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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省为第一批“海南省退役军人就业创业示范基地”授牌
退役军人是重要的人力资源，促进退役军人就业创业，对于更好地实现退役军人自身价值、助推经济社会发展、服务国防和军队建设都具有重要意义。海南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退役军人

工作重要论述，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退役军人就业创业工作的各项决策部署，多举措扶持帮助退役军人就业创业。在省委、省政府的正确领导下，海南省退役军人事务厅高度重视退役军人就业创业工
作，为我省退役军人就业创业提供全方位的支持与指导，退役军人就业创业工作亮点纷呈，退役军人就业创业典型层出不穷。为充分发挥退役军人在就业创业方面的带动引领作用，促进更多退役军人就业
创业，努力营造政府政策支持、企业提供平台、广大退役军人踊跃参与的就业创业氛围，海南省退役军人事务厅在全省开展海南省第一批退役军人就业创业示范基地评选活动。经过遴选，全省推选出第一
批退役军人就业创业示范基地。10月24日上午，海南省退役军人事务厅在海口举行海南省第一批退役军人就业创业示范基地授牌仪式。被命名为退役军人就业创业示范基地的企业简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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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文骏实业有限公司是一家
综合性的民营投资企业，公司致力
于车站、码头、餐饮、市场经营、广
告、建筑等多个领域。目前旗下拥
有多个子公司，其中，海口火车站站
前广场商业铺面、西海岸1号农庄、
定安美食街等都是公司精品项目。

五源河广场项目与西海岸1号
农庄项目相融，是一家由政府指定的
集农贸、商贸、餐饮、休闲、娱乐、旅游
文化于一体的大型多功能农商广场，
可创造3000多个就业岗位，其中农
贸市场提供摊位400多个，可为当地
失地农民提供就业岗位1200多个，

项目的运营帮助扶持了当地失地农
民谋出路，生活保障问题得到了相对
解决，并对确保西海岸片区、五源河
公务员小区公寓楼和周边居民的生
活配套发挥了重要的积极作用和正
能量的影响。目前，公司员工达200
多人，其中退役军人20人。

海南创新创业孵化基地有限公
司创办于2015年7月，目前，公司员
工21人，其中退役军人4人。

公司致力于建设一个创意更
新、功能更强、成功率更高的国家
级科技企业孵化器，目前基地入驻
企业900多家，其中退役军人创办

的企业20多家，为三亚解决5000
多个就业岗位，吸纳退役军人就业
60多人，入驻企业累计总收入达
16亿元，实现利税1.5亿元。公司
2018年提供退役军人教育培训72
人，孵化基地组织专家和导师为创
业者、退役军人进行培训授课

1000多人次。2016年10月，公司
在国务院督查组全国督查报告中
获得表彰。2017 年 3 月，公司被
省科技厅认定为“海南省科技企
业孵化器”。2018 年，公司获得

“三亚脱贫攻坚慈善公益活动爱心
企业”。

庄氏花螺养殖专业合作社位于
文昌市会文镇，主要以养殖花螺和
各类石斑鱼为主。合作社由最初的

“企业+农户订单”的运行方式，发展
到现在“合作社+基地+农户”的经
营模式，走出了一条合作社参与组

建龙头企业、企业连基地、基地带农
户的新路子，合作社、企业与农户之
间实现利益共享、风险共担，有效促
进农民增收。合作社成立以来，共
帮助退役军人就业120人，扶持退
役军人创业32人。2018年合作社

与镇政府挂钩实行产业帮扶，接纳
了贫困户28户91人进行产业帮扶，
让他们入股合作，利润分红。2018
年代表海南省花螺养殖户参加了全
国第16届农博会，并获“中国养殖
协会金奖”。

五指山妙自然茶业有限公司
是一家集多功能于一体的实体企
业，公司坚持“公司+合作社+农
户+基地”的模式发展，实现公司
增效与农民增收的合作“双赢”，其

中种茶农户 46户，并负责帮扶通
什镇什会村8户建档立卡贫困户
实现脱贫。公司成立以来，共帮
助退役军人就业 30人，扶持退役
军人创业 150 人。公司先后在海

口、五指山多个乡镇举办培训班
35期，共培训人员600多人次。公
司先后被评为“全国就业扶贫基
地”“民族团结进步创建活动示范
单位”。

海南金畅现代物流中心有限公
司主要经营物流管理、物流加工服
务、配送服务等一系列业务，项目以

“农业+互联网+现代物流”的创新
模式运作。公司致力打造全国一

流，服务海南、面向全国、辐射东南
亚并实现全球互联互通的 5A级现
代物流园区、航母式现代物流企业
集团。建成后将成为海南最大的农
资专业现代物流中心及全国农资总

部海南基地。公司成立以来，共帮
助退役军人就业 9人，带动退役军
人创业465人。公司获评全国光彩
事业重点项目，连续 6年获评省重
点项目等。

定安龙湖食用菌有限公司是一
家以食用菌为纽带的循环生态农业
企业，公司采取“龙头企业+村集
体+贫困户”模式，通过“临时工+免
费培训+技术考试+合格转正”等方
式对贫困户开展技能培训，解决自

身就业难、技术缺乏等问题，并带动
11个村委会入股分红，专项用于帮
扶全镇 329 户贫困户，解决 230 名
当地农民就地就近就业，其中贫困
户48户、困难户91户，间接参与扶
贫涉及陵水、琼中等8个市县，带动

发展食用菌产业，获国家科技部审
定的《第二批国家级星创天地备
案》、省内《海南省扶贫龙头企业》等
荣誉。

目前，公司帮助35名退役军人就
业，带动78名退役军人创业。

海南呀诺达圆融旅业股份有限公司
2003年成立。呀诺达景区2006年开工
建设，2008年2月初期投入使用，目前已
建成雨林谷、梦幻谷、三道谷三大景区，
通过创新“呀诺达”V字礼、融合军事化
管理等方式，形成了景区独特的服务管
理文化。先后获得“国家5A级旅游景
区”“国家文化产业示范基地”“全国科普

教育基地”“全国生态文化示范基地”“保
亭县扶贫龙头企业”等荣誉。

公司自成立之初就与退役军人结下
了不解之缘，从创业团队直至现在的管
理团队一直都是退役军人占主导地位，
发挥退役不褪色的军人作风，坚持实行
准军事化管理，努力打造一支效率高、执
行力强的高素质管理团队。十多年来，

企业为退役军人提供了在地方建设中切
实发挥所长的平台。从董事长到公司高
管，直至一线员工，到处都有退伍军人的
身影。目前，呀诺达共有退役军人员工
65人，其中副总经理以上高管5人（董事
长、法人代表为退伍军人），中层以上管
理人员20多名，十多年来，公司累计接
收退役军人近200名。

海南琼中云湖乡村旅游区开发有
限公司主要以休闲娱乐为一体的综
合性服务企业，曾获“优秀和谐企
业”“海南省休闲农业示范点”等称
号。企业在省委、省政府和县委、县
政府的引导下实施建设美丽乡村，
安居工程项目，为长征镇什云村民
小组建设58栋小别墅，每户建筑面

积为 228 平米/栋，让村民“就业不
离家，创业不离村”，实现什云村不
再是空心村、老人儿童留守村，同时
公司党支部组织工会、妇联，给村里
60 岁以上老人每月发放生活补贴
400元，并参与村助学活动8次，资
助4名大学生12万元，什云村每年
考上大学的本科生从入学到毕业

为止，公司给予每位本科生每年赞
助1万元。2019年初，公司资助琼
中女足事业发展经费26万元，充分
做到“居者有其屋、能者有事做、老
有所养、少有所教”的云湖模式。
目前，公司现有职工290人，吸纳退
役军人就业14名。

（撰文/刘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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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省部分市县开通危房改造采购河砂绿色通道

危房改造户采购河砂可享优惠
本报海口 10月 24日讯 （记者

孙慧 通讯员苏乾）海南日报记者
近日从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获悉，
为保障农村危房改造建设进度，我
省部分市县开通危房改造采购河砂
绿色通道，帮助贫困户以优惠的价
格采购河砂，降低危房改造成本，加
快进度。截至 10 月 14 日，省级下
达的市县农村危房改造任务开工
率、竣工率均已达到100%，市县自
筹危房改造任务开工率 100%、竣

工率69%。
河砂是建筑基础材料，近两年来

随着我省打击非法偷采河砂力度的
加大，建筑市场合格河砂紧缺，价格
上涨。河砂价格上涨也严重制约了
我省的危房改造工作。万宁、保亭、
澄迈、屯昌等市县为解决河砂采购
难、价格高的问题，由市县政府及相
关部门主动协调组织开通危改户采
购河砂绿色通道，帮助贫困户以优惠
的价格采购，降低了危改户危房改造

成本，为危改户建房提供了便利，加
快了危房改造进度。

据了解，屯昌主要委托屯昌县城
市建设投资有限公司在指定区域内开
采河砂，按80元/立方米的成本价出
售给危改户，比市场价便宜了200元/
立方米；定安制定了集中供砂制度，以
90元/立方米优惠价格对本年度危改
户优先供砂，截至9月30日，共集中
供应河砂19批次、2834户次、56668
立方米。

昌江、保亭等部分市县实施了一
批河道整治工程，有效提升河道行洪
能力，保障沿河村庄和农作物安全，
在河道整治工程中清理出来的砂料，
主要用于危房改造项目和基础设施
工程建设。儋州市通过港口运输方
式从其它市县、省外运输建筑用砂，
多种办法保障建筑市场的用砂供应，
万宁市政府主要领导多次召开专题
会议，研究解决异地供砂和农村工匠
短缺问题等。

省住建厅相关负责人指出，目
前我省市县自筹危房改造任务进度
比较滞后，希望各市县采取非常措
施，狠抓落实，确保危房改造任务能
在11月底完成竣工入住。此外，对
危房改造存在的突出问题加快整
改，尤其是要加强农村危房改造住
房的质量安全监管，抓紧收录农户
危房改造档案信息，发挥“钉钉子”
精神，按期保质完成本年度农村危
房改造任务。

本报那大10月24日电（记者孙
慧 特约记者邹小和）一口池塘池水盈
盈，满塘荷花已经陆续凋谢，几只鸭子
围着漂浮的荷叶翻上翻下。“以前这里
就是个臭水池，后来经改造后才变得
这么漂亮。这两年我们村在道路、生
活生产用水等方面都不用愁了，环境
变好，大家生活也越来越好！”10月24
日，在儋州市木棠镇薛宅村龙头村民
小组，龙头村民小组组长薛其祥对海
南日报记者说。

薛宅村是儋州市“十三五”建档立
卡深度贫困村庄，全村共有 569 户
848人，其中建档立卡贫困户174户
867人，当前已经实现脱贫170户848
人，仅有4户15人尚未脱贫，预计今
年年底能实现全部脱贫。

“雨天一身泥，晴天一身灰。”薛其
祥说，这两年感受最大的就是村庄环境
的变化，尤其是在道路方面，以前的村
庄道路都是土路，交通极其不方便，所
以尽管村庄离乡镇并不远，但出行不
便，加上旱地多，沟渠引不来水，很多村
民只能外出打工。

这两年，在当地政府、定点扶贫单
位省水务厅等单位扶持下，薛宅村改
造了道路、农渠，铺设了自来水管，成

为木棠镇第一个全村喝上自来水的村
庄。村容村貌有了改善，村民的卫生
习惯也逐渐形成，家家户户门前院后
被打扫得干干净净。

环境变好了，产业也要发展起来，
村民的口袋才能充实起来。薛宅村驻
村第一书记杜卫红介绍，薛宅村采取

“村企合一”的方式，让公司整合村集体
资金和现有的土地资源，从贫困户手中
租赁土地进行流转，聘请专业的种植人
员管理，再聘用贫困户加入生产，贫困
户通过收取租金、参股分红、获取劳务
费等增加收入。目前，薛宅村以“合作
社+贫困户”模式，已经建设起鸡舍、养
蛇屋，开始养殖鸡、蛇，还有村民开始
种桑养蚕，种植南药、三角梅等。

薛庆丰曾是薛宅村的一名建档立
卡贫困户，在驻村扶贫干部和当地政
府的帮助下，他和弟弟薛庆儒一起学
习养蛇，现在他们的标准化养殖蛇蛋
孵化室、商品蛇养殖房已经有550平
方米，养殖水律蛇2300条，一年营业
额有10来万元。

省水务厅驻村扶贫干部谢畅介
绍，下一步要继续发挥省水务厅的行
业优势，帮扶薛宅村修建农渠及田间
机耕道路，发展农业。

三亚妇幼保健院
可接种九价宫颈癌疫苗

本报三亚10月24日电（记者李艳玫 通讯
员黄毅）10月24日，海南日报记者从三亚市妇
幼保健院获悉，即日起该院向社会开放九价宫颈
癌疫苗预约和接种服务。

据介绍，首针可通过电话预约及三亚市
妇幼保健院微信公众平台预约，预约电话号
码：0898-88023973，预约时间为每周二、周
四上午8：0-11：30，第二、第三针可通过手机
APP客户端预约。医院微信公众平台预约方
法为：关注三亚市妇幼保健院微信公众平台，
点开就医服务，点击九价宫颈癌疫苗接种预
约即可。

疫苗接种流程为现场自助机取号，核对预约
本人身份证、检查身体健康状况、确定是否符合接
种；签约知情同意书，确定本次应种疫苗，预约下
次接种时间；接种；观察30分钟。

继2018年初博鳌乐城医疗先试先行区率先
在中国内地开展宫颈癌（HPV）九价疫苗预防接
种之后，近期海南省妇幼保健院、海口市妇幼保健
院和三亚市妇幼保健院。三家公立医院获批
HPV九价疫苗接种资质。九价宫颈癌疫苗适
用于16-26岁女性。

儋州薛宅村打破制约发展的“瓶颈”

畅通农村路 升级产业经

10月24日，在临高县花卉产业旅游观光园，工作人员正在培育花苗。
据介绍，临高县花卉产业旅游观光园位于临高县波莲镇，占地约800亩，是集

旅游观光和花卉苗木生产、交易、展销于一体的生态观光园。目前，该园对周边村
民进行产业扶持，带动村民们参与花卉种植，鼓励贫困户培育爱心花卉苗，企业再
收购。今年爱心花卉苗培育已达10余万株，有效推动当地精准扶贫工作。

本报记者 陈元才 摄

临高：

“花样”扶贫

海口琼山区
集中清理“空壳社”

本报讯（记者张期望 通讯员许晶亮）近日，
海口琼山区组织召开农民专业合作社、家庭农场
和农业生产社会化服务工作推进会议，并已制定
《海口市琼山区开展农民专业合作社“空壳社”专
项清理工作方案》，将对无农民成员实际参与、无
实质性生产经营活动等6类问题农民合作社展开
专项清理。

据了解，农民合作社是由农村中的种植户、专
业户、经销大户等自发建立的农民合作经济组织，
曾有效整合资源，促进产业发展。但在发展过程
中，一些农民专业合作社出现无农民成员实际参
与、无实质性生产经营活动、因经营不善停止运行
等问题，逐渐成为“空壳社”。

对此，琼山区各级各部门以集中清理“空
壳社”为重点，精准甄别问题农民合作社，积极
引导各类农民合作社自愿注销或完善相关法
律程序，发现涉嫌从事非法金融活动的，严格依
法惩处。同时，对近3年享受过财政补助的农
民专业合作社开展财务检查，摸底排查发现问
题的合作社，并建立问题台账，为清理整顿提
供依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