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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水一战”打赢脱贫攻坚战聚焦“两不愁三保障”

扫黑除恶进行时

■ 本报记者 张惠宁 通讯员 王海洪

木瓜园里果实累累。6月26日，
站在临高县东英镇文连村文山坡
130多亩的木瓜林前，39岁的王良
对海南日报记者说，这是他负责管

理的园地。除帮人管理瓜园外，他
自己还种了30亩新品种柑橘“红美
人”和20亩福橙，之前他还种过辣
椒、圣女果等，收入不错。他剪着平
头、浑身晒得黑。因为能吃苦，通过
发展产业脱贫致富，曾经的贫困户

王良成了东英镇农民产业发展的带
头人。

“木瓜开花时很招虫子，稍不注
意，瓜被虫咬就变形了。”王良说。王
良在2013年被列为建档立卡贫困
户，后来他有机会到附近的农业示范
基地去打工，在基地初步学会了农
药、农用设施以及水肥操作的一些技
能。再后来，王良有了产业扶贫资金
支持，开始甩开肩膀大干起来。
2016年他种冬季瓜菜螺纹椒，由于
早规划早实施，2017年的冬季瓜菜
丰产期适逢市场价格高峰期，他的椒
卖出好价钱。

2017年他又再接再厉租地种
橙子，自种水稻制种22亩，并与制
种老板合作种植110亩水稻制种，

亩产约400斤，每斤7.5元，他仅水
稻制种纯收入就达10万元。2017
年他退出了“贫困户”。由于他有
农业管理经验，有些基地信任他、
聘他去管理。王良说，他马上还要
帮人管理一处 100 亩的百香果基
地。

王良自家基地现在追求的是新
品种，像柑橘“红美人”就是他从外
省引进的新品种，经试种后发现可
以在当地发展产业。“去年种下的，
明年就可以结果了。有人买，不怕没
销路。”他说。

“高温天气每天都在地里忙。”
王良早上6点就起床，先到自己负
责管理的基地去巡查，看有没有病
虫害，并给工人安排工作，然后再

到自己家的基地里忙碌。他家基
地雇了十几个零工，村里的不少
贫困村民成了产业工人。“明天要
做什么工，今晚就会安排好。”他
说。

王良家所在的文连村水邱市
村民小组有 60 户人家，村里的土
地以坡地为主，且较分散，不利于
成片规模化发展农业产业，“几分
地打一口井也不划算。”眼下，王良
计划跟村干部沟通，将村民分散的
土地集中租起来，规模发展农业产
业，村民不但有地租收入，还可以
在农业基地工作，变身为产业工
人。他说：“我有信心带动更多的
村民一起致富。”

（本报临城7月1日电）

曾经的贫困村民王良成为产业发展带头人——

“我有信心带动更多村民一起致富”
开栏的话：为进一步发挥先进典型的引领和示范作用，引导

贫困户增强脱贫致富的信心和决心，今年6月上旬，临高在全县
开展“脱贫之星”评选活动。临高“脱贫之星”评选设置五个类
别，即“产业发展之星”“科技致富之星”“打工创业之星”“清洁
环保之星”“孝老爱亲之星”。本报与中共临高县委宣传部今起
合作开设“关注临高‘脱贫之星’”专栏，报道脱贫先进典型，敬
请读者关注。

本报海口7月1日讯（记者陈
卓斌）第138期海南省脱贫致富电
视夜校节目 7 月 1 日晚播出。本
期节目邀请了定安县龙河镇水竹
村驻村第一书记周汝荣作为主讲
嘉宾。

周汝荣表示，刚到水竹村时，他
发现村里存在贫困户“等靠要”思想
严重、农技知识落后，以及农产品销
售渠道少等一系列问题。在发展产
业上，水竹村以“村委会+致富带头
人+贫困户”的模式成立合作社，投
资竹狸、蜜蜂等产业项目。接着，周
汝荣联系自己的派出单位琼台师范
学院，发动教职工不定期参加“以购
代捐”活动，向水竹村村民购买山
羊、阉鸡、蜂蜜等农产品。

周汝荣表示，水竹村干部群众
通过发展庭院经济、创办家庭农场
等方式加快发展，让水竹村成为全
体村民安居乐业的美丽家园。

脱贫致富电视夜校节目播出

定安水竹村驻村第一书记
主讲扶贫故事

■ 本报记者 曾毓慧

7月1日，在白沙黎族自治县青
松乡打炳村，贫困户叶亚仁正拄着
拐杖在新建成的房屋前忙碌不停：
只见他一会儿用锄头平整庭院里的
沙土，一会儿又拎着水桶浇灌院子
里的石榴树等，汗珠不时从脸颊滑
落。一聊起盖新房、搬新家的故事，
40多岁的叶亚仁脸上始终挂着朴
实的笑容。

“多亏了党和政府帮我盖好了
新房，这水泥平房结实、敞亮、舒
服。”叶亚仁因小儿麻痹症导致双腿
残疾，至今未婚，属于特困人员。源
于各级扶贫部门长期务实贴心的帮
扶，自从去年底盖好新房搬新家之
后，叶亚仁整个人也开始变得开朗
乐观起来，这让他重新拾起对美好
生活的信心。

打炳村位于白沙青松乡偏远山
区，远山胶林叠翠，近处山泉潺潺，
这里山清水秀的美景总能让不少
初来者流连忘返。青松乡党委书
记符静开介绍，打炳村属于我省深
度贫困村，共有南佬等6个村民小
组，全村总户数299户，其中，建档
立卡贫困户为145户。这里距离白
沙县城有 50 多公里，山路崎岖难
行，曾经这里的扶贫产业单一、低
效，且危房改造任务繁重，考验着
打炳村各级帮扶责任部门的能力
与魄力。近年来，随着益智、山兰
稻等扶贫产业的深入推进，截至目
前，打炳村已实现整村脱贫。尤其
值得一提的是，去年底，在上级部
门的务实帮扶下，打炳村驻村扶贫
工作人员克服地质安全隐患、施工
面狭窄、物料供应不足等困难，如
期完成危房改造任务，包括叶亚仁

在内共有113户村民在春节前乔迁
新房。

既要扶贫，也要扶志。打炳村
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韦冠元介
绍，叶亚仁家里约有20亩橡胶林，
但由于他腿脚不便，之前一直都没
能好好管护与采割。为了方便叶亚
仁出行与干工，近日，乡政府和爱心
企业已为叶亚仁预定残疾人电动三
轮车。“这样的帮扶太贴心了。”叶亚
仁得知这一消息后难掩内心的喜
悦。他说，今后还要在房前屋后种
更多的瓜果，用心做好自家的庭院
经济。

不止于此，各级帮扶部门还正
在细化打炳村下辖6个自然村的扶
贫产业与风貌规划，比如，将南佬村
打造成为庭院经济试点村，整村推
进牙打村绿化工程等，既扮靓了村
容村貌，又帮扶村民实现增收。“因

村施策，因户施策，才能让更多的村
民共建共享美丽乡村建设带来的利
好。”白沙脱贫攻坚指挥部有关负责
人介绍，在省统战部、省工商联的支
持帮扶下，打炳村猪肚菇种植示范
基地现已建成，并于日前刚刚投
用。该项目现已陆续吸纳当地贫困
群众参与培训种植管理技术，预计
可帮扶30户建档立卡贫困户实现
脱贫摘帽。

此外，一批有实力的民营企业也
有意向将更好、更多的产业扶贫项
目落户打炳村。作为青松乡挂点帮
扶单位，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将努
力发挥科技扶贫作用，海南日报报
业集团也将继续发挥文化宣传助贫
作用，广泛宣传山兰稻等扶贫产业，
共同努力做大做强当地的特色高效
农业。

（本报牙叉7月1日电）

白沙打炳村实现整村脱贫

村容村貌变靓了 扶贫产业变强了

自贸英语角

A：What’s the temperature today？
今天的气温有多少度？
B：It’s about 30°C. It’s pretty hot

today.
差不多30摄氏度，今天很热。
It’s chilling/frozen.
非常冷。
A： What will the weather be like

tomorrow？
明天天气怎么样？
B：It will be sunny.
明天是个晴天。
A：Do you like the weather here？
你喜欢这儿的天气吗？
B：Yes，it is warm all year round.
喜欢，一年四季都很温暖。
A：What a nice day！
今天天气真好啊！
B：Yes，the sun is shining.
是啊，阳光明媚。

支持海南积极发展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和数
字经济，推动互联网、物联网、大数据、卫星导航、
人工智能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支持海南建设现
代化海洋牧场。

Support Hainan to develop the new-
generation IT industry and digital econo-
my to promote the deep integration of
Internet，IoT（Internet of things），big da-
ta，satellite navigation and AI with real
economy. Support Hainan in building
modern marine ranching.

【资料来源：省委深改办（自贸办）、省旅游和
文化广电体育厅】

生活英语

自贸英语

本报营根7月1日电（记者良子）海南日报
记者7月1日从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公安局了解
到，该局发布检举揭发符家锐等人违法犯罪线索
通告，公安机关正告符家锐同伙的犯罪成员认清
形势，放弃侥幸心理，主动到公安机关投案自首，
如实供述违法犯罪事实，争取宽大处理。

据了解，近期，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公安局在
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线索核查中，发现符家锐
等人存在涉嫌寻衅滋事、故意毁坏财物等违法犯
罪行为。目前，犯罪嫌疑人符家锐、昌进、林高宁
已被依法刑事拘留。

为进一步深挖犯罪，彻底清查符家锐等人的
违法犯罪行为，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公安局号召
广大群众和社会各界打消顾虑，积极提供符家锐
等人的违法犯罪线索。经查实线索有效并经司法
程序认定的，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公安局将按照
举报违法犯罪线索奖励办法，给予奖励并对线索
举报人严格保密。

琼中警方：

符家锐案同伙成员
快来自首

本报海口7月1日讯（记者邓海
宁 特约记者陈世清 通讯员林馨）7
月1日，海口市在中心城区设置的6
条公交专用道示范路段正式启用。
海南日报记者从海口市公安局交警
支队获悉，据统计，首日共查处违反
禁令占用公交专用道通行违法行为
185起。

7月1日是公交专用道正式启用
的第一天，早高峰期间适逢持续强降
雨，海口市区道路交通压力较大。在

海甸五西路（人民大道-甸昆路）、甸
昆路、世纪大桥、龙昆北路（南大桥路
段除外）、龙昆南路（南大桥路段除
外）、南海大道（龙昆南路至城西站路
口）六条设置有公交专用道的路段，
执勤交警引导途经车辆注意遵照标
志、标线按道行驶，对于违反禁令占
用公交专用道通行的车辆，交警严格
依照相关规定，对违法驾驶人一律处
以100元罚款的处罚，记3分。

据了解，为提高公交专用道的使

用效率，海口交警对市区内公交专用
道实施“早晚高峰专用、平峰时段共
享”的管理模式（公交专用道使用时
段：7：00-9：00和17：30-19：30，节
假日除外）。公交专用道可供参加运
营的公交车辆、校车优先通行，同时，
执行任务的军（警）车、消防车、救护
车、工程救险车也可借用公交专用道
通行。除上述车辆以外的其他车辆，
在公交专用道的专用时段内不得驶
入。在限行时段内，遇有交通管制、交

通事故或堵塞等特殊情况时，其他车
辆可根据执勤交警指挥或交通标志指
示，借用公交专用道行驶。公交专用
道内划设了“过渡段”，允许其他车辆
借道通行，但禁止任何车辆停留。

据悉，截至6月30日，海口市区
公交专用道示范路段相关交通标志、
标线已施划完毕，相关职能部门正在
逐步完善公交专用道路面文字标识、
沿线提示标牌以及违法电子监控抓
拍系统建设工作。

公交专用道运行首日

海口查处违反禁令占用行为185起
罚100元记3分

扫码收听本报记者尤梦瑜
朗读的英语音频。

7月1日，琼海潭门，渔船回港避风，渔民忙碌着固定渔船。当天，海南省防汛防风防旱总指挥部发布相关
通知，要求做好热带低压防御工作，重点做好影响海域渔船和有关船只防风避险，以及水库安全度汛、城市防
洪排涝和中小河流域洪水等强降雨防范准备工作。 本报记者 袁琛 摄

回港避风

本报海口7月1日讯（记者陈卓斌 特约记
者高春燕）7月 1日，我省2019年公安、司法等
提前批录取院校招生面试工作在海南政法职
业学院举行，共有 13 所院校进行面试，计划
招生 688人。全天共有超过 1900名考生参加
面试。

当天上午，考生进入考场后，需要在候考室签
到、填写相关表格，随后前往体检室、面试室。

考生家长黎先生表示，孩子的梦想是考入中
国消防救援学院，成为一名光荣的消防员。据了
解，中国消防救援学院和浙江警察学院今年首次
在琼招生，其中报考中国消防救援学院的考生还
需进行心理测试。

海南日报记者从现场了解到，本次面试结论实
行面试单项淘汰制，考生的面试项目中有一项不合
格的，面试结论即为不合格，不再参与下一项目的
面试。面试合格的考生名单当天已在面试点公告
栏发布（北京电子科技学院和石家庄邮电职业技术
学院面试合格的考生名单不公布，由面试单位直接
通知考生）。

需要注意的是，参加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含国
家专项计划）、中国人民警察大学、中国刑事警察
学院、南京森林警察学院、铁道警察学院、浙江警
察学院及云南警官学院面试，且面试合格的考生，
须于7月2日7时30分前到海南省人民警察高级
培训学校（海口市琼山区龙塘镇海榆大道186号）
进行体能测试。

公安司法等提前批录取院校面试结束

13所院校计划招生688人

本报海口7月1日讯（记者符王
润 通讯员谭莹）7月1日，海南医学院
第二附属医院（以下简称海医二院）热
带病科正式开科。据了解，这是我省
首个热带病科。

海医二院院长王毅介绍，海医二
院热带病科是医院针对海南地域特点
成立的学科，希望通过热带病科的建
立，逐步构建和完善海南省热带病临
床、教学、科研、预防、康复体系，培养
热带疾病诊治、预防专门人才，整体提
高我省热带病临床、教学、科研和防治
水平。

海南是热带病多发地区。随着海
南的不断开放，与东南亚、非洲等亚热
带、热带地区交流增多，流动人口规模
不断扩大，外部输入性的热带疾病增
多。据介绍，海医二院热带病科将借
助海南医学院平台，整合资源，进一步
开展热带病的临床、基础研究等工作。

我省首个
热带病科开科

本报讯（记者王黎刚 通讯员刘
维波）11个比赛日7轮65场比赛之
后，“激扬青春·快乐健康”2019年海
南省青少年足球赛省直组预选赛暨省
直机关青年职工男子足球赛6月29
日在海南体育职业技术学院落幕。在
决赛中，省司法厅队6：1大胜省人社
厅队获得冠军，省人社厅队获亚军。
获得冠亚军的两支球队将代表省直机
关组参加2019年海南省青少年足球
赛总决赛。

省卫健委队、省公安厅队、省交通
运输厅队、省教育厅队、省旅文厅队、
海南海事局队分获第3名至第8名。

省直青足赛在全省的影响力与日
俱增，共有31支球队参加，比赛分为
小组赛和淘汰赛两个阶段举行。主办
方相关负责人表示，省直机关的足球
文化发展取得了长足进步，此次省直
机关青年男子足球赛的成功举办，将
助推省直机关全民健身运动的广泛开
展，提升机关足球水平，进一步丰富机
关干部职工文化生活。

本次比赛由共青团海南省委指导，
共青团海南省直属机关工作委员会、海
南省直属机关工会工作委员会主办。

省司法厅队获青足赛
省直机关组冠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