方案》出台，确定了“搬得
出、留得住、能致富和区域生态修复
双赢”的总体目标。2017年元旦，作
为我省首个生态移民村，银坡村建
成投用，高峰村最为偏远的道银、坡
告2个自然村等共计30户建档立卡
贫困户下定决心搬出“穷山窝”，过
上新生活。

一个样本：
护了生态富了村民

“多亏生态移民这样的好政策，才
让我们从大山深处走出来，过上了好
日子。”搬迁至银坡村后，屋门依旧正
对着群山，窗外也是叠翠一片，从最初
的乡土难离，到现今的幸福感十足，银
坡村村民小组组长符国华心里晓得，
幸福的生活已经启程。

那么，现今的银坡村，有多好？
在群山环绕间的山坡上，20栋

两层小楼依序而建，共有 40 套新
房。“这都是政府出资规划建设好的

新房，每户住房约有115平方米，每
户每人还分配了 10 亩可开割的橡
胶林，我家当年有 4口人就拿到了
40亩。”符国华介绍，这里距离白沙
县城仅约20公里，村里还配套建设
了水泥路、饮水工程、污水处理设
施，已成为当地建设美丽乡村的成
功样本。

更为难得的是，银坡村的乡亲们
也不再是“日晒三竿起床，落日余晖喝
酒”，大伙们劳作创业的干劲十足。除
了部分村民被安排当护林员外，符国
华还发挥党员帮扶带动作用，与数名
贫困户在村外租下百余亩土地轮作种
植秋葵、龙须菜等。今年开始，他又寻
思着发展养蜂酿蜜产业，目前已尝试
养殖50多箱蜜蜂。

“咱村的百香果基地每年都有分
红，每月在这里干工能赚两三千块
钱，这比原来在深山里割胶赚得还
多！”正在基地里劳作的村民符海英
乐呵呵地说。据悉，政府还积极协
调村民将精准扶贫帮扶资金入股至
银坡村种养专业合作社，抱团发展
百亩百香果基地产业，并多举措扶
持村民发展禽畜养殖、养蜂、益智种
植等产业，大家的日子过得越来越
红火。

一场再动员：

第二轮生态移民将启动
49岁的符明荣在高峰小学当教

师已经23年了，由于家人住在县城
旁，他几乎每个周末都会骑摩托车往
返于牙叉县城和高峰村，也一点一滴
见证着银坡村的可喜变化。

符明荣介绍，近年来，随着白沙精
准扶贫工作加速推进，水泥路从县城全
程贯通至高峰村，近百间民宅瓦房也陆
续修缮一新。而且，在教育扶贫政策的
惠及下，高峰村更多的孩子们走出大
山，到县城就读公办校。“只有走出大山
深处，孩子们才能有更好的读书环境，
也才能有更好的希望与未来。”

近年来，随着海南建设国家生态
文明试验区提速，海南热带雨林国家
公园也在高峰村画了一个“圈”——方
通、方佬、方红这3个自然村均位于生
态核心区和南渡江源头，根据省委、省
政府部署，高峰村共计百余户将整村
实行生态移民，并拟定搬迁至距离县
城更近的乡镇。

白沙黎族自治县政府有关负责人
表示，对高峰村实行生态移民搬迁，人
为破坏生态环境的行为将明显减少，
这片位于鹦哥岭深处的生态保护区也

将得到休养生息，当地的教育资源和
人口素质也能得到优化。

对于这次生态移民再动员，不少
村民难掩顾虑，但更多的是充满期
待。因为大家看得到，高峰村生态移

民搬迁，一次比一次搬得离县城近，既
留住了绿水青山，也为当地的贫困群
众搬出了一片新天地。

从不想搬，到盼着搬，从解不开发
展与保护的“矛盾”，到找准生态与扶
贫的平衡点，白沙生态移民在探索实
践中，逐步实现了生态保护与精准扶
贫的双赢。

（本报牙叉5月25日电）

搬出穷山窝 敲开幸福门

白沙黎族自治县位于海南中部
山区，大部分区域被划为海南生态保
护核心区。位于鹦哥岭腹地的深度
贫困村南开乡高峰村，也被划在海南
热带雨林国家公园蓝图之内，实行生
态移民，谋划整村搬迁，成为绕不过
去的难题。

“生态移民，重点在‘搬迁’，难点
在‘稳住’和‘留下’。”在白沙黎族自
治县政府有关负责人看来，高峰村生
态环境虽好，但受限于交通等短板，
就地发展产业脱贫难度较大，只有从
大山深处搬出来，才能争取到更为宽
广的发展空间。但是，生态移民并不
是简单的“盖新房、搬新家”，而是要
按照我省提出的“十三五”期间生态
扶贫移民达到“搬得出，稳得住，能致

富”的目标，除了通盘考虑如何优化
搬迁户土地分配机制，引导当地农户
因地制宜发展产业外，还要在建设美
丽乡村的过程中，鼓励基层党员干部
对贫困群众做好“智志双扶”、教育扶
贫等工作。

可喜的是，短短 2 年多时间过去
了，从最初搬离故土的顾虑，到现今住
得亮堂、舒适，银坡村村民适应了新生
活，抱团发展产业的干劲十足；也有村
民当起了护林员，用心保护林木，不再
任性砍伐山林。更为难得的是，从最
初优先安排最为偏远的道银、坡告 2
个自然村实施生态移民，到现今谋划
高峰村整村搬迁，白沙始终坚守生态
红线，立足绿色发展的理念从未动摇，
步伐走得更加自信、坚实。（曾毓慧）

记者手记

生态搬迁，“移民”更要“富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