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放学后家长接
送有困难、课后服
务有需求的海口中
小学生

优先满足双职
工家庭子女、残疾儿
童、留守儿童、进城
务工人员随迁子女、
单亲家庭子女、家庭
经济困难学生和中
低年级学生等群体。

服务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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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水一战”打赢脱贫攻坚战聚焦“两不愁三保障”

关注临高“脱贫之星”

《脱贫致富电视夜校》
今晚播出

本报海口7月7日讯（记者陈
卓斌 实习生伍英姿）第139期省
《脱贫致富电视夜校》7月8日晚播
出，本期电视夜校邀请到海南返乡
大学生志愿服务队创始人胡诗泽，
讲述该服务队返乡创业、用青春反
哺家乡的精彩故事。

海南日报记者了解到，本期电
视夜校还将于7月8日20时30分
在三沙卫视、7月14日16时20分
在海南卫视播出。观众也可以登录
海南网络广播电视台、下载“视听海
南”手机客户端进行收看。

本报嘉积7月7日电（记者袁
宇 通讯员赵侃）7月7日，海南日报
记者从琼海市扶贫办获悉，今年琼
海危房改造任务共384户，现已全
部开工，截至目前已有270户完成
封顶，其中47户达到“五个直观”并
入住。据悉，琼海市将力争在10月
底前让全部危改户入住新房。

琼海市阳江镇岭下村党支部书
记邓家仲介绍，村党支部给每一户
危改户确定了责任人，“岭下村今年
共9户危改户，每个危改户都有专
人负责，层层将工作落实到位，监管
到位，帮助他们尽快完成危改。”

琼海市阳江镇规划建设所所长
杨豪介绍，目前阳江镇全镇41户危
房改造全部封顶，预计7月底将全
部入住，“自今年2月起，我镇政府
联合镇扶贫办、规建所、民政办深入
开展危房改造工作，走村入户，对房
屋改造质量进行严格的跟踪检查。”

琼海市扶贫办相关负责人介
绍，琼海各镇（区）危房改造工程将
于8月30日前全部竣工，9月30日
前完成验收。

■ 本报记者 张惠宁 通讯员 王海洪

今年38岁的周志坚，是临高南
宝镇博廉村人。他3岁时父亲就去
世了，母亲辛苦将他和四个哥哥抚养
成人，但也因为家中兄弟众多，成家
后他和母亲生活在一起，却只分到
1.2亩的承包地，这点土地种水稻都
不够一家人的口粮，2014年他家就
被纳入了贫困户。

不过，周志坚会做菜，他19岁
起，就经常跟一个朋友在乡下给人做
喜宴。做农村酒席收入并不高，忙一
场，他说起初有时就收个20元、50
元。后来，他可以独自当师傅，但做

乡下的酒席报酬始终低廉，直到
2018年，一场农村喜酒忙下来，只能
挣个200元，一年大概能做个十几
场。他的母亲80多岁了，他和老婆
薛小欢只能一个人外出打工，一个在
家照顾老母亲。

2016年，在国家精准扶贫政策
下，有了政府的产业帮扶资金支持，
周志坚夫妇想开早餐店，但是又信心
不足，2014年，他们曾经去海口与亲
戚一起开早餐店，但经营了几个月就
干不下去，亏了钱。

“海口租房太贵了，我们又挂念家
中老母，无心在城里久呆。”周志坚讷
于言辞，老婆薛小欢能说会道。7月5

日，在南宝镇南宝街自家开的早餐馆
里，薛小欢快言快语地说，“我们很犹
豫，帮扶责任人姜军周大哥就鼓励我
们说，大胆开饭店，有困难找他。”

他们的早餐店距离镇政府不远，
2017年6月27日开张。前店薛小欢
专卖临高粉，后院周志坚忙着煮粉、
煮面和炒粉。早餐店一开始生意并
不好，一天卖不到500元。“腌粉一开
始搞，也不好吃，我们就去市场上生
意好的店打包人家做的粉回来学习，
慢慢研究自己的配料。军周大哥也
鼓励我们说要有耐心，别想多，慢慢
来。”薛小欢说。

知道贫困户在镇上开了早餐
店，南宝镇、村干部和帮扶单位干部
经常光顾，特别是周一镇政府食堂
不开早餐，很多干部都热心地来店

里就餐。“开张了一年以后生意才好
起来。”薛小欢说。毕竟有做菜的经
验，他们在调料方面还是有经验。
现在生意很不错了，每碗粉汤5元，
一个上午能卖出个 180 碗至 200
碗，客源稳定。“孩子读书现在要用
钱，我们都能负担得起了。”薛小欢
开心地说。

早餐店开业两年了，他们早就脱
贫了。每天夫妻俩凌晨3点起来备
料，5点钟就开始营业，早餐一直卖
到中午12点半。“我们不怕吃苦，以
前在海口干更苦。现在我们过得很
好了，经济问题不愁了。非常感谢政
府，感谢镇、村干部和帮扶单位。”薛
小欢发自内心地说，南宝是个小镇，
人口不多，等经济发展了，他们要开
大快餐店。 （本报临城7月7日电）

临高南宝镇博廉村村民周志坚：

自主创业能吃苦 早餐店里迎幸福

本报海口 7 月 7
日讯 （海报集团全媒
体中心记者周静泊）7
月 7日，海南爱心扶贫
网第三十五期销量排
行榜和订单排行榜揭
晓。截至当天 16 时，
海南农垦、陵水黎族
自治县、澄迈县依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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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鸡蛋继续蝉联榜单
前三名。

海南爱心扶贫网第35期榜单发布

海垦以销售额600万余元位列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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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澄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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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451

8794

5553

4982

4176

3602

2631

2587

2448

2299

海南爱心扶贫网订单排行榜
（第35期）

海南爱心扶贫网销量排行榜

（第3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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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亭

万宁

金额（元）

6087420.74

5577616.91

4994363.78

3559487.70

3470401.78

3061538.31

2778845.74

2257052.94

1413000.85

1401408.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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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10月16日至2019年7月7日

琼海384户危改户
10月底前将入住新房

■ 本报记者 郭萃

7月1日，海口公交专用道示范路
段投入使用，启用一周以来，不少乘客
和公交车驾驶员皆表示，高峰期公交
车的速度比以往有所提升。

乘客：
上班可以晚点出门了

“以往早高峰时，海甸五西路非常
拥堵，2公里多的路程有时要走近半
个小时。为了避开高峰期，工作日我
7点就得出门了。”郎颖新是海口城建
集团一名职工，每天上下班，他都会乘
坐20路公交车往返于港湾花园和甸
昆小区公交站之间。

专用道启用后，郎颖新感到坐公
交更省时间了。“每天早上最多15分
钟就能到单位，不用担心堵车造成迟
到，可以晚点出门了。”

7月 5日 17时 40分，正值晚高
峰，海南日报记者在海南师范大学站
乘坐20路公交车至终点站甸昆小区，
全程用时大约30分钟。龙昆南路和
海甸五西路的2条专用道较为通畅，
未出现拥堵的情况，私家车占用公交
车专用道的情况已明显改善。

公交司机：
高峰期驾驶顺畅

“高峰期确实快了很多。”在甸昆
小区公交调度室，11路公交车驾驶员

侯之军和20路公交车驾驶员麦林香
都认为，专用道让公交车驾驶更加畅
通，也更大程度便利了大多数市民的
出行。

“早上和傍晚，海口龙昆南路中国
城附近最为拥挤，往往一个路口要等待
两三个红绿灯。”麦林香告诉海南日报
记者，设置公交车专用车道后，总体比
以前更加顺畅了。原来早高峰从城西
路沿着龙昆路行驶至龙华路口，最快也
要20多分钟，但现在过来只要15分钟
就到了。”

对于平峰期，麦林香认为行驶
时间与以往相差不大。“我们驾驶
公交车必须全天候行驶在专用道
内，如果平峰期私家车占用专用道
较多，公交车的速度自然会稍微慢

一些。”
不少公交车司机还认为在专用道

行驶要更加谨慎。“道客村附近路段，
公交车从专用道进入辅道需要横跨3
个车道，而私家车一般车速都比较快，
所以变道时会比较危险，建议在该路
段设置限速标志。”

专家：
公交专用道方案仍需优化

对于海口设置公交专用道，海口
交通专家认为，设置公交专用道的理
念保障了公交路权，对于提高城市公
交的社会效益、经济效益、环境效益，
引导和推动公交优先发展具有显著作
用和重要意义。

“但海口的公共交通现阶段重点
在于提升市域范围内站点覆盖率和
发班次数，使得公交的便捷性更高，
从而提升公交的分担率。而公交专
用道主要是提升公交的快速化，如果
没有便捷性的提速，那公交专用道的
效果就大打折扣。”专家认为，海口试
行公交专用道的方案仍需优化，比如
龙昆南路的公交专用道不设置在辅
道上，造成对主线交通干扰很大，由
于交叉口较多，公交专用道连续性较
差，实际使用效果并不好。另外，公
交车走专用道后，辅道上原有的站台
利用率降低，而主线上设置的站台规
模又有限，乘客还要横过辅道，便捷
性，安全性都降低。

（本报海口7月7日讯）

海口公交专用道启用一周效果如何？

公交跑得更顺畅 方案仍需再优化

海口今秋在30所公办中小学试点校内课后服务

太好了！再也不愁孩子放学早

加强村级财务监督

文昌推行
“组财村管”制度

本报文城7月7日电（记者李佳飞 通讯员
黄云平）海南日报记者近日从文昌市纪委监委获
悉，为加强村级财务监督，文昌市蓬莱镇近日出台
了《蓬莱镇“组财村管”工作实施意见》，率先推行

“组财村管”制度。
“组财村管”是指在不改变村（居）小组资金和

财务所有权、使用权的前提下，将村（居）小组财务
交由对应村（居）委会进行管理把关，即通过设置
财务监督员、账户统设、集中收付、收支两条线的
监管方式，加大财务公开力度，确保广大村民的知
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

相关文件明确了“组财村管”的管理范围、集
体资产的经营和处置、集体财务管理办法、账户管
理、收入管理、支出管理等，进一步规范村民小组账
务公开，促进民主监督、民主管理，推动农村集体财
务管理和监督向经常化、规范化、制度化发展。

“下一步，我们将加大监督检查，把推行‘组财
村管’作为治理群众身边腐败问题的有效途径和
重要抓手，确保实施意见落实到位，实现村民小组
财务管理运行有序、监督有力，为农村经济发展和
社会稳定发挥重要作用。”文昌市纪委监委相关负
责人表示。

因打击砖厂违法运营不力

乐东9名干部被问责
本报抱由7月7日电（记者易宗平 通讯员纪

乐轩）海南日报记者近日从乐东黎族自治县纪委监
委获悉，该市近日对9名干部打击砖厂违法运营不
力问题进行问责，倒逼生态环境保护责任落实。

经乐东黎族自治县纪委监委研究并报县委审
批，该县9名干部由于打击砖厂违法运营不力问
题受到问责处理：对县科技工业信息化局原局长
蔡某业（已退休），县科技工业信息化局副局长陈
某通，原县生态环境保护局党组书记、局长李某，
县生态环境局党组成员徐某雁，利国镇党委委员
韦某东等5人进行立案审查；对县科技工业信息
化局科员罗某丹，原县生态环境保护局污染控制
防治和监察职能岗科员陈某清立案调查；对利国
镇原党委书记孙某帆和利国镇党委副书记、镇长
罗某进行诫勉谈话。

屯昌量“村”定制
多种巡察模式
推动巡察工作向村居党组织延伸

本报屯城7月7日电（记者李梦瑶 通讯员余
军军）海南日报记者近日从屯昌纪委监委获悉，为
进一步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屯昌于今年
2月出台《屯昌县推动巡察工作向村居党组织延伸
全覆盖实施方案》，截至目前已完成对全县8个镇
党委的第一轮“1+N”延伸巡、集中巡与专项巡，发
现和推动解决了村居党组织在党的政治、思想、组
织、作风、纪律建设等方面存在的一批突出问题。

据悉，屯昌本轮巡察工作围绕脱贫攻坚、生态
环保、小城镇建设、美丽乡村建设、农村环境卫生
综合整治、禁毒及扫黑除恶等中央、省委和县委重
大决策部署开展巡察，深入查找村居换届选举、

“三资”管理、扶贫和强农惠农专项资金使用、征地
拆迁、民生事业发展等方面的突出问题，着力发现
和纠正村居党组织弱化、虚化、边缘化问题和黑恶
宗族势力插手基层政权建设问题、侵害群众利益
的“微腐败”问题，以及党员干部不担当、不作为、
乱作为问题。

屯昌因地制宜、分类施策，采取不同方式有针
对性地开展巡察。如对新兴、西昌等6个镇党委，
采取“1+N”延伸巡，即派出3个巡察组对上述镇党
委开展巡察时，以组为单位，连带对6镇所辖的村
居党组织和居党委开展延伸巡察，通过走访、查阅
资料、个别谈话等方式查找问题。

海南日报记者了解到，本轮巡察共走访调研
221处，个别谈话395人次，发现问题161处，问
题线索40个，涉及78人。

本报海口7月
7日讯 （记者计思
佳 见习记者习霁
鸿） 日前，海口市
政府常务会原则性
审议通过了《海口
市中小学生校内课
后服务实施方案(草
案)》（下面简称《方
案》）,《方案》指出,
今年秋季学期，海
口市将选取 30 所
城区公办中小学开
展校内课后服务试
点，服务包括基础
托管服务、特色托
管服务，午餐、午休
4种类型。这对于
双职工家庭来说，
无疑是一大利好。

在校学习日中午
及下午放学起至18时

中午午休服务时
间按 2 个课时实施，
下午放学课后服务一
般按 1 个课时实施，
小学低年级可开展1
至2课时课后服务。

具体开展时间
由各中小学结合实
际确定。

服务时间

课后服务场地

学 校 教
室、体育馆、运
动场、图书馆、
阅览室、科技
馆、演艺厅等
场馆和功能教
室。

教职工参与有报酬

教职工参与由学校举办的校内课后服务项目
可领取劳务费，每人每天不超过2课时；离退休教
师、能工巧匠等校外人士参与校内课后服务的参
照教职工取酬标准发放劳务费。

学生是否参加
校内课后服务，由家
长自主选择。

各校课后服务
对象一般应按“家长
申请、班级初审、学
校核准、统筹安排的
机制确定。

需要满足哪些条件

如何确保学生安全

午休服务管理人员，原则上由学校教职工担
任。

向社会机构购买服务进行午餐午休服务管理
的，严禁有不良记录人员参与校内课后服务。

基础托管服务——依托学校，主要安排学生
做作业、自主阅读、娱乐游戏、社团及兴趣小组活
动、科普活动、观看适宜儿童的影片等。鼓励开展
学生综合实践活动，或组织学生就近到社区企事
业单位开展社会实践活动；

特色托管服务——在不加重学生课业负担的
前提下，由学校或公益性校外机构开展艺体、科
技、拓展训练等特色课程；以及午餐和午休服务。

午餐及午休。

课后服务内容

会否引入第三方机构

《方案》指出，学校可与校外机构合作共同开
展，引入具有一定资质和良好社会声誉的公益性
校外机构参与课后服务。

对校内确实不具备条件但课后服务需求强烈
的地方，学校可与校外活动中心、青少年宫、妇女
儿童活动中心、科技馆、文化馆、博物馆等公益性
校外机构开展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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椰海大道延长线
预计8月底通车
将有效缓解白驹大道交通压力

本报海口7月7日讯（记者张期望 通讯员
王聘钊）近日，海南日报记者从太平洋建设集团获
悉，椰海大道延长线项目施工量已完成90%，预
计在8月底可完工通车。该道路通车后，将成为
江东新区内第二条新建通车市政道路，能有效缓
解白驹大道目前交通压力。

目前该道路第二层沥青路面已经铺设完成，
道路绿化工作也接近尾声，路灯安装工程正在施
工中。据了解，海口市椰海大道延长线（琼山大
道至白驹大道）市政工程南起琼山大道，北至白
驹大道，双向六车道，全长约2744米，沥青混凝
土路面。

据项目施工方相关负责人徐锦红介绍，目前，
整条道路已经完成了90%的施工量。为加快施
工进程，施工方正加大协调力度，协调相关单位同
时开展道路起点和终点给水管、原有市政绿化迁
移施工，实现整条道路8月底完成建设并通车。

作为江东新区内第二条新建的施工道路，椰
海大道延长线道路按照城市主干道设计，道路设
计行车速度60公里/小时，保修期为10年。该项
目建成后对提高市区道路运行效率、改善区域交
通通行条件和促进江东片区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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