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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贫攻坚“创优保优”大冲刺

■ 本报记者 李佳飞
特约记者 黄良策

3年实现纯利润150万元！这是
文昌市公坡镇水北村村集体产业文
昌鸡养殖项目交出的成绩单。海南
日报记者近日从文昌市公坡镇水北
村获悉，仅文昌鸡养殖这一个项目，
就带动了20户村民脱贫致富，还为
村集体攒下一笔丰厚的收入。

火车跑得快，全靠车头带。水北
村文昌鸡产业飞速发展的背后，是

“党建+”发挥了重要作用。

水北村下辖 27 个村民小组，
628户2674人。长期以来，由于水
利灌溉设施条件差，村民缺乏耕作
的积极性，全村处于贫困的状态。
2017年，水北村驻村第一书记陈创
福联系村“两委”干部商议，决定利
用省、市村集体经济帮扶资金，发挥
基层党组织的作用大力发展文昌鸡
养殖。

刚开始，由于产业盈利情况不明
朗，许多群众都不敢轻易尝试。村

“两委”干部范淑妮劝说在外地务工
的丈夫返乡和自己率先创业养鸡。

“万事开头难，作为党员需得当好先
锋，只要我们带头把鸡养好了，不愁
脱贫没有路子。”范淑妮说。

2018年，在水北村党支部的支
持下，范淑妮得到知名文昌鸡企业传
味公司的技术指导，养鸡受益颇丰，
这也吸引了多名贫困群众加入到文
昌鸡养殖的队伍中。

水北村西宅村民小组贫困户韩
之敏是范淑妮带动的第一批贫困
户。“没养鸡之前我在外面打工，母
亲一人在村里，身体不好也没人照
顾，让人很担心。”韩之敏说，加入合

作社养鸡后，离家近，照顾母亲方
便，一年收入达4万多元，比在外打
工强多了。

有了成功案例，也增强了大家养
鸡致富的信心。此后，水北村积极推
行“党建+村集体经济+公司+贫困
户”模式，扩建鸡棚，吸纳贫困户参
与。同时，村委会将收益的30%用于
发展村集体经济。

“我们实行利润分成，贫困户获
得利润的70%，一年下来，通常一户
有四五万元的收益。”陈创福介绍，
水北村“党建+村集体经济+公司+

贫困户”的产业发展模式，既壮大了
村集体经济，又带动更多贫困户和
群众掌握规模化养鸡技术，发展产
业致富。

截至目前，水北村先后在多个村
民小组建立养鸡基地，共建56个鸡
棚，带动20户村民加入养殖文昌鸡，
年出栏文昌鸡约40万只。

“现在，越来越多农户主动报名，要
求加入养殖文昌鸡的队伍，我们根据情
况，优先吸纳家庭困难的农户，一步步
带动更多人脱贫臻富。”陈创福说。

（本报文城11月7日电）

■ 本报记者 张惠宁 通讯员 刘彬宇

11月5日，一来到临高县南宝镇
光吉村的田洋边，就闻到一股淡淡的
清香。这片绿油油的田洋里，种着今
年8月才种下的黑香米稻。

海南大学热带作物学院院长罗
杰告诉海南日报记者，光吉村这个小
村庄里蕴育着大希望，海南大学热带
作物学院健康水稻科技扶贫基地就
挂牌在这里。今年，科技扶贫基地
80亩健康水稻试种成功，收获稻谷5
万斤，加工成3万多斤香米，供不应
求。与传统水稻相比，健康水稻每亩
约为光吉村村民增收50%的效益。

罗杰是2018年海南大学从华中
农业大学引进的国家杰出青年基金
获得者。他的研究领域正是作物遗
传改良，专门研究具有营养保健功能
的特种健康水稻。“随着人们生活水
平不断提高，更关注饮食健康，所以
我们开展营养驱动型农业研究，研究
不以产量为目的，而是让人们吃得
好、吃得健康的高质高效水稻品种。”
罗杰说。

然而，海南并没有一个本地叫得
响的稻米优质品牌。海南大学热带
作物学院教授罗越华介绍，长期以
来，国家在提高水稻产量上做了大量
工作。海南由于病虫害多、种植难度

大，水稻种植以高产稳产的品种为
主，产量高，但米质不理想。

2018年 9月，海南大学开始帮
扶临高光吉村。海南大学热带作
物学院将选育的科技健康稻品种
引入光吉村，推广示范种植，以科
技扶贫。

光吉村有248户1018人，村里
耕地面积1009亩，其中水、旱田面积
471亩。光吉村一直有种植水稻的
传统，但近年来由于传统水稻种植效
益低下，许多村民外出打工，村里约
有160亩耕地撂荒。

海南大学首先帮扶 15万元用
于租地等，在光吉村首期试种了80

亩科技健康水稻，主打品牌光吉香
米。海南大学驻光吉村第一书记曲
军远介绍，海南大学采取3种形式
来帮扶光吉村民增收，一是成立光
吉种养合作社，由合作社牵头，入社
村民以地租入股分红，村民还可以
在合作社劳动领工资；二是村民直
接租地给合作社，只收租金；三是村
民从海大拿种子自己种，技术、管理
由合作社统一指导。

“海南大学在光吉村合作社培
养4位村民作为技术骨干，其中3位
是贫困户，由海大的教授在田间地
头对他们进行培训指导。目的是培
养出一支‘带不走的技术队伍’。”曲

军远说。
罗越华幽默地告诉海南日报记

者：“过去我们把科研经费变成论文
成果，现在我们将论文成果变成农
民手里实在的效益。有了光吉村的
实验田，要‘顶天立地’将产业做大
做强。”

“水旱轮作养土，特色稻作增
富，间种套种添绿，扶贫振兴出彩。”
罗杰兴致勃勃地描绘着临高健康科
技水稻种植模式。他相信，在临高
这片土地开展健康水稻产学研示范
前景远大，在科技铺就的“脱贫路”
上，农民的腰包也会越来越鼓。

（本报临城11月7日电）

海大在临高光吉村建扶贫基地，试种推广新品种水稻

将论文成果变成农民的实在收益

文昌水北村以“党建+”模式引导贫困户发展文昌鸡养殖业

养鸡有奔头 3年净赚150万元

琼海
生态循环农业模式
破解环保难题

11月6日，在琼海市嘉积镇黄
崖村的海南益芝祥生态农业公司
“吃秸秆”菌包生产线上，贫困户利
用秸秆制作的菌包在槟榔树下培
育蘑菇。

据了解，该公司从农民手里收
购秸秆，并以秸秆为原料生产菌包
和有机肥，年消耗秸秆50万吨，解
决焚烧秸秆污染环境问题。

本报记者 袁琛 摄

推进农村“厕所革命”和环境卫生集中整治

■ 本报记者 袁宇

“一间小小的厕所完全改变了我
们的生活。”11月4日12时许，琼海
市中原镇书斋村，62岁的村民梁华栋
和朋友一边在自家门前的椰树下乘
凉、品茶，一边微笑地对海南日报记
者说。不远处的九曲江静静流淌，微
风拂过，送来一丝丝凉意。

邀朋友在室外品茶，这在以前是
梁华栋不敢做的事情。

“以前村里家家户户把厕所建
在村道旁，风一吹就是一阵恶臭，根
本坐不住。”以前在村里梁华栋几乎
不出门，更不用说在室外招待朋
友。他说，那时村民大多把厕所建
在户外，由于没有统一标准，厕所非
常简陋，遇到大雨天，粪池里的污水
就会溢出来，“满村都是，出门都要
跳着走。”

遍布村道旁的不标准厕所还引
发了更多环境卫生问题。“村民图方

便，厕所和水井建在一起，很不卫
生。”书斋村党支部书记梁民说，厕所
附近乱搭建鸡舍、猪棚等，一间间小
厕所就像是一座座影响村容村貌的
小“堡垒”，“村里乱糟糟、臭烘烘，年
轻人出去了就不愿意回来。”

2017年，书斋村开始打造美丽
乡村。为了推动书斋村经济发展，村
党支部决心从整治人居环境着手，结
合美丽乡村建设，按照全市标准在全
村建设无害化卫生厕所，拆除所有影
响人居环境的旧厕所。

为了让村民切实感受到改厕的
好处，书斋村党支部发动党员干部带
头做示范，先拆先建，让村民看效
果。“全村56户党员家庭先动，占全
村居民两成多，带动效果很明显。”梁
民说。

随着越来越多旧厕所被拆除，一
间间无害化卫生厕所建成，村民们渐
渐感受到“这种厕所不臭，比原来更
好”，越来越多人主动要求施工队拆

自家的旧厕所。
开工建设的无害化卫生厕所越

来越多，书斋村“两委”干部紧接着又
转变工作重心，从宣传发动转到落实
改厕标准、督促建设上来。“改厕开工
前、开工后、工程建设过半及建成等
阶段都进行拍照记录。”梁民说，村

“两委”干部依据全市统一标准与图
纸对每一户改厕工作进行监督，“确
保每一户厕所按照标准建设，严格确
保改厕成效。”

2018年下半年，书斋村美丽乡
村建设迎来重大节点，村内4个生活
污水处理池建成，全村生活污水实现
并网处理。“厕污全部入网，以后也不
怕污水外溢了。”梁华栋家是最早一
批拆旧建新的，他家的新厕所建在院
内，厕所内设施齐全，还贴上了瓷砖，
既整洁又卫生，他说：“用上了新厕
所，整个环境都变好了。”

生活污水处理池的建成也进一
步激发了村民建无害化卫生厕所的

积极性。到今年9月份，书斋村已
经实现无害化卫生厕所全覆盖，全
村251户村民全部用上无害化卫生
厕所。

在村民许梅英的家里，新厕所的
建成改变了一家人的生活习惯。“以
前不注意卫生，现在开始注意了。”许
梅英说，“现在村里的环境很好，花花
草草也很多，住得很舒服。”

“村民们现在更重视环境卫生，
也更重视全村的发展。”梁民高兴地
说，通过“厕所革命”，村民对参与全
村建设的积极性更高，现在每家每户
轮流参与环境卫生保洁，拆除乱搭乱
建也更加配合。

2020年 4月，临近书斋村的九
曲江生态湿地公园将建成，“目前
正计划与企业合作，打造乡村民
宿，发展乡村旅游。相信未来书斋
村会走上一条更美丽的发展道
路。”梁民说。

（本报嘉积11月7日电）

琼海书斋村党员干部带头改厕，实现无害化厕所全覆盖

一个标准改厕 一户不落完成

我省加强住房公积金缴存基数管理

单位不得违规随意降低
职工缴存基数

本报海口11月7日讯（记者孙慧 通讯员范
杰科）省住房公积金管理局11月7日发布《关于
进一步加强住房公积金缴存基数管理工作的公
告》（以下简称《公告》），要求各缴存单位要根据
《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有关规定，严格落实职工
住房公积金月缴存基数按职工本人上一年度月平
均工资核准的规定。

《公告》提出，上一年度月平均工资按上一年
度工资总额进行平均计算，单位不得违规随意降
低职工缴存基数。单位核定的职工缴存基数必须
控制在住房公积金管理机构公布的所在市县不低
于上一年度最低工资标准，不高于在岗职工上一
年度月平均工资3倍的范围内。职工工资总额的
构成以国家统计局发布的《关于工资总额组成的
规定》的内容为准。

省住房公积金管理局要求，各缴存单位应认
真履行告知义务，通过内部公示、邮件等方式告知
新一年度核定的职工个人缴存基数，畅通职工核
对及反馈缴存基数问题渠道，避免应计入缴存基
数核定的工资项目构成出现少算或漏算公积金而
损害职工权益被投诉。单位通过住房公积金网上
服务大厅自行办理缴存基数调整时，经办人员应
仔细认真核对缴存基数，因人为原因造成缴存基
数填报或核定错误的，超过规定的调整次数后，当
年度内将不再给予调整。

我省住房公积金管理机构将加强事中事后监
管，畅通与税务部门进行联网核查职工工资薪金收
入的渠道，对单位存在虚报职工上一年度月平均工
资，或擅自降低职工缴存基数标准，损害职工合法
权利的违法行为，接受职工投诉并进行追究，将单
位视为不诚信行为记录在案，适时开展联合惩戒。

解放军总医院海南医院搭建线上医疗服务平台

“云间301”
医联体互联网医院成立

本报讯（记者李艳玫 通讯员谢雷星 董力
元）近日，解放军总医院海南医院举行“云间301”
海南医院医联体互联网医院揭牌仪式，借助大数
据应用、人工智能、互联网等技术，搭建线上医疗
服务平台，为患者提供一站式便捷医疗服务。

据介绍，“云间301”重构了就医方式，可通过
网络实现图文咨询、视频问诊、在线问诊和远程医
疗，优化医疗资源配置，方便患者就医；重构了就
诊流程，可以实现网上挂号、预约检查、预约床位、
药品配送到家等服务，优化就诊环节，节约就诊成
本；重构了多级诊疗网络，可以对接海南省网络医
疗服务平台，突破时间、空间限制，更有力地便捷
群众、惠及民众，缓解就医难问题，同时促进医疗
信息资源的互联互通，促进军地医疗联合体建设。

“‘云间301’是解放军总医院海南医院积极应
对医改新政，紧盯需求提前布局，借助信息化优势，
在军队医疗系统中率先创立的互联网医院，将进一
步简化就医流程，为患者提供一站式便捷医疗服
务，扩大医院服务范围。”该院有关负责人表示。

海南海警局查处
首起海域使用违法案件

三亚西岛一公司
非法占用海域被重罚

本报讯（记者良子 通讯员蔡雁鹏 郭超）11
月4日，海南三亚海警局对三亚西岛海洋文化旅
游区项目违法使用海域一案作出“责令限期改
正，责令退还非法占用海域，恢复海域原状，罚
款10.38万元”的行政处罚决定。这是海南海警
局履行执法职责以来，查处的首起海域使用违法
案件。

三亚海警局日前在三亚西瑁洲岛附近海域执
行海洋资源开发利用和海洋环境保护专项执法巡
查任务时，发现三亚西岛大洲旅业有限公司在西
岛海洋文化旅游区冬季码头、夏季码头、娱乐码头
等项目建设过程中，涉嫌在三亚珊瑚礁国家级自
然保护区实验区范围内违法用海，擅自改变海域
用途。经会同建设单位代表及第三方测量单位对
涉案违法用海的面积进行测量，发现擅自改变海
域用途建设透水构筑物2359平方米，未经批准非
法占用海域建设透水构筑物245平方米。

三亚海警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域使用
管理法》规定，对三亚西岛大洲旅业有限公司擅自
改变海域用途的违法行为责令限期改正，责令退
还非法占用的海域，恢复海域原状，并罚款10.38
万元。

海口为100名就业困难
群众提供茶艺培训

本报海口11月 7日讯 （记者计
思佳 实习生郑俊云）11月6日上午，
2019年海口市茶艺师职业能力培训
班举行开班仪式。来自海口的100名
学员将参加为期13天的免费培训。

据悉，此次培训班的培训对象为
海口下岗职工、城镇登记失业人员、
贫困家庭人员、外来务工人员等群
体。在教学内容上，既有理论指导，
又有实际操作，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和
实用性。

培训课上，学员们听得都十分专
注。学员谢紫婷笑着告诉海南日报记
者，她一知道培训班开班的信息，便立
刻报名参加了。“未来工作的时候可能
会用上。”谢紫婷说。

据介绍，茶艺师是茶叶行业中具有
茶叶专业知识和茶艺表演、服务、管理
技能等综合素质的专职技术人员。目
前，海南的高级茶艺师月收入最高可达
上万元。

海口市总工会相关负责人表示，
希望通过此次培训帮助广大下岗职
工、城镇登记失业人员、贫困家庭人员
等群体提高职业技能水平，促进更好
就业。

海口将新建
一所义务教育学校
将于2021年9月招生

本报海口11月7日讯（记者张期望 通讯员
曹柳）11月7日，海南日报记者从海口市自然资
源和规划局获悉，位于海口市江东新区CBD片区
东约4公里江东大道南侧一教育用地拟挂牌出
让，该地块将建设一所义务教育学校，占地90亩，
学校将在2021年9月1日开始招生。

据了解，该地块出让年限为50年，地块安置补
偿已落实到位、地上附着物已清表、土地权利清晰、
无法律经济纠纷、土地开发利用规划条件明确、土
壤无污染，具备动工开发必需的条件。该地块起拍
价为6514.42万元，竞买人资格要求中明确，需在
海南省有超过20年的义务教育办学经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