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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榜

找差距抓整治 改善人居环境

本报文城7月27日电（记者李
佳飞 特约记者黄良策）7月27日上
午，文昌市2019年脱贫攻坚问题整
改推进会暨迎接全省大比武工作电
视电话会议在文昌市委召开，各镇设
分会场收看收听会议。会议部署要
求，全市上下要深刻查摆脱贫攻坚问
题，做实做细大排查工作。各镇党
委、人大和政府全体人员及全体帮扶
责任人，各村支部书记，各驻村工作
队队长、乡村振兴工作队队长共
2700多人参加会议。

文昌市委书记钟鸣明表示，全
市上下必须要正视问题，把2018年
国家考核反馈问题与自查发现问题

和“两不愁三保障”突出问题全部整
改清零。

会议部署，文昌全市上下面对脱
贫攻坚这场硬仗，将强化担当，切实
做到“三个必须”：主要精力必须下沉
一线，各级党委、政府将进一步增强
主体责任意识，把更多精力用在脱贫
攻坚上。宣传引导必须耐心细致。
要以贫困群众发自内心的满意度为
导向，加强教育引导，让广大群众了
解、认可、主动参与精准扶贫。纪律
规矩必须严之又严，严格工作纪律、
严格督查督办、严格奖励惩处，担当
作为，以“背水一战”的姿态确保坚决
打赢脱贫攻坚战。

海关与海警查证
涉案柴油5000吨
案值3500万元

本报讯（记者梁振君 良子 特约记者张振
豪 通讯员危炜 于京涛）7月23日至24日，海口海
关缉私部门与海南海警在海口、澄迈两地开展专项
打击成品油走私海陆联合行动，共打掉走私成品油
团伙2个，抓获嫌疑人9人，查扣涉案书证、电子证
据一批，查证涉案柴油5000吨，案值3500万元。

今年6月以来，海口海关缉私部门认真贯彻落
实上级关于打击走私成品油的部署要求，在去年侦
办的“3·21”走私成品油系列专案基础上，开展第
二轮滚动打击行动。截至目前，第二轮滚动打击行
动共立案侦办走私成品油案件12宗，打掉走私成
品油团伙8个，抓获嫌疑人47人，查证涉案柴油共
2.21万吨，案值1.55亿元。目前，海口海关缉私部
门已成立专案组对该系列案件开展进一步侦办。

■ 本报记者 邓钰

房前屋后堆满杂物，电线杆上贴
满“牛皮癣”广告，村道上放着废弃的
木板、石料等杂物，村民走过却视若
无睹……这是7月27日，海南日报
记者在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新政镇
石让村什孔颜村小组看到的景象。

走入什孔颜村，沿路可看到路面
上不时出现禽畜粪便，不时散发阵阵
臭味。道路两旁的农田中，堆弃着大
量的废砖烂瓦等建筑垃圾。

一路前行，在村口路牌后，堆放
着废弃的石料、木料等不少垃圾，还
放置了木制的简易露天鸡棚，棚里一
只公鸡在高温暴晒下昏昏欲睡。

继续深入，在村中篮球场旁有一户
人家，家门口堆积了不少杂物，有废弃
残破的门窗、脏兮兮的塑料布、东倒西
歪的桌椅，还有一个2层的铁质鸡笼。

当海南日报记者走入这户人家，问

及家中男主人，为什么不将这些废弃杂
物丢弃时，这位村民回答，“这些东西已
经放了很久，也不影响生活，搬开费时
费力，干脆不搬了，而且这些东西就算
现在不用，放着以后肯定也能用得上。”

“其实村委会经常组织村民做卫
生，村里配了保洁员，村口有垃圾桶，
村干部还教育村民要保持卫生、爱护
环境。”村民王丰说，现在的景象，其
实已经比过去好了不少，村里不少垃
圾堆已经被清理干净，多数鸡鸭也被
圈养，但村民的卫生环保意识还是不
强，只要没人监督，就会乱扔乱丢。

在什孔颜村，村里的电线杆几乎
都患上了“牛皮癣”，杆身几乎都被贴
上了各种各样、五花八门的小广告，
令人眼花缭乱。

“不只是电线杆上，有些村民家
的墙上也被贴上乱七八糟的‘牛皮
癣’，更过分的是，有些人直接在墙上
喷绘广告，留下一块块难看的污迹。”

王丰说，有时村民也会清理这些广
告，但刚清完没多久，又会出现新的
小广告，“怎么清都清不干净，还抓不

到到处乱张贴的人，真让人恼火！”
面对这一状况，什孔颜村的村民

们也苦恼，“我们也希望村庄环境越

来也好，可怎么让所有村民都克服惰
性，保持村庄干净整洁呢？”

（本报保城7月27日电）

保亭什孔颜村：

房前屋后乱堆放 电线杆得“牛皮癣”

■ 本报记者 邓钰

“现在打扫村里的卫生省力多
了，因为家家户户都在自觉维护。”7
月27日，在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新
政镇什奋村村口，村中保洁员蒋晓
丽结束了日常清扫工作，擦了擦额
头的汗水，看着洁净的村道，露出灿
烂笑容。

“现在扫完一个村小组，只要一
个多小时，做完卫生还能回家干农
活。以前啊，清理一个垃圾堆就要两
三天！”回忆起以往的“苦”日子，蒋晓
丽不禁皱起了眉头。她说，过去村里
垃圾遍地，有些地方堆砌了近两米高
的“垃圾山”，“做卫生时，又脏又臭，
苍蝇蚊子围着人飞。”

但在当时，最令蒋晓丽委屈的是
村民们不屑的嘲笑声。“看到我每天
做卫生又臭又累，许多人不来帮忙，
还老说我傻。”

可随着什奋村推进农村人居环
境整治的工作，蒋晓丽脸上的愁绪慢
慢变成了灿烂的笑容。

“发展村庄得先从整治村庄环境

开始。没有净美的家园，何来村民的
幸福感？”什奋村驻村第一书记、乡村
振兴工作队队长邢增进自2017年驻
村帮扶，见证和推进了什奋村的发展
变化。

邢增进介绍，安居深山一隅的什
奋村是贫困村。过去，村庄基础设施
落后，缺乏污水处理设施，加上村民
观念落后，随处堆放垃圾、在村中饲
养禽畜，造成村中脏乱不堪、污水横
流、恶臭熏天。从2017年开始，保亭
县政府和各帮扶单位陆续投入400
余万元，建起污水处理厂等，不断升
级什奋村基础设施。他也不断发动
党员干部，带动村民一起整治环境，
美化家园。

“第一步就是改变村民的观念。”
邢增进表示，许多村民认为整治村庄
环境与己无关，总抱着事不关己的心
态看热闹。为了改变这一状况，党员
干部们通过自己清理村庄卫生，并开
展入户宣传，给村民做表率。渐渐
地，村民不再乱扔垃圾，定期参与每
周五的集体大扫除活动。

为了让村民间形成互相督促，

共同进步的氛围，村里还设立了红
黑榜，将尊老爱幼、勤劳致富、环境
卫生等条件作为考核标准，定期在
村委会公示。邢增进说，“红黑榜设
立后，大家形成了‘爱护卫生光荣，
破坏环境可耻’的共识，不少‘叫不

动，说不改’的村民都变积极了，大
伙拧成一股绳，齐心协力维护好村
庄环境。”

什奋村还设立了惠农超市，来提
升村民开展人居环境整治的积极性，
村民参加一次集体劳动，便获得一积

分，攒足一定积分便可兑换油、盐、大
米和生活用品等物资。

“村里越来越干净，还修起了
篮球场、休闲亭和文化广场，我们
的生活越来越好了！”村民庞进和
高兴地说。（本报保城7月27日电）

保亭什奋村村民们齐心协力维护村庄环境

劳动积分换物资 红黑榜中催奋进
海口秀滨幼儿园将
招生125人
网申时间为7月27日8时至8月2日17时

本报海口7月27日讯（记者计思佳 见习记
者习霁鸿）海南日报记者从海口市秀英区教育局
获悉，今年秀英区新建公办秀滨幼儿园2019年秋
季招生工作已经开始，该园计划招收小班幼儿
125名，网上申请时间为7月27日8时至8月2日
17时。

海口秀滨幼儿园采取“网上申请、电脑摇号、
资格审核、组织体检”的方式进行招生。符合报名
条件的幼儿监护人需在规定时间内登录海口市秀
英区秀滨幼儿园报名网站，进入“海口市秀英区秀
滨幼儿园2019年秋季报名系统”完成网上申请登
记。电脑摇号时间为8月10日9：30，资格审查时
间为8月12日8：30至11：30，组织体检时间为8
月19日至8月24日。

网上报名先后顺序与电脑派位录取结果无
关，每个幼儿的姓名、身份证号码只能申报一次，
多次申请无效；一旦确认提交，报名信息将不能修
改，请家长务必认真填写报名信息，系统以报名截
止时间前提交的信息为准，逾期未完成填写或未
提交的报名信息不予生效。

据了解，该园是秀英区第一所城区公办幼
儿园，目前该幼儿园主体建设已经竣工，进入设
备采购阶段，该园共设置15个班，可提供450
个学位。

■ 本报记者 袁宇 通讯员 李丽莎

7月 27日 16时许，在琼海市龙
江镇深造养猪农民专业合作社养殖
基地，一辆辆生猪运输车在经过喷雾
消毒后进入养殖场。一头头肥壮的
生猪被冲淋清洗后，经一条水泥砌成
的“专用通道”登上运输车。这是该
合作社今年出栏的首批生猪，出栏价
为每斤7.4元。

“看着这批生猪顺利出栏，价钱能
卖得那么好，心里特别开心。”当天，深
造村已脱贫村民吴仕锋负责在现场认
真登记生猪的重量，在合作社成立运
营之初，他作为脱贫户第一个报名加
入，如今看着自己的努力有了收获，他

喜上眉梢。
“我平时除负责监督工作之外，也

会参与猪圈清洁等，都有工钱可挣。”
吴仕锋说，当天出栏的是合作社养殖
基地养殖的第三批生猪，共532头，平
均每头生猪重量为230斤。按照出栏
价，这批生猪的总产值约90万元。

这批生猪饲养了153天。深造村
驻村第一书记陈俊玮介绍，合作社与
牲畜养殖龙头企业温氏集团合作饲养
生猪，按照企业标准进行规范化养殖，
防止疫病传播，“每天喂什么饲料，喂
多少饲料都要进行记录，禁止饲喂泔
水，而且生猪在不同阶段会投喂不同
的饲料。一般在150天至180天养到
250斤左右后就出栏。”

为了让生猪顺利入市，深造养猪
农民专业合作社做了很多准备工作。

“运输车、装车工人都由温氏集团提
供，运输车在消毒后出发，在进入合作
社养殖基地时通过喷雾消毒装置进行
二次消毒。我们还在基地大门处铺了
厚厚的消毒粉，车辆进出时再次消
毒。”陈俊玮说。

深造养猪农民专业合作社还加强
猪场周边除“四害”力度，设立消毒间
和车辆消毒设施，所有人员、车辆进出
消毒，并规范养殖基地管理，减少饲养
员与外界的接触，通过严格的疫病防
控手段，防止疫病进入及传播。

据介绍，装载有生猪的运输车从
深造养猪农民专业合作社出发后，将

前往龙江镇接受检验检疫，并在取得
相关部门开具的《动物检疫合格证明》
后，销往省内各市县。

深造养猪农民专业合作社成立于
2017年 10月，与温氏集团以“党支
部+公司+合作社+农户”的模式合作
运营。温氏集团与合作社签订保底收
购协议，双方约定生猪保底收购价为
每斤6.9元。

值得一提的是，由于目前市场上
生猪价格高，温氏集团在收购生猪时
主动将每斤收购价提高了0.5元。

深造养猪农民专业合作社采用
股份制，分红时每2股可分红 1700
元，贫困户入股时每股本金仅5000
元。深造养猪农民专业合作社之前吸

纳了18户贫困户入股，今年上半年又
吸纳10户贫困户入股。

“安排吴仕锋记账，也是为了对合
作社的运营进行监督。”陈俊玮告诉海
南日报记者，吴仕锋既是合作社的工
人，也是合作社的股东，同时也是合作
社监事会成员，“在与温氏集团结算完
饲料等费用后，会给贫困户分红。”

龙江镇副镇长周宗勇介绍，在养
猪合作社一期成功运营的基础上，镇
委、镇政府多方争取到282万元帮扶
资金，建设二期养殖场。“目前二期的
主体工程已经全部完工，预计9月底
可以投产，生猪养殖总规模将达到
1700多头，带富能力将得到进一步提
高。” （本报嘉积7月27日电）

龙头企业保底收购，琼海市深造村养猪户吃下“定心丸”

养上“放心猪”走上脱贫路

聚焦“两不愁三保障”“背水一战”打赢脱贫攻坚战

黑榜

本报临城7月27日电（记者张
惠宁 通讯员刘彬宇）“哞……哞……”
7月26日，海南日报记者刚走进临高
县东英镇灵山村文祖村民小组的肉牛
标准化养殖基地，便听到一阵阵浑厚
的牛叫声。一头头肥硕的大黄牛正在
牛栏里悠闲地啃食饲料。工人们有的
正在清理牛粪，有的在冲洗牛舍，有的
正在给牛舍消毒。

临高县委、县政府经过深入调研
和谋划，决定引进临高东旭牧业发展
有限公司在文祖村打造肉牛标准养
殖基地，投入产业扶贫资金900万
元，按照“贫困户+合作社+公司”的

合作模式，雇佣贫困户对肉牛进行养
殖管理，增加他们的打工收入。所有
的资产收益按照协议双方议定比例
分红。

据了解，截至目前，该基地内存栏
黄牛236头。临高东旭牧业公司已经
与深圳一家公司签订协议，以市场价格
从全县各镇农户、合作社集中收购黄牛
集中到养殖基地，进行标准化规模化科
学养殖，经过3至4个月强度肥育后出
栏，将牛养大后再进行统一销售。

在技术服务上，该基地将聘请专
家为员工进行技能培训，按照科研基
地、生产基地、培训基地、扶贫工场

“四位一体”带贫模式，建立贫困户与
企业的信息桥梁，优先使用贫困户劳
动力，把企业的前途和贫困户紧密地
连在一起，在规定时间内带领贫困户
脱贫，通过培训提高贫困户的实用技
术技能，增强自主发展能力，既能增
强了贫困户对企业的信任度，也在最
大程度上保证了贫困户付出劳务取
得足额的报酬。

这种合作模式，不仅让贫困户降
低了技术风险和市场风险，也使企业
也获得了丰厚的利润，还能促进肉牛
产业提质增效，带领更多农户一起致
富，真正实现了“双赢”。

临高壮大肉牛养殖产业，贫困户与企业实现双赢

养牛过上“牛”日子

什孔颜村杂物随意堆放，电线杆上贴小广告。 本报记者 邓钰 摄

对市场监管领域跨部门联合监管

三亚推行
“双随机一公开”模式

本报三亚7月27日电（记者易宗平）如何确
保市场监管既高效快捷又公平正义？近段时间，
三亚市政府在市场监管领域全面推行“双随机、一
公开”跨部门联合监管模式。

“双随机、一公开”，即在监管过程中随机抽取
检查对象，随机选派执法检查人员，抽查情况及查
处结果及时向社会公开。

三亚全面推行“双随机、一公开”模式的主要
任务包括：统筹利用协同监管平台，做到留有痕
迹、责任追溯；制定随机抽查事项清单，根据法律
法规规章修订情况和工作实际进行动态调整，并
及时通过相关网站和平台向社会公布；建立检查
对象名录库，从这个库中随机抽取检查对象；建立
执法检查人员名录库，从这个库中随机选派执法
检查人员；制定随机抽查的工作细则并实施抽查，
合理确定随机抽查的比例和频次，强化抽查结果
运用；抽查检查结果公示，建立健全市场主体诚信
档案、失信联合惩戒和黑名单制度，使失信者一处
违规、处处受限。

三亚破获一起特大贩毒案
缴获毒品65克

本报三亚7月27日电（记者李艳玫 通讯员
白瑛奇）近日，三亚市公安局天涯分局三亚湾派出
所杨宇行动中队破获1起特大贩毒案，抓获涉毒
人员4名，缴获“冰毒”50克、“马果”15克。

当日13时许，三亚湾派出所接到群众举报
称，吉阳区荔枝沟某中学家属楼内涉嫌贩卖毒
品。接报后，杨宇行动中队赶赴现场进行侦查。
在现场快速缜密部署后，涉嫌贩卖毒品的女子孙
某琳和购买毒品的男子杨某国、梁某军、马某军等
4人被当场抓获。经提取杨某国、马某军、梁某军
等3人尿液检测，检测结果均呈“冰毒”阳性。

经讯问和询问，犯罪嫌疑人孙某琳如实交代
其贩毒的犯罪事实，杨某国、马某军、梁某军等3人
如实供述其吸食毒品的违法事实。经查，杨某国于
7月曾在其住处以微信转账的方式向孙某琳购买2
次毒品。7月23日12时许，杨某国在其住处和孙
某琳准备交易时，被三亚湾派出所杨宇行动中队当
场抓获，并从孙某琳身上搜出毒品6包（其中，3包
用透明封口袋装着白色块状“冰毒”疑似物，另外3
包用白色塑料袋透明封口袋包装红色药粒状麻古
疑似物，药粒正面写有“WY”字样）。

三亚市公安局天涯分局依法对涉嫌贩卖毒品
的孙某琳刑事拘留，对吸食毒品的梁某军处以罚
款500元、强制隔离戒毒2年，对马某军依法处以
行政拘留15日，但马某军身患疾病，按照相关规
定不予执行。因杨某国属于在逃人员，三亚警方
已和办案单位进行交接，由哈尔滨警方带回。

目前，该案正进一步办理中。

掀起禁毒新高潮

什奋村村道洁净。 本报记者 邓钰 摄

文昌召开市镇村三级帮扶责任人会议

确保突出问题全部整改清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