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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两不愁三保障”“背水一战”打赢脱贫攻坚战

■ 本报记者 邓钰 见习记者 张文君
特约记者 司玉 通讯员 张博

“看，这是咱们的脱贫新法宝
——罗氏沼虾。”8月12日，在定安县
黄竹镇大坡村的一处水塘边，透过清
可见底的水，不时可看到有虾苗游动
逐食，贫困村民冯尔师站在岸边，细
心观察着虾苗的生长情况。

“今年开始，我们不再沿袭往年
给贫困户发苗、肥料和饲料，让他们
自行发展的做法，而尝试带动他们抱
团发展产业。”大坡村党支部书记、村
委会主任黎业余介绍，今年3月，村

“两委”干部到多地考察，最终结合村
庄实际，决定养殖罗氏沼虾。

4月，大坡村委会投入5万元产业
发展资金，31户贫困户以20万元扶
贫资金入股，在村里清理出13亩虾
塘，投入虾苗17万尾，通过“村集体+
致富能人+贫困户”模式抱团养虾。

“其实，刚听说要抱团做产业，我
们的第一个想法就是怕！”冯尔师说，
前两年，扶贫资金用于购买羊崽、鸡
苗或肥料等，发放到个人手上，自行
发展。但由于种养分散、缺乏技术等
原因，产业无法形成规模，收益并不
好。今年，村委会提出抱团做产业，
贫困户很心动，但顾虑并不少——怕
麻烦、怕亏本、怕没销路。

为了打消贫困户的顾虑，大坡村

“两委”干部带着他们到琼海、万宁等
地考察，让他们实地了解罗氏沼虾的
特性、前景、市场及经济效益。村委会
还制定了保底分红制，不管当年效益
如何，都会提供给入股贫困户6%的保
底分红，2021年归还本金，并制定了
严格的规章制度，通过代表表决、公示
等做法，让贫困户了解产业发展中的
每一笔款项支出和每一环节进展。

“实地参观后，贫困户了解到罗
氏沼虾肉质紧、甜，是酒店的热门菜，
并且销路好。”黎业余算了一笔账，一
亩塘基建、虾苗和饲料成本约6000
元，可出塘虾约300斤，收购价稳定
在40元/斤，每亩纯利润约为6000
元。一年可养2茬至3茬，一年就能
实现盈利。“贫困户了解行情，又看到

村委会制定的制度，有了信心，参与
者也从最初10余户发展为31户。”

在大坡村乡村振兴工作队队长
王家春眼中，一尾虾能带来“双效
益”。“一方面解决了贫困户发展产业
小、散、乱，难管理问题，另一方面村
集体也有了产业依托。”他介绍，村委
会计划在每年3月，养虾收益扣除成
本后，先拿出一部分给入股贫困户提
供保底分红，其余部分，再按照村集
体和贫困户的入股比例再次分红，让
产业可持续发展。

“这是养的第一批虾，可得留心照
顾。”冯尔师说，如今，只会耕田、种橡胶
的贫困户有了产业新盼头，每日积极来
养殖基地看虾苗，总希望它们长得快
些、再快些。（本报定城8月13日电）

本报三亚8月13日电（记者徐
慧玲）8月13日，以“爱让我们在一
起”为主题的2019海南南部地区爱
心夏令营在三亚外国语学校开营。
来自三亚市、乐东黎族自治县、陵水
黎族自治县、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
五指山市等5个市县的80名困境
（留守）儿童相聚在三亚，开启五天四

晚的温馨趣味之旅。
当天，孩子们体验了丰富多彩的

外国语学校夏令营项目。富有科技
感的3D打印技术，以及绘画课程、
陶艺教学、国学课堂让孩子们有了全
新的体验。

此外，夏令营还请来了三亚市检
察院检察官开展兼具专业性和实用

性的预防犯罪与安全讲座，让孩子们
通过寓教于乐的方式增强安全意识，
提高自我保护能力。由三亚市心理
学会带来的心理疏导课程，丰富了孩
子们的心理科学知识。

从8月12日至8月16日，参加
爱心夏令营的孩子们将感受三亚自
然风光和人文科技。

据三亚市民政局社会事务科科
长蔡晓晶介绍，2016年起，三亚市、
各区民政部门已举办了三届“爱心夏
令营”。此次是三亚首次举办海南南
部市县夏令营活动，规模更大，内容
也更加丰富。本次活动由三亚市民
政局主办，三亚市救助管理站、三亚
市社会组织发展服务中心承办。

“寻找百姓身边好医护”
揭晓晚会8月19日举行
240张门票免费送

本报海口8月13日讯（记者符王润）8月19
日晚，由海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海南日报社主办
的第五届“寻找百姓身边好医护”大型公益活动揭
晓晚会将在海南省歌舞剧院举行，揭晓本届十佳
好医护获奖人名单。

截至目前，海南省“寻找百姓身边好医护”
大型公益活动已举办了五届，成为我省医疗卫
生界挖掘身边好医护、树立先进典型、弘扬正能
量的一项重要品牌活动。在这五届活动中，海
南日报社派出大批记者，去追寻这些分布在各
市县的好医护，去讲述那些看似平淡却不平凡
的感人医患故事。他们中有身患绝症仍坚持为
村民看病的万宁乡村医生崔育川；有把患者当
亲人的海南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医生高炳玉；
有放弃上海的优越条件来到海南，希望让海南
的孩子今后不出岛也能得到高水准外科治疗的
省妇幼保健院小儿神经外科专家顾硕……一个
个令人敬佩、令人感动的好医护形象走进公众
视野，为患者所熟知，树立起一个个榜样，带给
我们一次次感动。

在本届的活动中，海南日报报业集团通过
全媒体平台报道了省内54名医护人员的先进
事迹。7月11日，活动正式进入公众投票环节，
引发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人们纷纷为自己心
目中的好医护投上宝贵一票。活动投票结束
后，经过专家评审环节，最终确定出活动的十佳
获奖者人选和10名提名奖获奖者人选。获奖
者将于2019年度第五届海南省“寻找百姓身边
好医护”大型公益活动揭晓晚会当天正式与公
众见面。

同时，2019年度第五届海南省“寻找百姓身
边好医护”大型公益活动揭晓晚会也在紧锣密鼓
地筹备中。为了让更多群众可以亲临揭晓晚会现
场，主办方面向社会公众免费发放240张晚会门
票。读者可在8月14日、15日两天上班时间到海
南日报社领取门票。

土地纠纷引发惨案
乐东71岁老太涉嫌
溺杀4岁男童

本报抱由8月13日电（记者良
子）8月13日，乐东黎族自治县公安
局发布警情通报：乐东一名4岁男孩
被杀案，凶手已被警方抓获。

8月5日16时45分许，乐东乐光
农场社区发生一起故意杀人案件，死
者为一名4岁男童。民警通过调查走
访、现场勘察等相关取证工作，最终确
定潘某珍（女，71岁）有重大作案嫌
疑，并于当日20时许将其控制。

据犯罪嫌疑人潘某珍交待：其与邻
居王庆（化名，死者爷爷）因土地纠纷产
生矛盾；8月5日16时许，潘某珍与王
庆两人再次发生口角。16时45分许，
潘某珍发现王庆孙子无人看管，于是将
其诱骗至自家房前偏僻处殴打致晕，并
将该男童装入编织袋沉入乐光农场社
区办公楼后的莲花池内致死。

目前，犯罪嫌疑人潘某珍已被刑
事拘留，该案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涉嫌贪污罪
东方八所镇政府
原主任科员庞长发
被逮捕

本报海口8月13日讯 （记者金
昌波）海南日报记者从省检察院获悉，
近日，东方市八所镇人民政府原主任
科员庞长发涉嫌贪污罪一案，由东方
市监察委员会调查终结，移送检察机
关审查起诉。2019年8月8日，东方
市人民检察院依法以涉嫌贪污罪对犯
罪嫌疑人庞长发作出逮捕决定。目
前，该案正在进一步办理中。

本报海口8月13日讯（记者邵
长春）8月13日，海口4家驾校因不
按教学大纲进行培训、学时造假，被
省道路运输局通报批评，并责令整
改三个月，拒不整改将被吊销经营
许可证。

同时，涉案教练员将由所属运管
部门按相关法律法规处理，涉案学
员不予办理相应科目结业审批，重
新培训。

6月24日，省道路运输局接到举
报称，海口鑫时代驾校、海口鑫辉煌
驾校、海口鑫天地驾校和海口海达驾
校存在不按教学大纲进行培训、学时
造假的情况。6月25日，该局成立联
合调查组，对上述情况进行调查。

经联合调查组调查核实，海口鑫
天地驾校的琼A3802学、琼A5581
学等两辆教练车，海口鑫辉煌驾校的
琼A6039学教练车，海口鑫时代驾

校的琼A8010学、琼A6692学等两
辆教练车和海口海达驾校的琼
A1836学、琼A1780学等两辆教练
车均存在人为拆装、改装车载计时设
备的问题，涉事车辆教练员在开展机
动车驾驶员培训过程中，存在伪造学
员学时行为。

针对以上违规行为，省道路运输
局依照有关规定，对4家驾校和涉事
教练员、学员进行处罚，责令四家违

规驾校整改三个月，拒不整改的，将
由海口市运管处吊销其经营许可。

同时，省道路运输局还将在全省对
4家违规驾校进行通报批评，并列入信
用黑榜；涉案教练车将由所属运营商
作出锁机处理，省道路运输局要求驾
校将涉案教练车设备恢复原样后才能
开机；涉案教练员由所属运管部门按相
关法律法规进行处理；涉案学员不予以
办理相应科目结业审批，重新培训。

“好享海南·诗和远方——
寻美之旅”启动

多元展示海南魅力
本报海口8月13日讯（记者赵优 特约记者

谢琛 实习生林薇薇）8月13日，由省旅游和文化
广电体育厅主办的“好享海南·诗和远方——寻美
之旅”（以下简称“寻美之旅”）旅游文化体验活动
正式启动，用更加人文和艺术的方式诠释海南的

“诗和远方”。
据了解，此次活动邀请了文化、艺术、体育

等领域代表性人物以及资深旅游摄影师、新锐
手绘创作人、新媒体KOL（意见领袖）等，借由
不同的观察角度，对海南旅游文化、自然生态、
民俗人文、特色节庆、美食风物以及旅游新业
态进行深度体验与寻访拍摄，展开一场“寻美
之旅”，带领岛内外游客聚焦海南旅游文化，赋
予“诗和远方”在海南的人文艺术表达与国际
化传播。

“寻美之旅”将深入海口、儋州、琼海、陵水、
万宁、三亚、琼中等海南多个市县，通过资讯、图
文、视频vlog（视频博客）、摄影、手绘、攻略等多
元传播手段进行全方位、立体化的精品内容输
出。据透露，本次活动还将结合岛外营销推介，
进行主题文旅片的首发上线推广与分享品鉴，通
过文旅营销推广形式的创新，打造海南旅游文化
的消费新热点。

海口将添两家特色夜市
本报海口8月13日讯 （记者郭萃）8月 12

日晚，由海口市商务局主办的“2019椰城夜话·
夜市生活”活动走进金盘夜市和寻尝里美俗夜
市，海口市会议展览业协会50余家会员单位“零
距离”感受夜市文化，探索“夜市+会展”创新发
展模式。

“2019椰城夜话·夜市生活”旨在以鲜明的特
色、富有创意的表现形式，策划并开展具有区域特
色的夜市文化活动，将海口底蕴丰厚的夜市文化
进行宣传推广，以此提升海口的夜市形象，促进海
口地区的夜间经济增长。

海口市商务局负责人表示，2017年起，海口
全力推进特色夜市建设，采用老街改造、荒地新
建、村企合作等形式，管理打造了16家特色夜
市。下一步，海口将继续推动海口夜经济发展，将
现有夜市的餐饮和娱乐项目再提一次档次，让海
口夜经济增加文化、民俗等元素。

海口市夜市发展联合会有关负责人透露，有
两家特色夜市将亮相海口，其中一家主打东南亚
特色美食，另一家将打造台湾小吃一条街。

活动当天，“2019椰城夜话·夜市生活”带领
海口市会展业50余家企业，先后参观了龙华区金
盘夜市和秀英区寻尝里美俗夜市，通过美食巡游、
商户访谈、小型研讨会等形式，增加会展业企业对
海口夜市的了解。

上海外国语大学
三亚附属中学
计划明年秋季开学

本报三亚8月13日电 （记者
徐慧玲）8月13日，海南日报记者
从上海外国语大学三亚附属中学项
目部获悉，上海外国语大学三亚附
属中学项目正在加快施工建设中，
预计今年8月将完成主体工程全部
封顶工作，计划2020年6月竣工，
同年秋季招生开学。

据了解，上海外国语大学三亚
附属中学是三亚重大教育民生项
目，位于天涯区海坡片区，总用地面
积约203亩。计划设有初中部30
个班、高中部30个班、国际部24个
班，以及相应的教学配套设施。据
该项目的相关负责人介绍，该项目
今年计划完成主体建筑封顶和90%
整体装修的建设。

定安大坡村31户贫困户抱团发展淡水养殖

一尾虾带来“双效益”

本报海口8月13日讯（记者计思
佳）海南日报记者8月13日从海口市
教育局获悉，8月14日起，海口中小学
划片入学开始提交新生入学纸质材料，
提交纸质材料时间为8月14日至8月
22日。期间，教育部门将根据各职能
部门初审意见和新生提交的纸质材料，
联合各职能部门、镇（街）、学校，对申请
人提供的信息、材料再次进行审核。

8月14日，申请人按照“入学申

请所需材料”准备纸质材料（原件及
复印件1份），向片区学校提交。材料
齐全的，学校接收相关材料。教育部
门联合各职能部门、镇（街）、学校，按
照联合审核方案要求，对申请人提供
的信息、材料进行审核。本市城区户
籍适龄儿童少年材料不齐全的，由学
校登记，报教育行政主管部门统筹。
本市乡镇户籍适龄儿童少年、外来务
工人员随迁子女材料不齐全的，学校

告知申请人回户籍所在地入学或选
择本市民办学校就读。

需注意的是，各学校通知申请学
位者提交材料方式并不完全相同，例
如部分学校在其官网上发布公告申
请学位者按照规定时间和居住地集
中提交材料，分时段发号依次收材料
办理；部分学校会通过短信或电话方
式通知家长提交材料时间及材料验
收窗口等相关信息分批提交材料，家

长若不清楚所申请学位学校提交材
料方式或提交材料时间可拨打该校
咨询电话进行了解。

据了解，8月23日起各招生学校
将陆续公布新生名单，公布时间为8
月23日至8月25日。8月26日至8月
29日，海口市、区招生办对学校已录取
的新生进行备案，确认新生名单。8月
30日至9月1日，是新生报名时间，家
长可携新生到校报名注册。

海口中小学划片入学今起递交纸质材料
8月23日起各招生学校将陆续公布新生名单

80名儿童相聚三亚“爱心夏令营”

拆装、改装车载计时设备“刷”学时

海口4驾校被责令整改并列入信用黑榜

近日，在三亚市吉阳区丹州小学，参加航模班的小学生们正在接受航模制作培训。
三亚市吉阳区采取“政府采购+志愿服务”的模式，利用暑假时间，免费给全区小学生开设两期包括航模、围棋、国际

象棋、硬笔书法、古筝、舞蹈、小提琴、尤克里里等18个科目的公益课程，在课余时间培养孩子们的兴趣爱好，挖掘他们的
学习潜能。 本报记者 武威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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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口海事局举办
安全教育夏令营
30名小学生登艇
学落水逃生知识

本报海口8月13日讯（记者原
中倩 通讯员李波 方旭霞）8月13
日，海口海事局组织30名小学生登
上我省首个船艇青少年爱国主义教
育基地“海巡21”轮，举办青少年水
上安全知识教育暨航海体验夏令营
活动。

当天上午，学生们在海事工作
人员引领下，秩序井然地登上“海巡
21”轮，在船上举行了庄严的升旗仪
式。在活动现场，海事工作人员通过
播放宣传片，向小学生介绍了“海巡
21”轮在护航行动和生命救援等重
大任务中的突出表现和感人事迹。
随后，海事工作人员以通俗易懂的语
言讲解了安全乘船常识、意外落水的
应急措施、防溺水知识、逃生技巧等。

公益课堂
缤纷暑假

产业扶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