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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李佳飞 通讯员詹
雷）为夯实脱贫攻坚基石，形成一套
可复制、可推广的脱贫攻坚标准化体
系，文昌市积极对工作流程、一户一
档、台账模板等进行标准化研究并形
成一套模板，目前这套模板已在全市
进行复制推广。

文昌市扶贫办负责人表示，脱贫
攻坚工作标准化建设是助推打赢脱
贫攻坚战的一个重要推手，是将各类
分散的扶贫“标准”，系统地归纳整合
提升，形成一整套可复制、可推广的

标准化体系，对打赢脱贫攻坚战起到
支撑和服务作用。

为构建脱贫攻坚标准化体系，今
年9月中旬以来，文昌市政府相关部
门多次召开意见征求会，对工作流
程、一户一档、台账模板等标准化建
设相关工作进行研究并形成一套可
复制的模板。10月中旬，文昌市召开
脱贫攻坚工作标准化建设现场会，采
取现场观摩、现场解说、交流互动、会
议传达等形式进行，就相关问题进
行交流讨论，并对下一步工作进行

安排部署。
与此同时，文昌还对现有帮扶

责任人队伍进行调整优化，选派政
治素质高、敢于担当、作风扎实、善
于做群众工作的优秀干部作为帮扶
责任人，脱产专职结对帮扶工作。
目前，文昌全市帮扶责任人从2546
人调整优化到1540人，平均年龄在
40岁左右，其中中共党员975人，占
比63.3%。

文昌市政府相关负责人表示，
文昌市将充分运用脱贫攻坚工作标

准化建设成果，着力解决脱贫攻坚
薄弱环节，强化基础工作，切实解决
底数不清、情况不明、效果不实等问
题，按照“缺什么、补什么”的原则抓
好标准规范提升，积极推进产业扶
贫、就业扶贫等各项帮扶措施落到
实处。

据悉，截至今年10月中旬，文昌
市建档立卡贫困户脱贫退出3726户
15128 人，未脱贫人口仅剩 491 户
1261人；全市整村推进贫困村共有
10个，已经全部脱贫出列。

文昌推进脱贫攻坚标准化建设
调整优化帮扶责任人队伍

■ 本报记者 刘梦晓
特约记者 司玉 通讯员 王丽云

“特别感谢阿付，是他给了我
200只鸡苗，还教给我养鸡技术，让
我有了致富的希望。”10月 21日下
午，在定安县富文镇潭陆村，低保户
陆善臣正在给自家的鸡播撒饲料。
他口中的阿付叫曾祥付，过去是村里
的贫困户，如今是致富带头人。

喂养饲料、收拾垃圾、清点肉鸡
数量……在曾祥付的鸡场里，海南日
报记者见到了正在忙活着的他。“从
一名贫困户到现在过上好日子，只有
靠着自己的双手劳动，日子才会越来
越有奔头。”说起自己的脱贫路，曾祥

付感慨不已。
2014年，曾祥付一家因上学的

孩子多和缺乏劳动力，被纳入为贫困
户。为了改善生活条件，曾祥付努力
寻找着脱贫致富的路子。

“当时村里的人养猪的比较多，
对这一行业也了解了一些门道，于是
我决定先从养猪开始做。”善于观察
的曾祥付发现，猪苗销售市场利润
大，于是立即将家里饲养的一头牛和
几只肉猪全部卖掉，扩建了猪舍并买
回几头母猪。

曾祥付特别能吃苦，常常起早贪
黑地干活。经过精心饲养，2015年，
依靠出售猪苗，曾祥付全家收入明显
增加。2016年，他又扩大养猪规模，

母猪养殖从原先的5头扩大到15头，
每年出售猪苗收入可观，生活状况得
到极大的改善。

2017年，一个偶然的机会，曾祥付
了解到肉鸡的市场需求量大、销售旺，
于是动了心。在朋友的帮助下，曾祥付
动身到外地去学习养鸡技术，并积极参
加镇里组织的家禽饲养培训会，寻找肉
鸡饲养和销售途径。经过2个月的摸
索，拿着政府给予的产业资金补贴，曾
祥付开始了自己的养鸡创业之路。

“2017年上半年我搭建了2个鸡
棚，购买了3800只鸡苗，靠养鸡和养
猪一年纯收入达到了4.3万元，全家人
均年纯收入达到了7100元左右，成功
脱掉了贫困户帽子。”这让曾祥付自豪

不已。今年，曾祥付已经拥有5个鸡
棚，养鸡数量达到1.5万只，每年出售
成鸡从原来的一年两批次到现在的一
年四批次，年收入得到大幅增长。

“脱了贫，他没有忘记乡亲们。”
潭陆乡村振兴工作队队长林明龙说，
许多村民看到曾祥付的生活越来越
好，纷纷跟随他开始养鸡，他毫不保
留地向村民们传授养殖经验，帮助解
决难题。

如今，曾祥付共带动了村里17
户农户发展了肉鸡养殖，其中贫困户
2户，一般户15户，低保户1户。“一
人富不算富，大家富才算富，脱贫致
富路上不能落下一个乡亲。”曾祥付
如是说。 （本报定城10月25日电）

定安县富文镇潭陆村曾祥付从贫困户变成致富带头人——

脱贫致富路上不落下一个乡亲

本报临城10月25日电（记者张
惠宁）我省农村饮水工程一直面临着
一个瓶颈问题：建设容易维护管理
难。海南日报记者10月25日从临高
县水务局获悉，今年以来临高县结合
本地实际情况，创新农村饮水工程管
理模式，通过“公司+村民管水员”管
养分离、分工合作的模式，有效破解了
上述难题，目前，农村安全饮水已覆盖
了 96%的农村人口，受益人口达
30.76万人。

据介绍，临高通过社会购买服务，
引进专业公司负责对全县191个农村
饮水工程的水塔进行清洗、设备设施

维护、定期消毒等专业性工作，而村民
管水员则负责日常巡检和挨家挨户收
水费，以水养水，发现问题及时上报公
司进行维护。

今年1月推行新的农村安全饮水
管理模式后，今年上半年，临高县水务
局委托第三方对全县191处农村饮水
工程583处点位水水质进检测，结果
仅发现25处点位水质不合格，合格率
达到95.7%。25处水质不合格处已
迅速进行了整改达标。

“农村饮水安全，全省各市县普遍
面临的一个瓶颈问题是管理跟不上的
问题。农村水费难收，设备坏了没人

养护，水塔建好后，有的因管理缺位就
成为死塔。”临高县水务局局长郑争向
记者介绍，临高县重视农村安全饮水
工程，2018年投入1.16亿元，新建及
巩固提升农村饮水工程项目52个，
2019年又投资1.39亿元，开工建设农
村安全饮水工程项目58宗，截至目前
临高的农村饮水工程项目达到了191
个。但临高的农村饮水工程特点是单
村单井多，规模小；平时用水量少，节
假日用水量多；村民管水员管理水平
低。“引入专业公司后，专业的人做专
业的活，公司负责养护所有设备、负责
指导培训村民管水员进行日常加药消

毒，管水员只负责收水费和日常巡查，
就可以保障每一座农村饮水工程安全
运转。”他说。临高水务局同时委托第
三方公司，每年对191个农村饮水工
程水质进行两次检测监督。

“今年6月，配电箱被雷电击坏了，
我打电话给公司，他们当天就来修好
了。”10月23日，临高博厚镇五尧村文
双村村民小组管水员叶显飘说。文双
村供水工程2018年底投入使用，向五
尧村5个自然村1365人提供自来水。
叶显飘在管理房向记者展示了《临高
县饮水安全工程水塔清洗记录本》，上
面记载，2019年7月8日，公司派专人

清洗水塔，水质干净。清洗人员工作
完后需要在记录本上签名，叶显飘也
需要见证签名。还有一本消毒设备巡
查记录本，是叶显飘每天要做的巡查
记录。叶显飘还说，像村民家的水管
或龙头坏了这样的“小修”，则由村民
买材料，他们负责“搞掂”。

“你看，这水多清呀，村民现在饮
水很方便了。”叶显飘现场拧开了一个
水龙头，让记者看哗哗流出来的水。

“一年我们支付给专业公司的服
务费160万元，却能保障全县所有191
个农村饮水安全工程正常运转和安全
供水，这是花小钱办大事。”郑争说。

创新管理模式，引进专业公司对全县农村饮水设施进行管护

临高破题农村饮水维护管理难

脱贫攻坚“创优保优”大冲刺

万宁联通党支部资助贫困户
治病，贫困户感激地说——

“我以后有机会
听清楚东西了”
■ 本报记者 梁振君 通讯员 戴瑞

朱业雄是万宁市后安镇乐来桥头
村一名贫困户，7岁时因意外导致左
耳鼓膜穿孔，家庭贫困的他没有及时
进行医治，现年45岁的他耳朵几乎听
不到声音，这给他的生活带来极大不
便。如今，在万宁联通党支部的帮扶
下，他的听力有望恢复。

今年10月23日，万宁联通党支
部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
育要求，组织全体党员和团干部到公
司扶贫主体责任单位——后安镇乐来
桥头村，开展“我与祖国共奋进”主题
党日暨志愿服务活动。大家拿起锄
头、扫把和铁铲清理环境卫生。在休
息间隙，万宁联通党支部了解到朱业
雄耳疾严重，却因贫困屡次错过治疗
机会，即将丧失听力。

万宁联通党支部随即在现场召
开临时支部会议，大家一致认为要帮
助这位贫困户，其治疗费用去除政府
报销后的自费部分由万宁联通爱心
捐款筹集。

10月25日，万宁联通党支部一
行3人开车从村里接上朱业雄，驱车
直奔海南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帮助
朱业雄办理挂号并带他到耳鼻喉科诊
断，万宁联通党支部书记陈以勇向医
生详细说明了朱业雄的病情及家庭情
况，并请医生尽快为其安排手术治疗，
尽早恢复听力。

“感谢党委和政府，感谢万宁联
通，我以后有机会听清楚东西了！”朱
业雄感动地说。

（本报万宁10月25日电）

涉嫌受贿

三亚市人民政府原党组成员、
副市长王铁明被逮捕

本报海口10月25日讯（记者李磊）海南日
报记者10月25日从省人民检察院获悉，三亚市
人民政府原党组成员、副市长王铁明（副厅级）涉
嫌受贿一案，由海南省监察委员会调查终结，移送
检察机关审查起诉。经海南省人民检察院交办，
由海口市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日前，海口市人
民检察院依法以涉嫌受贿罪对王铁明作出逮捕决
定。案件正在进一步办理中。

三亚投630万元
建五黑鸡养殖基地
吸纳贫困户创业就业

本报三亚10月25日电（记者易
宗平）10月25日，三亚市育才生态区
雅亮村，一辆辆工程车正在紧张有序
地施工，加快建设生态特色五黑鸡养
殖基地。该项目总投资630万元，将
于12月底建成投产。

该项目负责人介绍，今年12月底
建成投产后，将以生产优质无公害绿
壳鸡蛋为目标，鸡舍存栏量可达
40320羽，预计年产绿壳蛋 880 万
枚，预计年产值约1000 万元。

同时，该项目还将带动休闲产业
发展，大力推进村集体经济组织相关
产业的发展，并带动家庭小规模养鸡
场的发展，直接吸纳建档立卡贫困户
劳动力50人创业就业。

10月 22日，琼中黎族苗族
自治县湾岭镇中心卫生院，全科
医生苏玉花为病人检查身体恢复
情况。

据了解，湾岭镇共有707户
2759名建档立卡贫困人口，享
有该县健康扶贫政策的保障。此
外，湾岭镇中心卫生院为其中10
户42名因病致贫村民额外提供
了“一对一”结对帮扶的医疗保障
服务。

本报记者 袁琛 摄

琼中医疗扶贫
“一对一”

第四届海南新能源车展开幕
3天展出约200辆新能源汽车

本报海口10月25日讯（记者郭萃）10月25
日，第四届海南新能源汽车及电动车展览会在海
南国际会展中心开幕，本届展会为期3天，展示面
积3.5万平方米，共展出约200辆新能源汽车，展
会首日参观观众超过2万人次。

据了解，本次展会以“新时代·新能源·新机
遇”为主题，展会共设置了包括新能源乘用车、新
能源商用车、新能源专用车、充电桩、出行服务商/
运营商、汽车后市场六大特色展区，集中展示推广
国内外新能源汽车、无人驾驶汽车、智能网联汽车
及电动车领域的最新产品和技术解决方案，是海
南地区产业链较为完善的专业新能源汽车展会。

其中，宝马、丰田、本田、大众、比亚迪、吉利、
北汽新能源、红旗、威马、蔚来、小鹏等100余家企
业集中展示其最新款新能源汽车产品。据统计，
今年1-9月我国新能源汽车销量排行前十款车
型悉数参加本次展会。

展会开幕当天同期召开了2019海南国际新
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大会并举办充电基础设施建设
运营与新能源汽车绿色智慧出行主题论坛。

本次展会由振威展览股份主办，海口市商务
局、海口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海口市科学技术工
业信息化局、海南省电动汽车与充电设施协会等
单位协办。

◀上接A01版
当晚，“久久不见久久见”（See ya in San-

ya）——2020年第六届亚洲沙滩运动会主题口号
同时发布。中文口号取自海南广为流传的民歌
《久久不见久久见》的歌词“久久不见久久见，久久
见过还想见”，文简意深，呈现了三亚亚沙会的“办
好一次会，搞活一座城”的核心理念；体现了“人文
亚沙”所蕴含的和谐开放、共建共享价值观；表达
了海南人民和中国人民诚邀世界各国人民共建美
好家园，同享发展成果，携手共创未来的美好心
愿；展现了一个拥有千年文明，正在阔步走向新时
代的美丽城市开放包容、创新发展的坚定信念；传
递出900万海南人民为建立一个和平而美好世界
作出贡献的心声。

英文口号“See ya in Sanya”句法结构具有
鲜明特色，ya 是 you 的俚语说法，see ya 有欢
迎之意，ya 与“亚”音近。整句口号简洁、响亮，
寓意深远，既易记、上口，又便于传播。

现场，嘉宾与创作者共同宣布三亚亚沙会会
徽、口号正式启用，《久久不见久久见》《与鹿共舞》
等体现会徽、口号元素与当地特色的文化活动依
次举行，精彩纷呈。最后，现场通过无人机灯光秀
的形式，以叙述故事的方式巧妙展示本届亚沙会
的口号以及会徽，400架无人机海天之间讲述亚
沙精彩，将发布会推向高潮。

会徽、口号是举办一届运动会的重要元素，最
能高度概括和集中体现不同运动会所独有的举办
理念。亚沙会组委会于2019年7月19日起面向
全球公开征集三亚亚沙会口号及会徽，共征集了
3218件作品。经过多位国内知名专家的专业评
选，以及社会各界代表的认真评议，最终确定了中
选的会徽及口号。下一步，亚沙会组委会将在省
内外多地的电子广告屏、景区景点、酒店商场等展
示亚沙会会徽、口号等标识物，并将其作为各种文
化和视觉设计活动的载体，进一步提升亚沙会和
三亚的知名度和美誉度。

发布仪式现场，亚奥理事会终身名誉副主席、
亚奥理事会协调委员会主席拉贾·兰德·辛格，亚
奥理事会终身名誉副主席、亚奥理事会协调委员
会委员魏纪中发来祝贺视频。亚奥理事会副主
席、亚奥理事会体育委员会主席宋鲁增，亚沙会组
委会副主席、省委常委、三亚市委书记童道驰，亚
沙会组委会副主席、海南省副省长苻彩香，亚沙会
组委会副秘书长、中国奥委会副秘书长、国家体育
总局外联司副司长魏代顺出席活动。

第六届亚沙会会徽和口号
在三亚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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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4日晚，第二届海南省“企
业杯”篮球邀请赛在碧桂园中央半岛
营销中心正式启动。作为赛事联合主
办方碧桂园中央半岛品牌代言人的易
建联，惊喜现身当晚的启动仪式并与
现场球迷互动。易建联对海南篮球运
动的发展寄予厚望，“期待有更多的篮
球赛事落地海南，也希望能在全国的
篮球赛场上看到海南运动员的风采。”

第二届海南省“企业杯”篮球邀请
赛，是由海口市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局

指导，海口市篮协、碧桂园中央半岛联
合主办的成年男子五人制篮球赛。根
据赛程安排，11月3日至16日，32支来
自我省通信、航空、医药、地产等行业的
企业代表队伍将展开激烈角逐，为大家
奉献多场滨海篮球运动盛宴。据悉，本
次比赛除了设立冠军、亚军、季军等团
队奖项外，还设置了最有价值球员、得
分王等个人奖项。最终的冠军队伍，将
获得36888元的丰厚奖金。

“我们希望这次篮球赛的举办，能

丰富企业职工体育文化生活，打造企
业间体育文化交流平台，推动全民健
身运动的开展。”海口市篮协执行秘书
长李波对碧桂园中央半岛连续两年支
持海南省“企业杯”篮球邀请赛表示感
谢，他说，此次比赛将借助篮球这一广
受欢迎的体育项目，力争带动更多人
参与到各类健身活动中。

碧桂园海南区域执行总裁何晓镭
表示，碧桂园一直践行“希望社会因我
们的存在而变得更加美好”的企业使

命，不断助力城市文明发展，近年来更
积极支持海南体育文化产业发展，支
持举办了包括环海南岛自行车赛、环
海南岛国际大帆船赛、海南首届皮划
艇横渡琼州海峡挑战赛在内的诸多大
型体育赛事。“我们希望能将这一比赛
打造成海南又一标志性的体育赛事，
带动更多的企业支持海南体育赛事产
业发展。”何晓镭说。

对于篮球粉丝们来说，当晚最大
的惊喜，是著名篮球运动员易建联的

现身。易建联此次是以碧桂园中央半
岛品牌代言人身份出席启动仪式的。
现场，易建联不仅与第二届海南省“企
业杯”篮球热身赛三分球挑战赛“三分
王”，以及上届“企业杯”篮球邀请赛冠
军代表合影，还与现场粉丝进行了游
戏互动。“希望有更多的篮球赛事能够
落地海南，更希望在不久的将来，能在
全国赛场上一睹海南篮球选手的风
采。”发言中，易建联对海南篮球运动
的发展寄予厚望。

第二届海南省“企业杯”篮球邀请赛24日启动

易建联惊喜现身 期待海南球员全国赛场展风采

第二届海南省“企业杯”篮球邀请赛启动仪式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