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省新闻A08 时政

■■■■■ ■■■■■ ■■■■■

2019年7月29日 星期一
值班主任：丁静 主编：罗清锐 美编：张昕

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边督边改公开情况一览表
（重点关注部分）

（第五批 2019年7月28日）

扫码看《群众信
访举报转办和边督
边改公开情况一览
表（第五批）》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受理
编号

X2HI
201907
180008

X2HI
201907
180017

X2HI
201907
180010

D2HI
201907
180036

D2HI
201907
180010

X2HI
201907
180011

D2HI
201907
180014

D2HI
201907
180011

X2HI
201907
180015

X2HI
201907
180016

交办问题基本情况

海口市美兰区海甸岛碧海大道的华彩华
邑酒店项目二期违法填海（原海口南渡江
出海口海域），违规建设写字楼。严重破
坏南渡江生态环境，改变了海洋流水流
向。

海口市政府违法毁林修路，正在修建的羊
山大道（龙泉段）造成近千棵树龄20多年
的海南黄花梨树被毁，破坏生态。该路段
没有环评批复，没有征地批文，违法修改
划定的红线。

1、澄迈县老城镇东水港海湾内长期存在
3家水上餐厅，港湾内水有几十家渔排养
殖，两岸滩存在围塘养殖。造成严重影响
泄洪，质疑以上餐厅及养殖业是否属于生
态保护红线区，是否合规。2、海口市秀英
区新海、荣山寮渔村定置网非法捕捞（休
渔期）建议加强监管保护海洋资源。3、海
口市秀英区粤海码头、新海轮渡码头，长
期存在上百个渔排养殖、渔船占用码头、
港地、航道，严重影响港区通航安全，质疑
渔排养殖是否合法。

文昌市文城镇南阳区赤纸水库，高墨村部
分村民私自开采南阳区赤纸水库旁的矿
石，该事件已有十几年时间，造成山坡上
存在多个约二十米的大坑，目前知道督察
组进驻海南，正在回填土坑。多次向
12345投拆无果。
文昌市锦山镇四手村农田、井水受污染。
污染源有：1、锦山镇居民生活污水，2、镇
卫生院废水，3、村东边600米左右的饲料
厂生产废水，3个污染源废水都通过锦山
镇新市场东北面排污口进入村小河沟，河
沟水质发黑，流入农田，农田土地变黑，水
稻和果树都受影响。村南面水井井水受
污染，浑浊有杂质。2017年8月向督察组
举报，处理结果弄虚作假，检测水井水质，
回复合格，未检测土壤。

博鳌镇东海乡东坡村委员会大力发展养
殖业排放的污水严重影响周边的环境及
江河水，海水，严重破坏了沿岸的防风林
及沙滩。村后大海岸线陆域200米范围
内大兴养殖业，而且时间已达20年左右。

万城镇裕民村委会铜鼓岭偷采石砂土，导
致山体被破坏，目前因环保督察的到来大
批量的偷采石砂土的人员已暂停对铜鼓
岭的偷采石沙行为，改为由承包村民农田
进行挖沙的行为，造成农田被挖出几米的
深坑，造成土地被破坏。

白石村白石河堤项目非法采砂，造成农田
下沉，破坏生态环境。

和平镇山心岭附近由海南山宇农业发展
有限公司承包土地进行农业种植、畜牧等
项目（约3000亩）。自承包起，未经政府
部门审批，私自在生态红线区域范围内大
量砍伐林木、破坏饮用水源、私自搭建违
法建筑用于养羊、种植绿橙、槟榔等。产
生的粪便、农药等污染物未经处理直排万
泉河，目前生态环境日益恶化。

乐东县利国镇佛丰村委会，有几位村民联
合偷挖望楼河的河沙出售，有部分河沙堆
放在村内。村内垃圾堆放成山，散发恶
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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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核实情况

7月19日14:30，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杨长江副调研员组织召开该办件的工作部署会议；7月20日9:00，
市资规局海域海岛科黄镜波科长带领海域海岛和海洋执法支队相关人员赴海口丹娜国际游艇都会项目游
艇码头工程项目进行现场核查；7月20日11:00，市资规局海域海岛科调阅查证相关档案、整理有关材料、
填报交办单和拟写情况报告。经核查，海口丹娜国际游艇都会项目游艇码头工程用海手续完善齐全，不存
在违法填海的问题。同时该项目为平推式围填海项目且填海面积较小，项目围填海基本不影响工程海岸段
及附近海域的流水流向，工程施工未对周围海域的水环境质量、岸线等造成明显负面影响。鉴于该项目属
我市2018年重点项目，为推进项目建设，原规划委员会以海规函〔2019〕807号文同意该项目开展建设场地
平整等施工前期准备工作。该项目规划审批未存在违规问题。
7月17日15时，海口市龙华区副区长陈正参组织龙泉镇、区住建局、区农业农村局工作人员协同海口市资规局
龙华分局、海口市市政管理局等单位负责人到现场调查核实。经核查，海口市羊山路网一期工程项目在实施建
设过程中严格按照市政府批复的方案进行征地、施工建设，项目建设手续齐备，未发现超出征地红线建设问
题。其次，核查了龙泉镇政府提供的项目征地补偿文件、博贤村被征土地涉及到有花梨树的农户的青苗清点登
记表和领取青苗补偿款的签收表、农户和龙泉镇政府签订的协议书等台帐资料。
2019年7月19日下午16时左右，龙华区农业和农村局、龙泉镇政府、龙泉镇占符村委会的分管领导与相关
工作人员一同对群众举报的毁林修路问题再次到现场进行调查，核查了市林业局、区农业和农村局、海口武
冶城建工程管理有限公司提供的《使用林地审核同意书》、《羊山路网一期主干道南段5.0公里项目使用林地
可行性报告》、《林木采伐许可证》（编号：0015307）材料真实性。
该项目在征地过程中，对地上附属物的清点及发放补偿款，均由镇政府干部、村委会干部、村民小组干部及
农户四方现场共同签名确认（农户还需加盖手印确认）。经龙泉镇政府核查清点附属物的登记表——《羊山
主干道、足球基地道路征地登记表》，发现项目占用到的土地中种植海南黄花梨树的农户只有占符村委会儒
符村（3户）与博贤村（2户），5户合计种植黄花梨树苗577株。这5户农户领取了地上附属物补偿款后，与
龙泉镇政府签订《协议书》，农户及时将青苗迁移、处理。

（一）东水港3家海上餐厅已不经营，但餐厅位于海洋生态环境区，属于破环生态和污染环境的建设项目，不
符合有关规定。渔排养殖属于村民自发养殖行为，位于海洋生态环境区，没有取得环保审批手续，存在污染
海湾水质和破环环境的情况。围塘为船艇公司依法填海建设项目。该项目用海于2010年12月由澄迈县
人民政府审批出让，海域使用权人为船艇公司，项目总面积为53.60公顷，其中填海造地面积为20.20公顷，
用海年限为50年，项目用海占自然岸线3106.5米，用海类型为旅游娱乐用海，建设海上竞技运动各项基础
配套设施。项目现已围海16公顷，但没有填海建设。
（二）在巡航的过程中发现航道内有6对定置网，1对地笼网，所反映的海口市秀英区新海、荣山寮渔村定置
网非法捕捞（休渔期）的问题属实。
（三）海口市秀英区新海港轮渡码头未发现鱼排、渔船占用且影响港区通航安全的现象。粤海港发现有152
艘（其中岸上53艘，水上99艘）渔船在粤海港内停靠，有34组水产养殖鱼排。所反映的粤海码头、新海轮渡
码头，存在渔排养殖、渔船占用码头、港地、航道，影响港区通航安全问题部分属实。

接到案件后，市水务局局长邢展第一时间将案件情况和市委市政府批示精神报告给包案领导何欢宝。
2019年7月20日上午市水务局市资规局、市综合行政执法局、文城镇政府，立即派员实地调查核实，现场开
会部署工作。经核实，现场未发现正在开采矿石的行为，该开采区共有三个矿坑，未发现最新开挖痕迹，矿
坑内有开挖出来残留的矿石，根据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证实，三个矿坑属于无证开采行为。

2019年7月19日接件后，锦山镇委符永高书记高度重视，及时向市委黄心奋常委汇报，并告知配合单位。
2019年7月20日上午，市委黄心奋常委带领锦山镇委符永高书记、镇班子成员、村委会书记韩恭定及配合
单位负责人到现场对信访人反映的问题进行实地核查，对该片区的水井、田洋、排水沟、排水管道逐一察看，
制订整改措施，明确工作责任。要求各配合单位安职能分工，要如期报送相关佐证材料（检测报告）给牵头
单位，逾期实行问责处理。

市农业农村局牵头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生态环境局、博鳌镇等，于2019年7月20日下午、7月22日下午赴实
地进行全面核查，未见海面上漂浮垃圾物，该区域海水水质清晰，无异味。海水水质检测（2019年5月）结果
为水质符合《海水水质标准》一类标准。东坡村大海岸线陆域200米范围内存在修建塘池养殖情况。有养
殖塘26口，养殖池514个。这些养殖行为对海防林造成一定程度的破坏，影响了海防林的完整性和生态功
能。

自接到环保督察移交案件后，2019年7月19日，由周高明市长亲自带队，市资规局、市综合执法局、万城镇
政府、市六大指挥办等部门主要负责人组成核查小组前往万城镇裕民村委会铜鼓岭进行现场调查。到目前
未发现所群众举报的偷挖砂造成农田被挖出的深坑情况。经了解，20世纪70年代起就开始有人在铜鼓岭
上非法偷采石砂土，90年代随着市场对土石料需求的扩大，更有不法分子不惜铤而走险大肆采石取土，导
致铜鼓岭生态环境遭到破坏。2017年中央环保督察后，我市对在铜鼓岭偷采土石料违法行为进行了严厉
打击，全部取缔非法偷采点，对铜鼓岭周边部分区域进行了复绿，同时加大巡查力度，至今未发生偷采土石
料违法行为。此信访件反映情况不属实。

白石村白石河堤项目建设主要是修建河堤和田间道路，改善田间道路和灌排系统，保护农田水土不流失。
项目在施工过程中，对河堤地下基础开挖出来的砂土，含沙量少的部分用于围堰，含沙量大的部分就地取材
用于现搅水泥修建河堤挡土墙和路面，基础工程完工后将围堰清理回填部分路基，不存在开采河沙的行为
(项目业主市国土储备中心对使用开挖河堤基础出来的沙土提供了说明)。经现场查看，项目的河堤、田间道
路及灌排系统部分已初步建成，项目建设对疏通河道和改善当地500亩农田防洪排涝及农田水土保持具有
重要作用，对促进项目区农业结构调整和耕地保护，促进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具有重要意义，不存在非法采
砂，造成农田下沉，破坏生态环境的行为。

2019年7月20日，由县农业农村局联合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县生态环境局、县水务局、县林业局、县综合
行政执法局、县畜牧兽医服务中心、县农业技术研究推广中心、和平镇政府等部门到举报地点现场，通过询
问周边群众、被举报项目现场负责人及现场勘查的方式进行调查核实。调查情况如下：
（一）针对“自承包起，未经政府部门审批，私自在生态红线区域范围内大量砍伐林木”的问题。经调查，海南
山荣农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下属的3家子公司项目所使用土地均不在生态红线区范围内，项目用地现主要
种植绿橙和槟榔，原树种主要为人工种植林木（马占相思和桉树等），根据我县的农业供给侧改革，通过调减
人工林和老旧橡胶园改种高效的绿橙产业，提高农业的经济效益。该基地经过林业部门审批办理林木采伐
手续后，依法进行更新改造，不存在不经审批就砍伐的现象。
（二）针对“破坏饮用水源”的问题，县生态环境局监测站工作人员于2019年7月20日现场对距该公司下属
子公司海南琼中爱农畜禽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黑山羊养殖项目1公里处的农村饮用水取水点水体进行采
样检测。经检测，水质符合国家相应的水环境质量标准，不存在破坏饮用水源问题。
（三）针对“私自搭建违法建筑用于养羊、种植绿橙、槟榔等”的问题。经调查，海南山荣农业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与长征农场、和平镇干磉村委会签订合同承包土地约3000亩，使用年限30年，用于农业种植、畜牧养殖，
实地共建有羊栏、堆放仓库、员工宿舍等铁皮棚6间。该公司于2018年10月16日申请办理设施农用地备
案手续，于2019年1月10日取得设施农用地备案手续，不存在私自搭建违法建筑问题。
（四）针对“养羊产生的粪便，种植绿橙、槟榔施用的农药等污染物未经处理直排万泉河，目前生态环境日益恶
化”的问题，经调查，该养殖项目于 2018 年 7 月 3 日进行项目环境影响评价登记备案（备案号：
20184690300000004），养殖场现存栏羊共1476只，日排粪便2214公斤，羊尿738公斤，养殖过程中产生的
废水集中收集至收集池内，产生的羊粪便均由工人用编织袋打包，堆沤用于周边种植绿橙施肥，栏舍中所产生
的粪便没有外溢的现象，且养羊栏舍离水源距离超过3公里，不存在畜禽污染物未经处理直排万泉河的现象。
海南山荣农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按照《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琼
中绿橙”标准化示范建设项目实施方案的通知》（琼中府办〔2017〕66号）有关要求发展绿橙产业，经调查，绿橙
基地使用的农药主要有氢氧化铜、代森锰锌、乙蒜素、毒死蜱、乙螨唑、喹啉酮、丙森锌、联苯菊酯、啶虫脒、甲托·
吡唑、氟啶虫胺睛、螺螨酯、吡虫啉、噻唑锌、中生菌素，以上药剂都已在海南省农药管理所备案登记，是海南省
植保总站推荐的高效低毒、低残留药剂，所以不存在农药污染环境的问题。

2019年7月20日，县水务局会同利国镇政府、县公安局联合到佛丰村对举报件进行核查。
（一）乐东县利国镇佛丰村委会，有几位村民联合偷挖望楼河的河砂出售，有部分河砂堆放在村内。
经查，利国镇望楼河佛丰河段经县政府同意后，县水务局依法依规于2016年10月18日至2016年10月28
日在县人民政府政务服务中心水务局窗口举行挂牌出让。县水务局于2016年10月18日至2016年10月
28日在县人民政府政务服务中心水务局窗口举行挂牌出让，最终由海南菀祥实业有限公司竞得望楼河佛
皇河段建筑用河砂矿采（矿）权。具体情况按许可砂场名称/所处河流/开采位置/采砂许可证号/许可开采
量（万立方/年）/许可期限/统计如下：
海南菀祥实业有限公司（佛皇砂场/望楼河/利国镇佛丰村/002砂准字〔2017〕第002号/（28万立方/年）/
2017年7月21日至2018年7月21日（已到期）。该公司在建筑用河砂矿采（矿）权到期后已退出。
经调查组向利国镇佛丰村委会王槐奇书记及村委会黎启贤支委询问了解得知，2017年至2018年有正规砂
场在该村河段采砂期间，大部分村民为了解决日后建房用砂紧张的情况，均提前向正规砂场购买一部分河
砂堆放在村里空地处。调查组与村委会干部实地走访，部分村民反映，村中存在零碎的盗采河砂现象。调
查组在佛丰村委会佳佳小学围墙后一槟榔地处发现一堆约为200多立方的河砂堆放点，并用遮阴网遮盖。
经了解，该堆放点的河砂为本村村民陈凯、陈绍有、卢国秀、卢国政、王槐邮、王孟雄、罗易和等人从之前的正
规砂场购买，一同堆放在该空地处，用于日后家中建房使用，河砂来源有待继续核查。在望楼河佛丰村段，
调查组发现有零碎的盗采河砂痕迹。
（二）村内的垃圾堆放成山，散发恶臭。
经查，村内生活垃圾均运往黄流镇金鸡岭垃圾处理场处理。但部分村民为了方便，将建筑垃圾和生活垃圾
私自倾倒在村内河道周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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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和整改情况

鉴于该项目属我市2018年重点项目，为推进项目建设，原规划委员会以海规函〔2019〕807号文同意该项目开展建设场地平整
等施工前期准备工作。该项目规划审批未存在违规问题。

1、结合年度造林计划，积极做好植树造林工作,将年度700亩造林任务分解到各镇，并积极督促落实。
2、对项目周边群众充分沟通，做好解释工作并出示相关政府批复文件和证件；其次，在龙华区政府门户网站公开该信访件的办
理情况。
3、主动到周边群众家中走访，解释说明相关工作情况。7月19日，由市林业局、龙华区农业农村局、龙泉镇等单位联合到投诉点
位博贤村走访，并召集王盛仁、符集堂等农户到村委会座谈，向群众说明道路项目审批建设、所征地块青苗补偿情况等情况，群
众表示对该项目相关情况已知晓，对项目建设无异议。

（一）老城镇政府已对3家餐厅下发《限期整改通知书》，要求经营户于2019年8月21日前对各自餐厅自行进行拆除，逾期不拆
除的，将依法依规进行处理。2019年6月15日，老城镇政府对渔排养殖户养殖情况进行公示，与养殖户签订《退出协议》（详见
附件2），争取在一个半月内完成清退并拆除80%渔排，剩余的将在2019年底前全部完成清退并拆除。同时禁止投放鱼苗，考虑
到渔排养殖的历史比较长，存在大量鱼苗，为了降低村民的损失，老城镇政府已经发动养殖户积极卖鱼，部分养殖户已主动拆除
渔排，面积达1000平方米。梦幻岛海上竞技运动创意园项目用海为船艇公司2010年12月依法取得，于2012年至2014年间对
填海造地部分进行围堰，属于依法所建。
（二）1.西秀镇政府立刻发动宣传，告知粤海港内渔排养殖户于2019年7月20日上午10时前自行迁移渔排和渔船。2.。在清理
过程中，执法人员通过鸣笛、喊话的形式劝离港池内乱停乱靠渔船，引导教育渔民自行转移港池内违规布设的渔排，对粤海港航
道内碍航渔网逐一进行定位清除。3.休渔期间建立长效管理机制。由西秀镇政府联合边防派出所在重点点位和重点时间加强
新海村和荣山寮村渔船的巡查管理，确保休渔期渔船在港在岸休渔。4.由海口海事局责成海南铁路有限公司加强港口水域陆域
管理，充分履行码头管理主体责任，禁止渔船进入港池从事养殖、捕捞和停靠等行为。由秀英区政府书面发函给市农业农村局，
尽快完善《海口市养殖水域滩涂规划》。
（三）经了解，粤海港内有17组鱼排的鱼收获时间未到，如果强行迁移会影响到渔民的收益。根据渔民反映，海南铁路有限公司
曾经口头承诺，同意鱼排在不碍航的情况下，允许其养殖时间延迟到收获期。根据《海南省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工作领导小组办
公室关于严防生态保护督察整改“一刀切”行为的通知》,7月20日，在市农业农村局、秀英区政府、海口市交通港航局、市渔业监
察支队、秀英区西秀镇政府以及海南铁路有限公司等部门的监督下，海南铁路有限公司再次协商，同意鱼排在不碍航的情况下，
允许其养殖时间延迟到收获期，即2019年10月31日前撤离。截至目前，粤海池内除了暂保留17组鱼排、53艘渔船上岸外，其
他碍航物均已（劝离乱停乱靠渔船99艘，渔民自行拖离渔排16组，起吊渔排1组，清理碍航定置网6张，没收地笼网1张）清除完
毕，海上通航安全秩序得到有效维护。

市水务局已要求下属水库管理所，增加对水库巡查频次杜绝库容范围内发生类似行为。市自然资源规划局已对三个矿坑设立
非法矿坑警示标识。市自然资源规划局正在编制《赤纸水库周边历史遗留矿坑生态修复方案》，并计划于2019年12月30日前
实施。市综合行政执法局正在立案，将对该区域历史遗留矿坑跟踪调查，对违法当事人从严从重处理。

一是锦山镇政府委托市疾控中心人员到现场进行水质监测；二是锦山镇政府委托市农技中心人员到现场对农田土壤进行取样
检测；三是水务局2019年7月20日下午派员到现场勘查设计，计划为士首四村（士首东村、士首西村、士首园村、三更村）安装自
来水管网；四是加快推动我镇镇墟生活污水人工湿地的修复；五是密切配合市水务局，加快锦山镇污水处理厂及配套管网工程
建设。

经讨论研究，制定以下整改措施：
1.严格遵守《琼海市养殖水域滩涂规划（2018-2030年）》的管控要求，落实《琼海市2019年水产养殖禁养区清退工作实施方
案》，对位于禁养区内的养殖池塘进行清退。
2.下发《限期整改通知书》，引导协助养殖户开展自行整改或清退工作。
3.按照要求组织开展沿海防护林退塘还林行动，治理在沿海防护林带内侵占海防林地修建养殖塘（池）等破坏海防林资源的违法
行为。
4.扎实开展海防林造林，对退塘下来的地块填复还林，同时通过“窄带加宽，残带增强，补植补造”，修复海防林的生态功能。

1、协调市城市综合执法局、万城镇政府及网格员加强对该地区的巡查，发现问题及时报告，坚决制止和严厉打击非法采砂石行
为，同时对周边地区加强巡查管控。
2、协调市综合执法局对铜鼓岭周边违法搭棚全面拆除，协调万城镇政府对该区域垃圾进行全面清理。
3、加强日常监管，由万城镇政府安排专人在该地区设置一个监控点，确保发现问题及时报告。
4、切实加大宣传引导的力度，在铜鼓岭周边设置警示标志。
5、对铜鼓岭区域没有复绿到位的区域进行补充复绿。市政府已批准铜鼓岭山体修复为2019年政府投资项目，协调加紧推进该
项工作。
6、下一步将继续对群众反映但目前并未发现的铜鼓岭周边挖砂破坏农田的问题进行全面排查，做到及时发现问题，及时解决问题。

1、要求项目业主督促施工方加快施工进度，争取7月份完成项目施工，方便群众的出行。2、市水务局和后安镇政府要压实河管
员和网格员的责任，加强对白石河的巡查管控，防止“蚂蚁搬家式”的偷砂行为。3、对施工方在修建挡土墙和路面施工过程中用
到开挖出来的河沙，要在施工结算时按用沙量进行工程费用扣减。4、对已经开挖出来的沙子，市土地开发整理储备中心、后安
镇要加强管控，不准施工方外调出售，如施工完成后还有剩余沙子，需全部交由镇政府处理。

由县农业主管部门进一步加强对海南山荣农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监管，强化相关法律宣传，指导该企业使用高效低毒投入
品，确保该企业在进行农业生产过程中不出现违规滥砍滥伐、违规使用违禁农药、肥料等农业投入品，合理处置畜禽粪污，防止
出现农业面源污染。县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将定期对该企业周边水源地水质进行抽样检测，确保周边居民饮水安全。县林业局
主管部门将进一步加强林木砍伐的监管，确保不出现未经审批乱砍乱发林木问题。

一是责令利国镇佛丰村委会封闭进入河道和倾倒垃圾点的道路；二是责令利国镇佛丰村委会加强该段河道巡查力度，在河道周
边竖立严禁乱堆垃圾、非法采砂的警示标识牌，引导村民积极参与护河行动。三是责令水务部门、公安部门联合利国镇，加大对
望楼河佛丰村段的盗砂和乱堆垃圾的执法力度；四是县公安部门继续深入核查佛丰村内河砂堆放点河砂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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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岁的庄光林生在白沙黎族自治
县大山里的一个贫困农村家庭，大姐已
在大学就读，家庭的贫困中断了他的求
学梦，初三毕业后，他打算到城里去打
工，贴补家用。然而，“我却什么也不
会。”庄光林感到十分迷茫。

就在那时，“初中班主任说我可以参
加省技师学院与白沙黎族自治县教育局
合作开办的扶贫筑梦班，学成之后，我也
能拥有一技之长了！”白沙扶贫筑梦班不
用交学杂费，还有生活补贴、教材补贴等
优惠政策，免费上学，听到这些，庄光林

打消了疑虑，他来到了位于海口市的省
技师学院电控系就读。

几年时间里，庄光林不断刻苦学
习，在老师的教导之下，不仅从一个农
村青年成长为技术型人才，还坚定了
他心中的梦想，“只要有梦想，一切皆

有可能！我的老师这样说。”庄光林
说。

如今，在扶贫筑梦班老师的推荐之
下，庄光林找到了一份可以发挥技能、收
入可观的工作，成为了“全村的骄傲”，也
成了村里孩子们的榜样。

海南职业院校助力脱贫攻坚

技多不压身 艺高断穷根
“陈绵睿是一个有很强的理解能

力和空间想象能力的学生，在第一学
期制图课程的考试中取得了优异成
绩。”省技师学院的老师说，陈绵睿将
于8月赴俄罗斯参加世界技能大赛。

家住万宁市万城镇的陈绵睿，自
幼家境贫寒，初中毕业由于成绩不理
想，未能进入高中读书，2013年9月，
就读于省技师学院，主修数控专业。
2014 年，陈绵睿经过笔试与实操考
核，进入机械系竞赛集训班，集训班采
取淘汰制，一个月考核一次。7个月时
间，学员们完成了普通班级需要3年
才能学完的机械基础、机械制图、公差
等理论知识和数控加工实训。

然而，在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校
内PK中，陈绵睿落选了，失去继续比

赛的资格。年轻的陈绵睿对自己未来
的职业生涯失去了信心，回到家中。
然而老师的一句“学好一门技术，找一
份好工作”，又令他想起了初心。

在老师的鼓励与支持之下，陈绵
睿重新回到了学校继续学习。2016
年9月，他在第44届世界技能大赛中
国赛区塑料模具工程赛项中获得了第
四名的好成绩，并入选该项目国家集
训队，在第45届世界技能大赛塑料模
具工程项目成功晋级第二名。

陈锦睿说：“我的母校不止教给
我一门技术，更教会了我做一个为了
信念而勇往直前的人。不论在大赛
中我的成绩是否理想，我都会一直保
持初心和信念，带着母校的嘱托，走
在今后的人生路上。”

一直以来，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注重技
能人才的培养，通过发动全省职业院校结
合自身教学实际，设立职业技能鉴定所站，
开展职业技能鉴定，培养了大批技能人才，
为我省经济建设作出了应有贡献。特别是
近年来，以农村贫困家庭为重点，大力支持
全省职业院校组织职业技能培训，不少职
业院校积极开展，取得较好成效。

以省三亚技师学院为例，该学院充

分发挥就业补助资金的最大效益，积极
配合三亚各区及相关单位开展精准扶贫
农村劳动力转移技能培训工作，以有关
部门的培训计划为依托，积极引导扶贫
对象参加挖掘机操作工、电工、中式烹调
师、中式面点师、黎锦制作工、电梯维保
工等实用技术培训，共开展专业技能培训
班27期，培训1162人，组织职业技能证
书考核16场，培训考核1725人次。

“我们把农村劳动力技能培训作为
推动精准扶贫工作的着力点，以就业一
人，脱贫一户为目标，针对性、差异化地
组织开展技能培训，通过思想扶贫、观念
扶贫、技能扶贫，引导贫困群众开拓视野、
转变观念、提升贫困群众增强自身造血功
能。”三亚技师学院相关负责人介绍道。

此外，省经济技术学校的扶贫巾帼
励志中专班、海南软件职业技术学院的

椰雕培训、省技师学院白沙筑梦班等众
多职业院校在职业技能培训工作中也取
得了显著成绩，“扶贫重在扶志，扶志重
在育才”的理念在海南职业教育领域里
得到贯彻。省经济技术学校的办学思路
和教育理念，紧跟时代的步伐，在扶贫的
同时，为海南自贸区自贸港源源不断地
输送技术型人才，走出“技能扶贫、创业
扶贫”新的方向。 （策划 撰文/张洋）

农村贫困青年就业圆梦

技能培训扶贫扶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