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琼中峡漂流
尽享戏水乐

日前，在琼中黎族苗族
自治县瓦爱鲁生态旅游区
琼中峡漂流景点，精彩刺激
的漂流项目受到游客的追
捧。

琼中峡漂流是我省首
家空中玻璃漂流，玻璃滑道
全长350米，接驳3800米
峡谷河道，可供游客畅漂90
分钟，是目前景区极具人气
的游乐项目之一。

本报记者 陈元才
通讯员 王清山 林学健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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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入南坵村彭田村民小组，一片
绿油油的桑树长势喜人。去年10月，
帮扶工作队提出要发展种桑养蚕产
业，陈宏宣第一个反应是“瞎闹”，随后
改变了主意。

“刚开始心里没底，因为前两年我
们村种养过桑蚕，连续好几次都失败
了。”全凭着对帮扶干部的信任，陈宏
宣带头将自家4.6亩水田翻种上桑树。

引进专业公司进行标准化管理，
邀请养蚕大户“传经送宝”，筹措资

金帮建村集体蚕房，当地政府及帮
扶单位通过加大扶持力度，共吸引
20余户参与种桑养蚕产业，如今郁
郁葱葱的120亩桑田正迎着阳光长
势喜人。

有了可持续发展的产业，村民们
的积极性也日渐高涨。

去年10月，南坵村引进海南陆侨
集团有限公司，由该公司免费提供鸭
苗、饲料并定期定价收购成品优质鸭，
政府建设规范化示范基地，致富带头

人及贫困户负责日常养殖的模式，发
展养殖品质鸭。

在领到政府发放的3000元扶贫
资金入股养鸭后，脱贫户黄秀东几乎
隔三差五就来养殖基地转悠转悠，帮
忙打扫卫生或是喂食饲料。“卖鸭的钱
我也有份，当然得出点力。”

将企业、村集体与村民的利益捆
绑起来，分散的钱、人、地集中起来，
南坵村不仅把桑蚕、养鸭等产业办得
红红火火，并推进完成少数民族特色

村寨建设项目，让村容村貌焕然一新
之余，打造出独具特色的旅游村寨景
观带。

“我们将村里的闲置农舍改造为
民宿，组织村民到海口参加旅游培训，
由村民成立公司自行管理。”村帮扶干
部介绍，南坵村是通向七步水瀑布的
必经之地，具备发展乡村旅游配套服
务的先天优势，目前村里已有10间客
房对外开放。

（本报营根8月12日电）

■ 本报记者 李梦瑶 通讯员 陈欢欢

这几天，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长
征镇潮村党支部收到一份特别的入党
申请书，让村“两委”工作群里一下子
炸开了锅。

“申请人是村里的脱贫户陈玲，
几年前我们第一次去她家走访时，两
口子一个成天酗酒，一个因患病而萎
靡不振，当时一度以为碰到了脱贫

‘钉子户’。”让潮村驻村第一书记梁
宇颇为感慨的是，昔日内生动力不足
的陈玲摘了“穷”帽当上小老板，如今
又想着入党，思想观念的转变不可谓
不大。

今年33岁的陈玲和丈夫育有两
个孩子，一家四口守着几亩薄田，偶
尔外出打些零工补贴家用。2014

年，他们一家被纳入建档立卡贫困
户，原以为在政府的帮扶下日子会
一天天好起来，不料陈玲于2016年
被确诊患上甲状腺癌，让两口子顿
时如泄了气的皮球般对生活失去了
信心，丈夫王启吉更是整日抱着酒
瓶子不撒手。

“那时候他们几乎天天以泪洗
面，见到帮扶干部上门，也爱搭不
理。”陈玲的帮扶责任人王成美心
里清楚，只有解决了实际问题，才
是打开他们一家人心结的最好办
法。

从治病到各项补助的申请、领取，
帮扶干部们跑上跑下，为陈玲报销医
疗费用1.8万余元，报销比例达90%
以上。挪开了医疗这座“大山”，陈玲
的两个孩子又分别申请到教育补助，

让她感觉日子总算是有了点奔头。
趁热打铁，帮扶干部开始上门给

陈玲做思想工作，动员她自主发展产
业。可一没资金二没技术，如何才能
搭上产业快车？得知这一情况后，村
里的致富带头人许乾国主动免息借款
3万元，并提供技术支持，鼓励陈玲发
展养猪产业。

正是养猪挣到了“第一桶金”，
彻底点燃了陈玲的创业激情。“村
子周边生长着许多野生古山茶树，
村民们采摘果实后卖给琼海、万宁
等地的收购商，利润几乎都被外人
赚走了。”发现这一商机后，陈玲从
2017年开始跑村串户上门收购山茶
油青果，自己在家进行人工脱壳并
榨油出售。

得知陈玲的创业念头，王成美第

一时间牵线搭桥，将山茶油摆上海南
爱心扶贫网进行销售，同时梁宇所在
的单位省粮食局也将消费扶贫作为长
期帮扶手段之一，帮她有效拓宽销
路。去年，陈玲收购了8000多斤山茶
油青果，产值达5万余元。

吃上了手艺饭的她，一鼓作气，
接着向村民收购桃金娘、桑葚和马
蜂，用来酿制果酒及药酒。“喏，刚刚
从隔壁村脱贫户许兴飞手中收购的6
斤桃金娘，等晒干了就可以开始酿
酒。”陈玲告诉海南日报记者，眼下桃
金娘长势正盛，到了10月开始压榨
山茶油，过完春节后则是采收桑葚的
时节，一年到头的“档期”几乎被安排
得满满当当。

眼看妻子酿酒忙得不可开交，昔
日酗酒成性的王启吉渐渐开始主动分

担活计，一忙起来，喝酒的次数竟也越
来越少。“村里给我安排了一份饮水安
全管理员的公益岗位，再加上还要照
顾家里养的几百只鸡鸭和11头黄牛，
现在都没时间喝酒啦。”王启吉说，靠
着多种产业齐头并进，如今他们一家
退出建档立卡贫困户序列，并还清3
万元借款。

尝到创业甜头的夫妇俩，今年年
初又在长征镇上盘下一间铺面，销售
及加工鸡鸭等禽畜。“政府、帮扶干部
和致富带头人都这么关心我们，我们
不想辜负他们的期望。”不仅想自己干
出点成绩，几天前陈玲更主动向潮村
党支部递交了入党申请书，她正期望
着，今后也要像帮助她的党员干部一
样，去帮助更多的人。

（本报营根8月12日电）

琼中潮村村民陈玲脱贫后忙致富，人生有了新追求——

递交入党申请书，希望帮助更多人

琼中大坡村

制定村规民约
为红白事“瘦身”

本报讯（记者李梦瑶 通讯员王洁 黎文盈）丧
事比“孝心”，婚事比“财力”，建房乔迁比“气
派”……婚丧嫁娶中的人情风俗承载着人们情感
沟通之功能，却在铺张浪费、攀比随礼中逐渐沦为
人情“枷锁”。不久前，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中平
镇大坡村村民李啟安乔迁新居，一改常态走起节
俭路线。

“没有邀请亲戚朋友，一家人简简单单吃了顿
饭，既热闹又不怕人笑话，还节省了近两万元的酒
席费用，够家里5个孩子两三年的学费了。”李啟
安告诉海南日报记者，之所以他能鼓足勇气除陋
习，得益于移风易俗为核心的村规民约的落实。

2015年，大坡村在镇委、镇政府和县帮扶单
位帮助下，成立由村支部书记担任理事长，村内德
高望重、崇尚节俭、热心服务的党员及村民代表任
干事的“红白理事会”，村民操办红白喜事皆由理
事会成员严格按照“节俭”制度帮助操办。同时，
大坡村通过脱贫电视夜校、村小组微信群、广播等
场合与渠道，多形式、高频率地向群众宣讲村规民
约、精神文明建设及创建文明乡风新风尚等思想
道德文明礼仪知识。

“以前很多村民特别怕家里有红白喜事，办差
了怕别人笑话，办得太好经济又不允许，只能‘打
肿脸充胖子’。”大坡村党支部书记邓家吉介绍，自
从推行婚事新办、喜事小办、丧事简办的原则以
来，人情债少了，人情味浓了，如今该村已成为琼
中乡村文明建设的典型代表村之一。

琼中推进巡察“底稿制”
更好发挥巡察利剑作用

本报营根8月12日电（记者李梦瑶 通讯员
陈欢欢 黄详缨）“巡察与审计相结合、边巡边移问
题线索、巡察‘底稿制’，这些新的巡察方法，帮助
我们发现不少问题线索，更好地发挥了巡察利剑
作用。”8月12日，刚参加完第九轮琼中黎族苗族
自治县县委巡察工作的营根镇纪委负责人向海南
日报记者解释这次巡察的不同之处。

本轮巡察中，琼中为每个巡察组配备2名审计
干部，推动审计专业性优势与巡察权威性优势充
分融合，通过审计发现的问题线索占比达50%，

“巡审结合”成效明显。针对巡察过程中发现的问
题，琼中做到“一事一底稿”，确保巡察工作有据可
查、有迹可循，进一步提升巡察工作规范化水平。

与此同时，巡察组联合派驻纪检组、乡镇纪委
等力量，聚焦损害群众利益的腐败和作风问题，巡
察期间边巡边移问题线索，及时作出处置，确保事
关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得到及时回应。

截至目前，本轮巡察共发现问题线索30件，
其中涉及惠农资金“一卡通”问题线索7件14人，
巡察期间边巡边移问题线索2件6人，县纪委快
查快结立案6件6人，挽回惠民资金损失61万元。

琼中推动管道燃气下乡
已点火通气使用2148户

本报营根8月12日电（记者李梦瑶 通讯员
王洁）8月12日，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首场燃气
下乡“气代柴薪”现场会在营根镇猫尾村拉开序
幕，接下来该县将采取“实地参观+座谈会”的形
式，在10个乡镇陆续举办现场会，助推管道燃气
建设工作顺利铺开。

当天，参会人员先后实地参观了营根镇猫尾
村、新稿村、合罗村等村庄的燃气管道建设情况，
相关负责人系统讲解管道燃气相对于传统罐装燃
气的优势，并邀请管道燃气建设成功试点村村民
分享感受，让与会的各村主要帮扶干部及村“两
委”干部借鉴经验，以便更高效地做好农村管道燃
气建设工作。

海南日报记者了解到，截至目前,琼中已完成
市政燃气管道铺设 30.32 公里，庭院燃气管网
46.96公里，总覆盖用户17288户，已点火通气使
用2148户。2019年，琼中计划完成156个村的
燃气管道建设目标。

■ 本报记者 李梦瑶
通讯员 王洁

8月12日上午
6时许，一辆大货车
驶入琼中黎族苗族
自治县中平镇南坵
村养鸭示范基地，
来自海南陆侨集团
有限公司的收购商
刚刚从车上跳下
来，脱贫户黄秀东、
潘文金等人便迅速
围聚过来帮忙抓鸭
装箱。

“昨天晚上上
脱贫致富电视夜校
时无意间提了一
句，没想到今天竟
有这么多人赶过来
帮忙。”村民的积极
踊跃，在南坵村驻
村第一书记、驻村
工作队队长杨克明
看来实在难得。作
为琼中曾经唯一的
深度贫困村，南坵村
从理顺党群、干群
关系着手，不断夯
实基层党组织根
基，志智双扶激活
群众主人翁意识。

琼中南坵村积极抓党建，发展多项产业

聚拢民心一起干，建设特色旅游村
一场暴雨过后，杨克明和帮扶干

部们同往常一样开始巡村访户。“杨书
记，进来坐坐？”途径一排黛瓦白墙的
新式民居时，脱贫户钟永强从门后探
出头热情地打招呼，一旁“努力奋斗进
小康，幸福不忘共产党”的火红对联格
外醒目。

这是海南日报记者8月12日下
午在南坵村见到的一幕。

因思想观念落后、产业发展单一，
2016 年南坵村贫困发生率一度达

34.3%，成为琼中唯一的深度贫困
村。“村‘两委’班子软弱涣散，省里也
派了帮扶工作队下来，但村民始终不
满意。”南坵村彭田村小组组长陈宏宣
介绍，过去村里的党员干部在群众中
的威信不高，村民各行其是、一盘散
沙，村容村貌也呈现着脏乱差的景象。

2018年5月，根据省扶贫开发领
导小组统一调整，一支由省民宗委、省
农发行、琼中县交通局三家单位组成
的“加强版”帮扶工作队联合入驻南坵

村，可村民们并不领情，“省里来的，不
可能跟我们一条心。”

听到村民们的议论，刚刚上任的
工作队队长杨克明有点懵：自己什么
都还没做，就“失了民心”？他开始想
着法子与村民“套近乎”。经过连续几
天的观察，他发现村委会办公室旁边
的小卖部是村民们的“据点”，茶余饭
后大伙儿总喜欢聚在那里闲话家常。

“小卖部是村里各种讯息的汇总
和发散地，不如就从这里着手。”一番

打听，杨克明得知小卖部老板娘梁玲
被颁发了光荣烈属牌，却没有得到应
有的补贴及慰问物资，尽管多次反映，
问题始终没能得到解决。随即他第一
时间赶往县民政局反映情况，很快寻
求到解决办法。

“你们有啥难题，找杨书记准没
错。”梁玲自此成了杨克明的“铁杆支
持者”，越来越多的村民也开始放下
成见，把这群外来的帮扶干部当成自
己人。

拉近干群关系只是第一步，帮扶
干部们心里清楚，要想把群众、党员、
干部串起来同频共振齐发展，必须用
好党建这根“绣花针”。

驻村的第二个月，帮扶工作队在
南坵村主持召开村民小组的党小组会
议，同时要求下辖6个村民小组每月
定期举行村民小组的党小组会议，将
所有党员聚在一起集体商讨村内事
务，真正发挥战斗堡垒作用。

“整村推进工作一直停滞不前，得

找人催催施工队”“人居环境整治工
作，各村民小组的党员要做好带头作
用”“村里停电了要及时去县里借发电
机，不要影响危房改造进度”……借
助党建工作例会制度，南坵村大大小
小的民生难点与重点被一一消灭，同
时构建起良性畅通的党群、干群沟通
渠道。

“以前党员干部在群众心里没威
信，在村里推进一项工作可真是太难
了。”南坵村下田坡村民小组党员李献

平感叹，自从抓好了党建引领这一龙
头，村里迸发出一场由内而外的链式

“裂变”。
去年8月，南坵村在人居环境整

治工程中拆除旧房、危房时，遭到村民
的极大反对。王月兰等一批党员带头
拆掉自家的旧房，并挨家挨户上门给
村民讲政策、话思想。凭着全村党员
干部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的协作
精神，不到短短半个月便消除了大伙
儿的顾虑，比预期提前一个月完成人

居环境整治任务。
村民们的信任与理解，得益于党

员干部们的用心用情。“我们组织19
名年轻党员与21户脱贫户结对子，同
时开展党员‘1+10’联户制度，即10
户村民配备1名党员‘管家’，确保群
众困难第一时间得到解决。”村帮扶干
部介绍，如今南坵村不定期开展“广场
舞跳起来、篮球赛比起来，红歌唱起
来”等活动，让党员干部和群众在丰富
多彩的文体活动中得到充分交流。

用真情凝聚人心 拉近干群关系

打“党建+”组合拳 解决群众困难

调动村民积极性 多项产业齐头并进

琼中启动城镇小区
配套幼儿园专项治理

本报营根8月12日电（记者李梦瑶 通讯员
陈欢欢 林学健）海南日报记者8月12日从琼中
黎族苗族自治县政府办获悉，该县日前印发《琼中
黎族苗族自治县城镇小区配套幼儿园专项治理工
作实施方案》（以下简称《方案》），启动全县城镇小
区配套幼儿园专项治理工作。

《方案》指出，将按照“省级统筹、属地负责、部
门联动、分类治理”原则，坚持政府主导、部门联
动，针对城镇小区配套幼儿园规划、建设、移交、办
园等环节存在的突出问题开展专项治理，并于
2020年12月底前全面完成整改任务，着力构建
以普惠性资源为主体的学前教育公共服务体系，
进一步提高学前教育公益普惠水平。

本次专项治理范围为全县城区和镇区住宅小
区，具体分两类同时进行治理。第一类是规划居
住人数达5000人及以上规模的大型城镇小区，其
中规划居住人数达5000人的小区应配建一所6
个班规模幼儿园，达9000人的小区应配建一所9
个班规模的幼儿园，达12000人的小区应配建一
所12个班规模幼儿园；另一类是除去居住人数达
到5000人及以上规模城镇小区之外的其他城镇
居民住宅区域。在满足城镇幼儿园服务半径要求
的基础上，根据实际情况进行划片，按照第一类标
准测算应配建的幼儿园数量，积极开展排查治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