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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安6月份共拆违
6852.6平方米

本报定城6月30日电（记者袁宇 特约记
者司玉 通讯员陈春羽）6月30日，海南日报记
者从定安县政府相关部门获悉，自6月份启动

“两违”集中拆除月行动以来，该县持续加大巡
查力度，对新增违建保持“零容忍”态度进行打
击。目前，定安县 6 月份共拆除 30 宗违法建
筑，涉及违法占地面积6068平方米，建筑面积
6852.6平方米。

6月28日，定安县富文镇、新竹镇联合县综
合执法局等有关部门开展违法建筑集中拆除行
动，对富文镇田头村1处占用林地违法建筑、新
竹镇禄地村2处占用基本农田违法建筑依法进
行了强制拆除，总拆除面积1576平方米。

富文镇、新竹镇3处违法建筑占用林地、基
本农田建房，执法人员发现后，分别对3处违建当
事人违法占地建房下达责令整改通知书，责令当
事人在规定时间内恢复土地原状。但当事人无视
通告，逾期拒不执行。最终，富文镇、新竹镇联合
县相关部门对上述3处违法建筑进行了强制拆
除，涉及违法占地面积792平方米，违法建筑面积
1576平方米。

据悉，定安县将不断完善违法建设治理长
效机制，继续加大巡查力度，对新增违法建设保
持“零容忍”态度，同时，要求每镇每月集中拆
除一处典型违建，形成多方参与、群防群治、共
同治理的工作格局，持续推动整治“两违”工作
深入有效。

■ 本报记者 周月光
特约记者 李珂

“我的目标是做大‘荣耀’品牌，
带动越来越多贫困户一起脱贫致
富。”6月27日，在儋州市中兴大街海
南荣耀鑫五金贸易公司，29岁的羊
志显对海南日报记者说这番话时，声
音洪亮，信心十足。

没有人能想到，就在2年前，羊
志显一家还是儋州市中和镇五里村
建档立卡的贫困户。

创业改变贫穷命运

“一家9口人，挤在不到60平方
米的破旧矮房中，最害怕的事就是回
家。”羊志显回忆起小时候，家里只有
5亩多地，父母日夜劳作，还是连干
饭也吃不上，家里住的房子还是60
多年前建的，早已成为危房，“天下大
雨，屋里下小雨。”

家里穷，羊志显发奋读书，最终考
取成都理工大学。大学4年，他申请国
家助学贷款2.4万元，当过家教，派过
传单……2013年，他毕业后，到广州、
深圳、海口等地从事过销售行业。

2016年，羊志显家被评为建档
立卡的贫困户。作为一名大学生，他
不得不接受这个现实。同时，他也暗
下决心：一定要尽快摘掉贫困户的

“穷帽子”。
2017年4月，他东拼西凑了15

万元，注册成立海南荣耀鑫五金贸易
有限公司，代理推销电工照明产品。

“虽然我做过五金销售，但儋州的五
金店店主我都不认识，上门推销新产
品，开始没有人理我。”羊志显说，为
与目标五金店的店主混熟，他想了个
办法：以顾客名义隔三差五去购买产
品，购买过程中与店主聊天，使店主
不知不觉对他推销的产品感兴趣，最
终愿意试销。

通过这种办法，3个月后，羊志

显在儋州发展了60多家五金店成为
他的客户，公司销售额不断攀升，2017
年7月达到5万元。然而，天有不测风
云。当年8月下旬，销量急剧下滑，产
品大量积压，资金周转困难，连仓库租
金都没着落。原来，当地有个特别的
风俗，农历7月不宜装修房子。

羊志显陷入困境。走投无路之
际，他意外得知儋州小额贷款担保
中心有创业担保贷款，他立即找到
相关部门，顺利地办完贷款手续，很
快拿到10万元创业担保贷款。靠
这10万元贷款，羊志显不仅解决了
资金周转困难，又买了一辆小货车，
业务范围迅速从儋州扩展到其他多
个市县。

“创业担保贷款真是救命稻草。”
羊志显发自内心地感谢国家的好政策。

2017年底，羊志显家建成新房，
终于告别住了几十年的破落窄小的
老屋，摘掉了建档立卡贫困户的“穷
帽子”。

致富不忘回馈社会

羊志显创业一路走来，十分不易。
刚开始，他既当进货员又当业务员，既
当驾驶员又当服务员……一个人撑起
公司的全部业务。随着公司发展壮大，
他逐步增加人手，聘请了13名工作人
中，其中3人是建档立卡的贫困户。

羊志显常听说有贫困家庭子女想
外出打工，但苦于找不到领路的人，他
理解他们并非常愿意帮助他们，公司
在招聘新的工作人员时，同等条件下，
他都是优先聘请贫困家庭的子女。

创业脱贫致富不忘党恩。去年
7月，羊志显主动找到儋州市小额贷
款担保中心，提出捐助一批五金器材
给贫困户。随后，有关部门经过摸底
调查，在儋州市大成镇新风村和中和
镇五里村，挑选45户刚刚危房改造
的建档立卡贫困户，羊志显给他们送
去价值3万多元的节能灯、电线、插

座等五金器材。
“小时候，我家里的灯都是昏暗

的小钨丝灯，看到邻居家有明亮的节
能灯，非常羡慕，但我家买不起。”羊
志显说，买一盏节能灯，对普通家庭
来说不算什么，但对于还在生存线上
挣扎的贫困家庭来说，可能还是一笔
舍不得的开支，在力所能及的范围
内，他希望帮助那些特别困难的家庭
家里晚上能有更明亮的光。

海南荣耀鑫五金贸易公司，从
2017年4月创业，短短2年多时间，发
展了1000多家客户，业务范围遍及
儋州、洋浦、临高、昌江、澄迈、东方、乐
东、白沙等8个市县区。羊志显不仅
自己创业脱贫致富，还带动身边更多
贫困户一起脱贫致富。

日前，在人社部主办的“第二届
全国创业就业服务展示交流活动”
中，羊志显是贫困户创业就业海南唯
一入选的典型。

（本报那大6月30日电）

琼海开展
消费扶贫活动

本报嘉积6月30日电（记者
袁宇 通讯员吴育妹）6月29日，琼
海市供销社联合市扶贫办、中原镇
等单位，在中原镇举办“爱心扶贫集
市，小康路上同行”主题活动，帮助
推广销售贫困户农产品，助力打赢
脱贫攻坚战。

在爱心扶贫大集市上，蔬菜、胡
椒、辣椒酱、土鸡蛋等20多种农产
品整齐摆放，帮扶干部和贫困户“变
身”售货员，热情向过往群众、游客
推销各类农产品。活动刚开始不到
10分钟，“网红生态大米”、蔬菜等
绿色健康农产品就被一抢而空。活
动中，不少帮扶干部更是踊跃自掏
腰包，以实际行动助力消费扶贫。

家住中原镇的李小芳表示，这
些产品都是贫困群众家里种的，“我
们购买这些产品，还能帮助他们改
善生活。”

据了解，这次爱心大集市活动
销售收入共1.63万元。琼海市供
销社负责人表示，下半年，市供销社
还将在其他镇（区）举办多场爱心大
集市活动,帮助贫困群众增收致富。

本报海口6月30日讯（海报集
团全媒体中心记者庄晓珊）6月30
日，海南爱心扶贫网第34期销量排
行榜和订单排行榜公布，截至当天
16时，海南农垦、陵水、澄迈继续占
据销量排行榜前三名的位置。在订
单排行榜上，琼海忠锐生态大米、陵
水祖关茶树菇和乐东咯咯香农家鸡
蛋分别位居订单排行榜上前三名。

在海南爱心扶贫网第34期销量
排行榜上，海南农垦以608.6万余元
蝉联冠军。琼海忠锐生态大米销量
继续领先，销售量累计9409件。

近日，海南爱心扶贫网重点推荐
来自保亭的茶树菇和红毛丹。

保亭什玲镇茶树菇种植基地，主
要发展茶树菇种植项目，包括毛天村
茶树菇种植项目、什玲村茶树菇种植
项目和椰村茶树菇种植项目，采用

“专业合作社+合作社+贫困户”的模
式进行发展，目前带动贫困户233户
891人发展。

该合作社主要销售鲜菇和干菇，

逐步打造什玲镇茶树菇品牌，往后将
带动更多的贫困户脱贫致富。消费
者每购买一份茶树菇，即可帮扶贫困
户收入6元。

保亭出产的红毛丹果肉可口、品

质优越。七仙影是保亭红毛丹国家地
理标识产品的授权企业，该企业出品
的保亭绿色有机红毛丹入选金砖峰会
水果供应，成为国宴水果供应商之一。

据了解，该企业提供线上线下

相结合的销售服务，帮助当地合作
社、贫困户销售农特产品，其间接带
动100多户贫困户、直接带动4户
贫困户发展，以实际行动助力精准
扶贫。

“背水一战”打赢脱贫攻坚战聚焦“两不愁三保障”

排名

1

2

3

4

5

6

7

8

9

10

商品名称

「琼海」忠锐农业开发有限公司的生态大米

「陵水」本号镇电商扶贫中心的茶树菇

「乐东」海南顶香生态农业有限公司的农家鸡蛋

「白沙」富涵家禽专业合作社的虫草鸡蛋

「海垦」南金农场公司的扶贫南海茶

「澄迈」沙土甘薯地瓜合作社的桥头地瓜

「陵水」澄迈慧牛种养农民专业合作社的牛肉

「保亭」保亭指山现代农业公司的黄金百香果

「海垦」海垦大丰咖啡产业集团的母山咖啡

「澄迈」贫困户李运山的农家土鸡蛋

累计销售量（件）

9409

8794

5553

4973

4173

3597

2568

2554

2447

2291

海南爱心扶贫网订单排行榜
（第34期）

海南爱心扶贫网销量排行榜

（第34期）

排名

1

2

3

4

5

6

7

8

9

10

地区

海垦

陵水

澄迈

定安

海口

临高

白沙

乐东

万宁

保亭

金额（元）

6086982.94

5572869.91

4976027.78

3557012.70

3464772.78

3058142.71

2765978.74

2257071.94

1393030.81

1305439.85

备注：以上排名根据海南爱心扶贫网数据进行统计，统计时间：2019年6月24日至2019年6月30日

儋州五里村羊志显从打工仔到总经理，打拼2年多摘“穷帽”

白手起家艰苦创业 致富不忘贫困乡亲

海南爱心扶贫网第34期榜单揭晓

海南农垦以608.6万余元蝉联冠军

本报海口6月30日讯（记者赵
优 通讯员谢琛）今后我省酒店业从
业人员可以通过旺季上班淡季学习
的“旺工淡学”等灵活方式参加学历
教育和技能培训，学历教育的学费、
教材费，职业资格考试费用全都由财
政全额补贴。这是6月30日下午，海
南日报记者从《海南省酒店业人才培
养实施方案》（以下简称《实施方案》）

新闻发布会上获悉的。
《实施方案》提出我省酒店业人

才培养的目标：从2019年开始启动，
完成招录不同层次学历教育学员人
数不低于3000人，其中获得国际、国
内职业资格证书或职业技能等级证
书（认证）人数不低于1000人；力争
到2025年，接受学历教育人才培养
规模不低于30000人，其中获得国

际、国内职业资格证书或职业技能等
级证书（认证）人数不低于6000人。

《实施方案》提出，实行产教融
合、校企合作、“旺工淡学”，推进“1+
X”证书制度特色改革，创新产教融
合人才培养模式。申报参与酒店业
人才培养的学校将联合行业企业共
同制定人才培养方案，结合海南酒店
业行业季节特点，针对培养对象的实

际，建立自学为主、辅导为辅、工学结
合及校企联合培养的教育机制。

按照《实施方案》，与海南酒店企
业签订劳动合同且在海南酒店实际就
业的在职员工，参加学历教育并取得
毕业证书后可向财政申请学费补贴，
教材费由省财政全额承担。对取得职
业资格证书的学员，可凭职业资格证
书向省财政申请考试费全额补助。

我省酒店从业人员可“旺工淡学”，学习费用将由财政全额补贴

旺季做市场 淡季大练兵

万宁强化网格化管理
推进“双创”工作

本报万城6月30日电（记者袁宇 通讯员梁
振玮）近日，海南日报记者从万宁市委相关部门获
悉，为深入推进“双创”（创建国家卫生城市和省级
文明城市）工作，该市将城区分为19个大网格
143个小网格，建立起责任全覆盖、管理无缝隙、
情况全掌握、服务无遗漏的网格化管理服务体
系。其中，每个大网格由一名市领导负责，全面强
化网格化管理模式，提升城市管理水平。大小网
格通过互联互通、资源共享、整体运行，共同推动

“双创”工作深入开展。
万宁市委相关负责人表示，“双创”工作涉及

领域广，涉及行业多，需要全社会各界共同参与。
将城区细化成若干个网格，旨在达到监督管理无
盲区、创建工作无死角的目的，同时通过党员干部
带头，带领市民积极参与“双创”。在网格化“双
创”过程中，网格巡查队通过常态化开展“双创”工
作巡查，将巡查中发现的基础设施破损、垃圾无人
清理等情况通过联系机制及时上报，会有相关部
门第一时间协商解决。

万宁市还将利用各个大小网格强化对“六小
行业”的管理，依法整治各类违法行为，坚决拆除
影响城市形象的户外广告、阳棚雨披等，为市民创
造良好生活环境。

临高新盈镇贫困户坚拒危房改造，
驻村工作队啃下难题——

王不兰搬新家了
■ 本报记者 张惠宁

临高新盈镇和贵村贫困户王不兰
最近逢人就喜笑颜开，还邀人去她的
新家坐一坐。原来在6月15日，她搬
进新居了。

6月21日，海南日报记者到访王
不兰的新居。新居占地约100平方
米，建筑面积有66平方米，屋里设有
卫生间。三四米宽的不锈钢大门，房
屋的窗户宽大，玻璃透亮，充足的光线
透进屋里。房屋层高4米，屋中间楼
梯盘旋而上。

据介绍，王不兰家的房子地基按
三层楼奠基，将来如果有条件可以往
上加盖。驻临高新盈镇和贵村乡村振
兴工作队队长杨勇宏告诉海南日报记
者，王不兰家的危房改造，共花了17
万元，其中政府危房改造资金是6万
元，其余的钱是帮扶单位和社会捐助。

早在2017年，王不兰家的房子就
被列入D级危房，政府当时就想支持
她家建新房。可是由于各方面的原
因，王不兰屡次拒绝政府的帮助。

直到今年2月20日，乡村振兴工
作队进驻和贵村，这个难题才得到解
决。

驻村第一天，村干部就将王不兰
不愿接受政府帮助的事情和原委都告
诉了杨勇宏。“不能丢下一个贫困户”，
抱着这样的决心，杨勇宏多次带队登
门给王不兰做思想工作。在他的坚持
下，王不兰也从谩骂、诅咒等抵制行
为，到慢慢地开始愿意敞开心门交流。

3月14日，王不兰终于同意动工
建新房了。

如今住进新房子，王不兰笑了。
搬进新家那一天，王不兰紧握着杨勇
宏的手说，没有政府的帮扶，没有驻村
工作队为她的住房问题积极奔走，她
就住不上新房子。

（本报临城6月30日电）

乡村振兴工作队在行动

6月26日，琼海市博鳌镇北山村，农户在进行田
间管理。每年夏秋两季水灾、风灾频繁，影响粮食生
产，如今水稻也有了农业保险，农户种粮更有保障。

本报记者 袁琛 摄

水稻上保险
种田更踏实

截至今年
6月20日

制图/陈海冰

扫黑除恶进行时

澄迈举行
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成果展

本报金江6月30日电（记者李佳飞 通讯员
于亚楠）日前，全省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成果展在澄
迈县金江镇绿地广场拉开序幕。展览时间为6月
26日至7月8日，展示内容为全省、澄迈县扫黑除
恶专项斗争成果展览图片。

活动期间，澄迈县组织各系统、各单位人员进
行参观，并设置全民开放日吸引群众参与。

成果展图文并茂、案例鲜明，充分展示了开展
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工作以来全省各部门积极联
动、奋勇斗争所取得的丰硕成果。

6月30日，在金江镇绿地广场，海南日报记
者看到，展览吸引了众多群众驻足观看，其中有群
众表示，扫黑除恶大快人心，为有关部门的高效行
动点赞。

此前，澄迈县各镇还举办了为期10天的扫黑
除恶专项斗争成果展巡展，宣传效果良好。

昌江8个乡镇成立监察室
实现监察全覆盖

本报石碌6月30日电（记者刘笑非 通讯员
李其本）海南日报记者6月30日从昌江黎族自治
县监察委员会获悉，近日昌江8个乡镇的监察室
陆续挂牌成立，标志着昌江监察体制改革向基层
延伸取得了阶段性成果。

据了解，昌江于日前印发了《关于昌江黎族
自治县监察委员会向乡镇派出监察室的实施方
案》，县监委向8个乡镇派出监察室，与乡镇纪委
合署办公，实行“一套工作机构、两个机构名
称”，在县监察委员会和乡镇党委的领导下开展
工作。派出监察室中，设主任、副主任各1名，同
时设专职纪检监察员2至5名，由具有公务员身
份的党员担任。

“《监察法》规定的六大类监察对象，乡镇几乎
都有涉及，监察对象向基层延伸的同时，监察监督
相应地要向基层延伸。”昌江县纪委监委相关负责
人表示，基层党风廉政建设还存在不少薄弱环节，
基层“微腐败”等问题时有发生，因此强化对基层
所有行使公权力的公职人员的监察监督全覆盖势
在必行，而此次向8个乡镇派出监察室，旨在填补
以往乡镇纪委监督存在的“盲区”，以监督全覆盖
来补漏洞、硬约束、树理念，推动全面从严治党不
断深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