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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水一战”打赢脱贫攻坚战
聚焦“两不愁三保障”

琼台师范学院开展
“以购代捐”消费扶贫活动

本报定城5月29日电（记者邓钰 特约记者
司玉 通讯员王丽云）“自家产的新鲜蜂蜜、花生
油，来看一看哟。”5月29日，定安县新竹镇水竹
村的村委会办公大院内热闹非凡，琼台师范学院
联合水竹村开展的“以购代捐”消费扶贫活动在此
举行，村民们运来了蜂蜜、花生、羊肉、花生油等诸
多扶贫农副产品，忙碌地叫卖着。

琳琅满目的农副产品吸引了琼台师范学院的
教职工和帮扶责任人前来选购。大家有序地将农
副产品分装进袋，将购买的农副产品整齐摆放。

“只用半个多小时，今天带来的蜂蜜就卖光了，客
人们还预订了一批呢。”村民李花高兴地说。

据了解，为确保活动的顺利开展，在水竹村
“两委”干部、驻村工作队的配合下，琼台师范学院
有关部门提前摸底了解了水竹村农副产品的产
量、销售渠道、价格等。据统计，此次活动是今年
以来开展的第3次“以购代捐”消费扶贫活动，当
天共卖出2.5万余元农副产品。今年以来，该院
在水竹村购买农副产品累计21万余元。

琼台师院相关负责人表示，“以购代捐”消费
扶贫活动作为琼台师院探索“造血式”精准扶贫，
2018年开展类似活动消费累计32万元。

琼海今年前4月爱心扶贫产品
交易额299万元

本报嘉积5月29日电（记者袁宇）海南日报
记者5月29日从琼海市扶贫办获悉，今年以来琼
海市广泛动员，多措并举，在全市范围内开展消费
扶贫行动，汇聚全社会爱心促进广大贫困户增产
增收。截至4月底，琼海市爱心扶贫产品累计交
易额已达299万元。

据了解，为推进消费扶贫工作，琼海市印发关
于开展消费扶贫行动的通知，向社会发布《消费有
情，爱心无价》消费扶贫爱心行动倡议书。同时，
琼海市还通过举办“消费扶贫暨元宵大集市”活
动、“三月三”爱心消费扶贫大集市活动等消费扶
贫集市，爱心企业一对一结对帮扶等措施，通过爱
心认购模式鼓励带动全市机关干部、爱心企业家
和广大群众积极助力爱心消费扶贫。

今年1月至4月，琼海市已有113个单位落实
临时团购模式，向贫困户或有贫困户纳入的合作
社实施认购农产品。此外，琼海有49个机关单位
食堂、学校食堂、医院食堂等，落实定向认购贫困
户农产品。

本报海口5月29日讯（记者计思
佳）20个农药瓶换一包盐、4杯烟头换
一袋洗衣粉、80个矿泉水瓶换一块洗
衣皂……5月29日下午3时，海口首
家农村垃圾兑换超市在海口市美兰区
灵山镇群山村蔬菜基地正式开业，半
天时间就吸引了13名农户带着垃圾
前来兑换积分。

垃圾兑换超市由省无公害农产品
协会、海口海农协蔬菜产销专业合作
社联合筹建，每周对外开放半天。
超市重点回收利用价值小但对土壤
危害较大的农药包装废弃物、塑料
垃圾等，农户将垃圾送到超市后既
可兑换积分，也可兑换生活用品。

海南日报记者在现场看到，垃圾
兑换超市位于群山村蔬菜基地内。门
面不大，是一间18平方米的集装箱
房。崭新的两层货架上整齐摆放着食
盐、洗衣粉、洗衣皂、洗手液、沐浴液等
日用品，角落处还有一个专门给垃圾
称重的电子台秤。

省无公害农产品协会会长程方
遒介绍了成立超市的初衷：“相对于
市区，农村环卫基础设施薄弱，收运
体系不健全，很多垃圾都被农民随
手扔到地里。特别是农药瓶、农药袋
这类有化学成分残留的农业垃圾，没
有回收价值，但扔到田间地头会造成

土壤污染。若农民自己焚烧，还会产
生二噁英，对人体、农作物、土壤都会
造成危害。”

今年3月，省无公害农产品协会
赴安徽、浙江农村考察时，发现当地垃
圾兑换物品、积分的模式简便易行效
果好，遂决定将其引入海南。

因前期已做过宣传，超市一开
门，前来兑换物品的农户络绎不绝。
当天，来自广西的菜农刘树德成为

“收获”最多的人。他骑着电动三轮
车赶来，车上装了满满4麻袋农业垃
圾。合作社工作人员打开麻袋，将所
有垃圾进行分类，最后统计出刘树德
一共带来了353个农药瓶、150个农
药袋、8斤其他塑料，共得积分61分。

“我是去年5月来海口租地种菜
的，这些垃圾我攒了一年。知道农药
瓶、农药袋对土壤有污染，所以也不敢
乱扔，全部堆在菜地旁，但也不知道怎
么处理。”刘树德说，现在有了垃圾兑
换超市，不仅让垃圾有了好去处，农民
也得到了实实在在的收益。

1积分就是1元钱，刘树德一共可
以兑换61元的商品。站在货架前，他
和妻子一起挑选了2瓶沐浴液、3袋洗
衣粉、1瓶洗手液、2包食用盐。“以前
洗涤用品都需要去镇上买，今天兑换
的可以用3个多月了。我还剩13个

积分，下次积攒了垃圾再来一起兑
换。”刘树德夫妻俩开心地抱着兑换来
的日用品满载而归。

兑换的生活物品都是经过考量
的。“菜农户外劳动强度大，出汗多，身
体衣服沾染泥土多，因此兑换商品较
多选了洗衣、洗手、沐浴用品。我们还
发现一些菜农有用洗洁精洗手的习
惯，会对皮肤会造成伤害，因此特意选
购了洗手液供其兑换使用。”海口海农
协蔬菜产销专业合作社工作人员邓玉
清说，兑换物品是其次，关键还是促成
大家养成垃圾分类和及时清理农业废
弃物的好习惯。

农村垃圾兑换超市是推动农村垃
圾分类、提升乡村生态环境的创新举
措，但其运营模式能否持续、长久，是
大家关心的问题。

目前超市可以兑换积分的垃圾
为：农药包装瓶、农药包装袋、烟头、饮
料瓶、其他塑料、易拉罐。

“在政府不予补贴的情况下，我们
可凭自身力量维持两家兑换超市的开
张运营。第二家计划今年6月在美兰
区灵山镇美庄村开张。”程方遒的愿
望是能将垃圾兑换超市开到 10 家
到20家。

“希望农业、环卫、环保等部门及
地方各级政府能够予以一定补贴，同

时处置利用废旧农药包装物的财政
资金向前端的回收环节倾斜。协会
也将向有关公益基金会争取部分资
金，让超市持续运转下去。我们还希

望垃圾兑换超市能够进驻各村文明
实践站，或者可以参照安徽、浙江的
模式，让各村委会成为开办超市的主
体。”程方遒说。

海口首家农村垃圾兑换超市开张
送来农业垃圾，带回生活用品

本报三亚5月29日电（记者李艳
玫）2019三亚华人华侨投资暨创新创
业洽谈会（以下简称“三亚华洽会”）将
于5月31日开幕。海南日报记者5月
29日从三亚华洽会组委会处获悉，会
议邀请嘉宾 956 人，其中省外嘉宾
555人，各项准备工作基本就绪。

在三亚华洽会举办地点三亚湾红
树林国际会议中心，记者看到，彩旗、海
报、贴纸等宣传物已布置完成，各会场
已搭建舞台、音响、灯光等设备，工作人
员正进行最后的确认与调整。在三亚

凤凰国际机场、三亚火车站已设置会
议嘉宾接机接站服务台，会议报到处
已启用，参会嘉宾已陆续到达会场。

5月29日下午，三亚华洽会组委
会各工作组组长还前往现场检查督导
会议场地、住宿、用餐等各项准备工作
情况，协调解决问题。

据了解，三亚华洽会组委会将从
交通、会场、酒店3个层面进行安全

保障工作，保障会议安全举行。酒店
方面安排了管家服务，让参会嘉宾有
一个舒适、贴心的参会体验。餐饮
上，主办方安排了文昌鸡、椰子饭等
海南特色菜肴。此外，参会嘉宾还将
欣赏到海南黎族、苗族特色歌舞、技
艺等节目。

三亚华洽会设置了1场主论坛、8
场分论坛和1场路演活动，活动内容

安排上，既有突出与华人华侨紧密交
流对接、与经济融合互动的特色活动，
又兼顾了华人华侨实地参观感受三亚
环节，呈现“主题突出”“方向集中”“项
目层次高”“支持力度大”四大亮点。

据三亚华洽会组委会相关负责人
介绍，大会紧扣“聚焦侨力、共享机遇，
助推海南自贸区（港）建设”主题，突出
华人华侨主体，聚焦创新创业重点，共

谋交流，共谋发展；内容上围绕海南的
十二个重点产业，突出华人华侨财富
管理暨金融科技、全球医疗器械产业
创新发展、数字贸易战略、空天产业、
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吸引来
自全球的知名创业导师和成功企业家
为海南发展建设献策献计；项目层次
上，借力三亚华洽会平台，推动优质项
目签约。

三亚华洽会明天开幕
956位嘉宾将与会

扫码看海口首家农业垃圾
兑换超市开张

拍摄 剪辑 陈若龙菜农刘树德（右）挑选生活
用品。

海报集团全媒体中心记者
陈若龙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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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夹生干部”只能做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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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日报：一个孙小果何以搅得
人心难定？孙小果案，久问之下，终有
结果。一两次通报可能难以平息质疑，
但不断释放真实信息，便能满足公众知
情权；与民意形成良性互动，便能减少
谣传。一个孙小果搅得舆论场不平静，
更拖累云南形象，值得反思。请牢记：
公平正义是执法司法工作的生命线。

@半月谈：奇葩作业何以频频变
味？近日，一些小学、幼儿园老师留
的奇葩作业引发热议。这背后是“钻
了牛角尖”的创新教育，不仅为难了
孩子，还加重了家长负担，使教育本
末倒置。遏制奇葩作业，需要学校回
归育人本位，也需要家校双方相互理
解，共同清除彼此之间沟通的障碍，
避免教育方式偏离初衷。

@福建日报：别玷污了国学的尊
严。随着国学的渐热，伪国学和非国
学也肆意泛滥。一些挂着国学头衔
的机构，看似是搞学术研究，实则是

“挂羊头卖狗肉”，大肆收敛钱财。国
学泛滥已是不争的事实，相关部门除
了积极取缔非法的国学组织外，更应
严把“高峰论坛”的准生关，同时还要
提醒呼吁社会各界识破非法国学真
面目，绝不能让无良之辈玷污国学尊
严，亵渎文化自信。 （邓 辑）

明面上承包土地养羊，暗地里却
偷偷采矿外销，遗留 3 个石坑，面积
17903 平 方 米 ，最 大 坑 深 达 11.7 米
……据南国都市报报道，近日，省第二
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决，被告杨某、海
南某农业公司共同赔偿地质环境修复
费用 361 万余元，同时向公益诉讼起
诉人支付鉴定评估费用8.8万元。现
一审判决已经生效。

打着山羊繁育的幌子，做着非法
采矿的勾当，作案者真可谓是狡猾至
极。事实上，如此“挂羊头卖狗肉”、名

不副实、表里不一的做派，正是当前生
态环境问题的一个缩影。在监管趋
紧、举措趋严的背景下，明目张胆破坏
生态环境者少了，但暗地里偷偷摸摸
违法乱纪者依然很多。一些人、一些
企业总是眼红于生态环境里的非法收
益，想方设法找制度的漏洞、钻制度的
空子。对这类隐匿破坏乱象，尤其要
重点防范、从严整治。

不过，需要提醒破坏者的是，给生
态“留坑”，迟早会坑了自己。3 个石
坑被判罚 361 万余元，作案者恐怕得
疼上一阵子，甚至要悔不当初了。事
实上，从最初的“谁污染谁治理、谁破
坏谁修复”，到今年初海南出台生态环

境破坏“应赔尽赔”新规，生态环境治
理逐渐配上了具有极大“咬合力”的

“钢牙利齿”，破坏生态环境者随时可
能面临天价赔偿。所以，一旦误入生
态破坏的歧途，前进一步便是深渊，万
万不能心存侥幸、耍小聪明。

那么，如何才能让为非作歹者及
时现形？就本案来看，其中一个亮点
就是检察机关的公益诉讼。为了公共
利益及时提起诉讼，这不仅是检察机
关的职责，也是广大群众的责任。但
是，公益诉讼多是说起来容易做起来
难。生态环境问题损害的是公共利
益，鲜少直接影响个人利益，于是，一
些群众便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明知其

违法却置之不理。殊不知，生态环境
破坏吃的是祖宗饭，砸的是子孙碗，如
若置之不理，不仅殃及当下，甚至波及
未来，与每个人息息相关。

基于此，针对生态环境损害、破坏现
象，社会的每一分子都不能做头埋沙堆
的鸵鸟，对问题视而不见，相反，要积极
行动起来，拿起公益诉讼等制度利器，严
惩各类破坏者。事实上，在我们身边，背
地里依然有偷挖盗砂者，私下里仍然有
污水乱排者，暗地里依然有毁林违建者
……他们之所以有恃无恐，一个重要原
因就是自认为监管鞭长莫及、难伤己
身。只要社会大众激发起对生态环境保
护的热情，将新闻中的公益诉讼推而广

之，把守护环境当成自己的事，定能让破
坏者无处藏身，受到应有惩处。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良好生
态环境是一笔既买不来也借不到的宝
贵财富，破坏了就很难恢复。然而，虽
然我们一再强调生态环境的重要性，
一些破坏者却总是不惜以身试法，甚
至明里不行暗里来。魔高一尺，需道
高一丈。面对愈加隐秘、顽固的生态
环境破坏行为，唯有像此次判决一样，
及时干预，严加惩处，才能让破坏者疼
在身上，汲取教训；唯有广泛激发起人
们保护生态环境的热情、责任心，才能
织就立体式、全覆盖的保护网，精心呵
护好海南发展的最大本钱。

医保基金是老百姓的“救命钱”，
能大大缓解人们的后顾之忧。与此同
时，由于公立医疗机构补偿机制不完
善、民营医疗机构不当逐利，一些医疗
机构想方设法通过吸引患者就诊、提
高人均就诊费用、增加就诊次数等方
式，来提高营收。如何打击欺诈骗保，
越来越成为医保工作的重要事项。

骗保行为之所以发生，一方面在
于套取医保基金的花样繁多，诸如收
买病人、虚假住院、多记虚记费用等
等，令人防不胜防；另一方面在于定点
医疗机构重要的收入来源是医保资
金，但对医保基金“出水口”的管理仍
比较落后，加之医疗行业信息不对称，
患者的需求往往由医生引导决定，这
让骗保可能性长期存在。

医保基金不是“唐僧肉”。堵住监
管漏洞，不仅需要加大打击力度，加大
检查力度，加大曝光力度；从长期来
看，更需转变医保领域的治理理念，用
健康大数据甄别合理、必要的医疗行
为，“识别”出欺骗行为，减少骗保现

象，看牢“救命钱”。
健康大数据不仅可以结合当地人

群疾病特点、就医习惯等，对每位参保
居民进行健康“画像”，还可以“算”出
其可能的就诊行为，使医保能够精准
识别合理、必要的医疗服务行为。去
年我国印发的《关于促进“互联网+医
疗健康”发展的意见》提出，大力推行
医保智能审核和实时监控，将临床路
径、合理用药、支付政策等规则嵌入医
院信息系统，严格医疗行为和费用监
管。最近，国家医保局公布的《医疗保
障基金使用监管条例（征求意见稿）》，
明确“构建本地区医疗保障智能监控信
息系统”。天津、上海等地已经开始运
用大数据监管基金使用，分析和筛查疑
点。用大数据推动靶向监管，必将有助
于让骗保行为无处遁形。

打击骗保并非一蹴而就。用大数
据监控的技术手段，辅之以重拳打击
的惩戒措施，并发动每个参保人自觉
守护“救命钱”，将有助于形成“不能
骗”“不敢骗”的氛围。“盯”紧每一分
钱，确保医保基金用在关键处，才能更
好推动健康中国建设。

（摘编自5月29日《人民日报》）

“说他不懂，也不是一点儿都不懂，多少知道
一些；说他懂，分内的事儿又办不明白；说他不作
为，但人家也干活了。你说急不急人？”某县委书记
说。有些地方的业务干部对分管业务不熟悉，对最
新政策一知半解，工作总是落实不到位。遇到问
题自己不懂，也不深入学习研究，这种“夹生干部”
已成为改革发展路上的绊脚石，影响基层政策落
实，甚至衍生软性不作为。（5月29日《半月谈》）

这对“夹生干部”的画像可谓十分精准。不必
讳言，现实中确实存在许多这样的干部。“夹生干部”
永远做不出一锅好饭，目之所及，许多好政策因为

“夹生干部”一知半解，没有得到落实；许多好建议就
因为“夹生干部”自以为是，没有发挥应有作用。

分析“夹生干部”的由来，不能不提干部专业
能力的缺失。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已经进入新阶
段，无论是当好“人民的服务员”，还是服务发展的

“店小二”，干部必须要有“两把刷子”，成为领域内
的“行家里手”。前不久新修订的《党政领导干部
选拔任用工作条例》明确要求，新时代干部须过

“五关”，其中就有能力关，包括专业能力、专业素
养、专业精神等。船到中流，无论是抓发展还是惠
民生，都需要有专业思维、专业素养、专业方法，需
要静下心来学习。现在已经过了靠经验、靠热情
的阶段，“拍脑袋”最终只会“抓脑袋”。

除了能力之外，还要看到作风问题。在这则
报道中有这样一个事例，北方某地有群众多次打
市民热线，寻求保护家门口的两棵古树，但乡镇干
部和林业干部均以“不属实”为由，予以回绝。最
终在媒体报道下，有关部门介入，调查发现全县实
际有古树名木160多棵，远远超出当地林业局古
树保护名录上记录的9棵。这乍看是能力问题，
但实际上是作风问题。一方面是古树名木调查不
实，另一方面是对群众反映的问题不理不问。

细究“夹生干部”的能力短板，有的只需要查
一下资料，有的只需要打一个电话，有的只需要到
现场看一看……但这些干部就是一知半解、不懂装
懂，把简单事办复杂，把好事办砸了。对于一般人来
说，一知半解都是一个大问题，对于领导干部来说，
更有可能出“大纰漏”。现实中，很多机遇就是这么
错失了，很多工作就是这么耽搁了，很多民心就是这
么辜负了。“夹生干部”只能做出一锅夹生饭。对“夹
生干部”不能止于教育，有必要让其回炉重造。

本版言论只代表作者个人观点
投稿信箱：hnrbpl@163.com

近日，有多位网友反映，山东省
聊城市东昌府区组织的教师招聘考
试存在题目泄露问题，当地一家教育
机构在考前押中了70%的题目，有考
生称连“行间距甚至错别字都一模
一样”。媒体调查发现，此次考试的
大部分题目和2018年山东省齐河
县教师招聘考试题目大面积重合。

此事是存在泄题情况，还是命
题人责任缺失、违规操作，还有待当
地专案组的进一步调查。但不管是
偶然还是蓄意，这一事件都已经伤
害了事业单位招聘考试的公信力。

一方面需要有关部门自证清白，另
一方面也需要专案组秉公调查，给
参考人员和社会一个交代。更为重
要的是，需及时修补制度漏洞，维护
事业单位公开招聘的公信力和权威
性，营造公平公正的用人环境。这
正是：

偶然或蓄意，
命题怎儿戏？
秉公严调查，
重建公信力。

（图/王铎 文/邓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