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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海口8月4日讯（海报集
团全媒体中心见习记者韩星）8月
4日，海南爱心扶贫网第三十九期
销量排行榜和订单排行榜公布，本
期销量排行榜单与上期榜单在名次
上没有变化，海南农垦以610.35万
元稳居销量排行榜第一名，陵水位
列第二，澄迈居于第三。在订单排
行榜方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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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销量持续领先。

7月27日至7月30日，有2家
爱心单位分别购买了文昌和白沙的
爱心扶贫产品，采购总额为9290
元。其中，省人力资源开发局在海
南爱心扶贫网上购买了155件文昌
白皮香瓜，总金额为3255元。

■ 本报记者 张惠宁 通讯员 秦德胜

近日，海南日报记者在临高县临
城镇仙还村委会办公室第一眼见到
陈家学，对他只有一个印象：晒得可
真黑！

“干建筑工的，能不黑吗？太阳
都怕他们。”一村干部幽默地说。

在村干部眼里，59岁的村民陈家
学，自己成立建筑施工队，带领村民当
建筑工人，承包建房子，不但自己脱了
贫盖了楼，还带领一批村民吃上建筑
行业饭，是个脱贫致富的好榜样。

陈家学家有6口人，只有2.4亩

地，种两季水稻和一季瓜菜，一年忙
到头，收入微薄，加上前两年2个孩
子上大学，家里经济十分紧张，2016
年被纳入贫困户。

人均三分地，地少人多，这也是仙
还村几个村民小组共同面临的现实情
况。2016年，随着轰轰烈烈的脱贫攻
坚战开启，仙还村谋划着能让整村脱
贫的产业方向。“政府扶持危房改造，
村子需要建大量新房；外出务工人员
挣到钱了也想回村盖新房；有些村民
生活好了也会想着翻修旧房，从事建
筑业有干头，有市场需求。”村干部孙
振海告诉海南日报记者。

临高县就业局在仙还村举办建
筑工培训班，请有经验的施工师傅来
上课，培训出持证上岗的建筑工。但
凡事总要有带头的人，陈家学就是村
里从事建筑行业的带队人。他学成后
成立建筑施工队，队里又不断有人出
师后带队成立新的建筑施工队，村里
从事建筑工行业的人越来越多，逐渐
发展成为仙还村的特色行业。

“每天早上6时出门，晚上6时
才回来，中午在哪干活，就在哪就地
休息，有时候就在树底下休息一会。”
陈家学说。陈家学的建筑施工队一
般10个人左右，承包一栋楼的建筑
施工，一年至少盖五六栋楼，盖一栋
下来就可以脱贫。

沿着仙还村委会办公室往村里

走，村主道两旁可以看见不少新楼，
有的楼房还正在盖。2016年以来，
仙还村发生了巨大变化，村里的两层
小楼一栋接一栋地盖起来，全村570
户2280人，有170户左右盖起了新
房，仅入村的主干道旁边就有30户
左右盖了两层或两层以上的楼房。

这些新房很多是村民掌握了建
筑工技术之后自己建起来的。陈家
学家的两层楼房也是自己建的，“没
活的时候就和我妻子一起盖自己家
的房子，能省下不少钱。”

仙还村的贫困户在2017年全部
脱贫了。现在村民们已经不满足于
盖房子，他们还想再继续精进技术，
多学装修技能，过上更好的生活。

（本报临城8月4日电）

《脱贫致富电视夜校》
今晚播出

本报海口8月4日讯（记者陈
卓斌）第143期省《脱贫致富电视夜
校》将分别于8月5日20时在海南
经济频道、20时30分在三沙卫视
播出，海南卫视也将于8月11日16
时20分播出该档节目。

本期为农科农技类教学节目，
主讲内容为槟榔的种植技术及病
虫害防治。节目将邀请中国热带
农业科学院椰子研究所副所长、槟
榔产业技术创新团队首席专家覃
伟权来到现场授课，对海南槟榔产
业的总体发展情况、种植管理情
况、病虫害防治等相关内容进行
讲解。

观众还可以登录海南网络广播
电视台或下载“视听海南”手机客户
端收看本期节目。

聚焦“两不愁三保障”“背水一战”打赢脱贫攻坚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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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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口」龙泉人酒店管理有限公司扶贫粽子礼盒

累计销售量（件）

9757

8808

5709

5114

4487

3636

3020

2955

2454

2437

海南爱心扶贫网订单排行榜
（第39期）

海南爱心扶贫网销量排行榜

（第3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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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

海垦

陵水

澄迈

海口

定安

临高

白沙

乐东

保亭

万宁

金额（元）

6103596.34

5596500.91

5054872.78

3764902.58

3580129.70

3087111.21

2863895.74

2266595.94

1617279.85

1478266.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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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03日

■ 本报记者 原中倩

今年以来，我省各市县不断出台
并实施各项创业、就业等惠民政策，
通过举办“春风行动”等各类招聘会
和技能培训班，提升贫困群众就业创
业能力，并以多种方式鼓励参训并帮
助就业，帮扶贫困群众实现就业稳定
增收，扎实推进劳动就业转移各项工
作，助力脱贫取得成效。

精准培训 提升技能

“产妇的饮食如何搭配才科学
营养？婴幼儿饮食日常需要注意哪
些方面？如何根据不同天气给婴幼
儿沐浴和日常护理？”近日，在省总
工会职工培训中心，海南日报记者
看到，来自全省各地的60多位学员

正在学习婴幼儿辅食课程。这是省
总工会开展的“精准培训、助力扶
贫”项目中的“免费母婴护理技能培
训班”。

“培训班很受欢迎，每期报名都
大大超出限定人数。而且来参加培
训的学员上课都十分认真。目前免
费母婴护理技能培训班已成功举办
82期，培训近6000人。”省总工会相
关负责人介绍，“精准培训、助力扶
贫”项目把职业精准技能培训作为
推动精准扶贫工作的有力抓手，通
过培训进一步提高下岗职工、农民
工、贫困户、低保户以及城市困难群
体的就业技能水平，增强贫困劳动
力的“造血功能”，助力全省脱贫攻
坚工作。

授人以“渔”，终生之用。要想
彻底断贫根、摘贫帽，更应授之以

“渔”。
去年以来，我省各级人力资源

部门瞄准服务行业，开展技能培训，
推动技能扶贫的创新之路，帮助更
多贫困人口走上就业脱贫增收致富
的道路。

以儋州市为例，该市联合海南知
名人力资源管理服务公司，共同打造

“儋州月嫂”劳务品牌，并开展30多
场招聘会，解决参训妇女们的就业问
题。现在，“儋州月嫂”已经成为地区
知名劳务品牌，“熟练的月嫂月工资
最高可达1万余元，而且还十分抢
手，要提前预约才能订到。”儋州市就
业局工作人员说。

据统计，今年上半年，全省参加
职业技能培训人数为36353人，其
中，贫困劳动力11341人，占所有参
训人员的31.2%。

搭建平台 支持就业

要实现贫困户就业稳定增收脱
贫，不仅要通过技能培训“授之以
渔”，让其能够有“渔”可用，还要通过
劳务输出、组织招聘等方式保障贫困
户所学之“渔”能够用得出去。

“为了提升贫困户的职业技能，
我省积极引导贫困劳动力参加旅游
餐饮、家政服务等各类职业技能储备
培训，为2020年后的长期稳定就业
打好基础。”省人社厅相关负责人介
绍，今年上半年，全省各市县人力资
源社会保障部门结合本地劳动力市
场供需实际，组织有劳动能力和培训
意愿的贫困劳动力开展针对性、实用
性强的免费技能培训，鼓励贫困劳动
力积极参训，并给予培训期间的伙

食、交通补助。同时依托“技能脱贫
千校行动”，吸纳建档立卡贫困家庭

“两后生”免费就读技工院校，并落实
国家助学金政策，对就读公办技工院
校的贫困学生实行学费全免。

除了举办招聘会和技能培训提
升实现劳动就业转移外，各市县积极
创建“就业创业扶贫基地”“就业创业
孵化基地”和“爱心电商基地”等，为
创业者搭建创业平台，并出台多项优
惠政策支持创新创业，实施贫困家庭
务工收入奖补政策、贫困人员外出务
工交通补贴、技能提升奖补政策，有
效助力脱贫攻坚。

据统计，今年上半年我省实现农
村劳动力转移就业7.81万人（其中转
移贫困劳动力0.61万人），其中省外
就业 1.05 万人，公益性岗位安置
1165人。 （本报海口8月4日讯）

关注临高“脱贫之星”

我省加大技能培训力度，提升贫困群众就业创业能力

学一技之长 助脱贫增收

海南爱心扶贫网第三十九期榜单揭晓

海垦陵水澄迈位列前三

临高仙还村村民陈家学带领村民当建筑工人：

一砖一瓦“垒”起致富梦

海南联塑公司
就业扶贫基地揭牌
可供300多个岗位

本报定城8月4日电（见习记
者张文君 特约记者司玉 通讯员王
丽云）近日，海南联塑科技实业有限
公司就业扶贫基地在定安县塔岭工
业园区揭牌，面向贫困劳动力提供
300多个就业岗位，解决贫困户就
业难题。

海南联塑公司总占地面积287
亩，计划总投资8亿元。该公司现已
吸纳25名建档立卡贫困村民就业。

“工作强度不大，可以照顾小
孩，还不耽误挣工钱。”在海南联塑
公司做保洁工作的龙湖镇云头村村
民陈泽妹说，以前务农不仅辛苦，还
没什么收入，现在每个月可以拿到
2500元左右的工资。

近年来，截至目前，定安县已打
造3个就业扶贫基地，实现107名
贫困人员稳定就业。

桶装纯净水质量不合格

一厂商被罚5万元
本报椰林8月4日电（记者邓钰 特约记者

陈思国）8月4日，海南日报记者从陵水黎族自治
县市场监管局了解到，因生产经营的桶装饮用水
含有铜绿假单胞菌，质量不合格，陵水特丽洁发展
有限公司被罚款5万元。

据介绍，今年 4 月 2 日，陵水县市场监管
局执法人员对陵水特丽洁发展有限公司生产
经营的特丽洁饮用纯净水进行监督抽样，并及
时送到省食品检验检测中心进行检验。被抽检
的纯净水生产日期为2019年3月22日，规格为
17.5L/桶。

5月7日，该局收到省食品检验检测中心出
具的《检验报告》，报告显示特丽洁饮用纯净水中
含有铜绿假单胞菌，检验结论为不合格。当天，该
局启动核查处置，对陵水特丽洁发展有限公司生
产经营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特丽洁饮用纯净水
行为给予立案。

经立案查明，陵水特丽洁发展有限公司生产
经营的不合格批次特丽洁饮用纯净水共生产有
576桶，对外销售价格为3元/桶，成本价为2元/
桶，桶押金为27元，已全部销售完毕，涉案货值金
额为1728元，违法所得为576元。

陵水县市场监管局表示，陵水特丽洁发展有
限公司生产经营的特丽洁饮用纯净水被检出铜绿
假单胞菌，铜绿假单胞菌属于条件致病菌，已构成
生产经营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的行为。鉴
于陵水特丽洁发展有限公司主动配合执法人员的
调查，积极查找产生不合格产品的原因，主动整
改，不存在主观故意；截至目前没有收到有顾客前
来反映喝了不合格的特丽洁饮用纯净水后出现身
体不适的情况，没有造成危害后果。同时，陵水特
丽洁发展有限公司的上述行为属初次违法，因未
产生危害后果，符合《海南省食品安全案件行政处
罚裁量基准》的规定，从轻处罚的情形。

捣毁47座“黑灶”
没收4000多斤槟榔果

本报万城 8月 4日电 （记者袁
宇 通讯员梁振玮）8 月 3 日，万宁
市长丰镇政府联合市综合行政执
法局对黄山村、福田村共 3 处使用
传统土法熏烤槟榔黑果加工点进
行打击，依法拆除 47 座熏制槟榔
果的土灶，没收了 4000 多斤槟榔
果，并将追究加工点负责人相关法
律责任。

据悉，万宁市今年严禁采用传统
土法工艺烟熏烘烤槟榔黑果，将严肃
整治包括电炉、蒸汽炉、新型黑果加
工炉等在内的槟榔烘干设备绿色改
造企业（专业合作社、加工厂、加工
户）影响环境的问题，并严厉打击采
购、运输、销售、储藏采用传统工艺烟
熏烘烤槟榔黑果行为。

同时，万宁市政府设立了有奖
举报电话，对举报人提供的违法熏
烤槟榔黑果有效线索，经万宁市农
业农村局和市场监管等部门查实
后，给予每宗 2000 元奖励。市民
可 拨 打 62222322、62223193 进 行
举报。

8月2日，游客在陵水分界洲岛旅游区的海边游玩。今年第7号台风“韦帕”离开海南
后，旅游景区抓紧时间清理景区恢复营业，让游客乐享海岛假日。

本报记者 武威 特约记者 童国强 摄
台风过后 景区人气恢复

结合“路长制”

一晚查处酒驾21起
本报八所8月4日电（记者刘梦晓 通讯员

苏晶）为确保东方道路安全畅通，及时消除道路交
通安全隐患，东方交警大队根据省交警总队关于
《2019年下半年预防重特大道路交通事故》的工
作部署，同时结合“路长制”工作机制开展常态化
夜查，查处酒驾21起。

8月2日晚，东方交警大队常态化开展“周末
夜查”统一行动，分别在东方市八所镇东方大道十
字路口、大广坝红绿灯、三角公园十字路口、良智
大酒店、解放西路八中路口、市体育广场门前、解
放中路及建设南路与解放西路交叉路口设置8个
执勤点，通过“固定岗+巡逻管控”的方式，检查过
往车辆，充分利用执法记录仪、照像机、酒精检测
仪等执法装备，严格按照“零容忍”的原则，对过往
车辆进行逐车检查，及时发现查处酒驾醉驾毒驾
等重点交通违法行为。

当晚，东方交警共出动警力135人次，警车
35辆次，检查过往车辆500余辆次，共查处酒驾
21起。

东方

陵水

掀起禁毒新高潮

陵水法院集中宣判
2宗贩卖毒品案件

本报椰林8月4日电（记者邓钰 特约记者
陈思国）近日，陵水黎族自治县法院分别对王某、
曾某梓、王某锋贩卖毒品一案和王某能、王某民、
陈某福贩卖毒品一案集中公开宣判，以贩卖毒品
罪对6名被告人分别判处有期徒刑1年3个月至
7年不等的刑期。宣判全程进行了网络直播。

据了解，在王某、曾某梓、王某锋贩卖毒品一
案中，被告人王某通过网络聊天软件认识吴某，二
人约定交易毒品。2018年12月8日，吴某到澄迈
县约定地点与王某见面后，王某联系被告人曾某
梓购买毒品，曾某梓遂告知王某锋。当年12月9
日，曾某梓和王某锋来到上述约定地点，吴某应王
某要求通过微信向其转账1800元。王某收款后随
即将其中900元通过微信转账给曾某梓。曾某梓收
款后驾驶王某的电动车载王某锋去向上家购买毒
品，并返回上述地点给王某，随后王某将毒品拿给
吴某。后吴某、王某、曾某梓、王某锋均被民警抓
获，并从吴某处缴获1包毒品。经称量和鉴定，缴
获的毒品净重0.763克，检出MDMA成分。

在王某能、王某民、陈某福贩卖毒品一案
中，2018年8月至9月，被告人王某能两次分别
贩卖海洛因毒品 4.89 克、4.8 克给被告人王某
民，得款2.4万元。2018年 10月至11月期间，
被告人王某民四次贩卖毒品给被告人陈某福及
其他吸毒人员，得款人民币1040元；被告人陈
某福两次贩卖毒品给吸毒人员郭某松，得款人
民币1400元。

陵水法院经审理后认为，被告人王某能作为
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知法犯法，两次贩卖毒品给他
人，其行为已构成贩卖毒品罪；被告人王某民、陈
某福违反国家对毒品的管理规定，贩卖毒品给他
人吸食，其行为均已构成贩卖毒品罪，且陈某福
系毒品再犯。陵水法院依法以贩卖毒品罪判处被
告人王某能、王某民有期徒刑7年，陈某福有期徒
刑2年6个月，均并处罚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