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儋州举办
花果山环湖骑跑赛

本报那大11月18日电（记者张文君 王黎刚
特约记者李珂 通讯员何万常 罗鑫）2019海南亲
水运动季海南（儋州）花果山环湖骑跑赛16日举
行，来自岛内外600余名参赛选手齐聚儋州花果
山公园，畅游花果山绿道。

经过角逐，最终叶朝阳将男子A组冠军收入
囊中，王勋跃斩获男子B组冠军，史蒙乐夺得女子
组冠军。

本次比赛设体育赛事和旅游体验两大项。其
中，体育赛事设有跑步赛段和自行车赛段；旅游体
验则以赛道体验骑跑运动为主。

作为海南亲水运动季系列活动之一，本次比
赛旨在依托儋州良好的自然环境和旅游资源，推
广海南骑行跑步活动，加快推广全民健身运动，满
足大众多层次多样化的休闲需求，刺激市民游客
的体育旅游消费，助力海南国际旅游消费中心和
国家体育旅游示范区建设。

本次活动由省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厅、儋州
市人民政府主办。

多部门联合整治城区污染源

儋州第三季度空气质量
优良天数比例达100%

本报那大11月18日电（记者张文君 特约
记者李珂 通讯员李秋欢）海南日报记者从儋州市
生态环境局获悉，省生态环境厅近日发布的
《2019年第三季度海南省环境质量公报》显示，儋
州今年第三季度空气质量总体优良，优良天数比
例达到100%。

儋州市生态环境局有关负责人表示，近年来，
儋州多部门联合整治城区污染源，取得阶段性成
效。接下来，儋州将进一步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
山银山”的发展理念，以改善环境质量为核心，以
保护生态为重点，持续深化改革，强化综合执法，
确保打好打赢大气污染防治攻坚战。

15户贫困户领取理赔金8800元

胶价低，保险公司来兜底
本报那大11月18日电（记者张文君 特约

记者李珂 通讯员罗鑫）近日，儋州2019年贫困户
天然橡胶理赔现场会在那大镇美扶村委会举行，
15户贫困户现场领取赔付理赔金8828.7元。这
是11月18日海南日报记者从儋州市政府有关部
门获悉的。

近几年来，天然橡胶价格持续低迷。为调动
胶农的生产积极性，提高橡胶收购价格，增加贫困
户和村民的收入，人保财险公司推出天然橡胶价
格保险业务，儋州由市政府统一帮助贫困户代缴
橡胶保险金（非贫困户个人参保费支付比例由
40%降低至10%），只要天然橡胶市场收购价格
低于每公斤15元，就启动保险赔付业务，保证胶
农的收入，助力打赢脱贫攻坚战。

自今年4月1日贫困户天然橡胶价格保险
政策实施后，至今儋州已实现全市3885户建档
立卡贫困户天然橡胶（收入）保险参保全覆盖，
共投保 2.38 万亩，保费总计 257.19 万元，保障
金额达2143.23万元。今年6月后，儋州实施非
贫困户天然橡胶（收入）保险参保政策，至今非
贫困户投保2894户，投保5.55万亩，保费共计
598.59万元。

儋州出台奖励实施方案

贫困户发展产业可获奖励
本报那大11月18日电（记者张文君 特约

记者李珂 通讯员韦雪梅）儋州市近日印发《儋州
市2019年贫困户发展产业奖励实施方案》，规定
给符合条件的贫困户一次性奖励1000元，用于发
展产业生产。这是11月18日海南日报记者从儋
州市政府有关部门获悉的。

根据方案，贫困对象发展产业奖励实施工作
由各镇负责组织，围绕增加贫困群众收入，加大产
业扶持和提升自我发展能力，做到扶真贫、真扶
贫。通过开展奖励，调动贫困村、贫困对象的主动
性，鼓励有条件的贫困群众自力更生、艰苦奋斗，
增强自我“造血”功能。奖励对象为全市建档立卡
贫困户。奖励标准：全市建档立卡贫困户主动发
展产业，年度家庭生产经营性纯收入达到户4000
元以上的，一次性每户奖励1000元。

■ 本报记者 林书喜 特约记者 李珂
通讯员 王家隆 盘悦华

儋州市那大镇拆除违法建筑面积
4682平方米，完成率97.75%；中和镇
拆 违 面 积 2020 平 方 米 ，完 成 率
388.46%；新州镇拆违面积2217平方
米，完成率391.01%；木棠镇拆违面积
1148.79平方米，完成率261.09%……
近日，儋州市召开全市违法建筑整治
工作推进会，提出用8个周集中开展
依法拆除违法建筑行动，截至11月
13日，各镇打违收效良好。

连日来，儋州市坚决贯彻落实省
委、省政府关于“两违”整治的工作要
求，坚持多措并举，重拳出击，强力推
进“两违”整治。

建立任务清单
遏制“两违”行为

10月 17日上午，儋州组织行政
执法、公安等相关部门人员 240 多
人，组成联合强制拆除工作组，历
时 2个半小时，依法拆除了位于那
大镇美安七街两侧的房屋以及七
街、八街、九街等 3 条道路的 27 户
违法建筑。

据悉，本次行动共处置违法占地
面积2.276万平方米，拆违面积1.296
万平方米。

这是今年以来儋州市拆违面积
最多的一次拆违行动，所拆除的违法
建筑均为未报建的框架结构楼房，行
政执法部门曾多次下达书面通知勒

令停止建设，但当事人均未理睬。
儋州市政府有关负责人表示，此

次反应迅速的拆违行动，表明了市委、
市政府严厉打击“两违”行为的决心，
儋州将严厉打击“两违”泛滥势头，为
海南自贸试验区和自贸港建设提供更
多更优的区域发展空间。

为全面完成今年的拆除工作任
务，儋州制定《2019年违法建筑整体
拆除工作方案》，将全市拆除任务总量
分解至每个镇，细化到每一周，明确各
镇每周的拆除任务量。

根据方案，儋州计划从今年10月
28日起，用8个周的时间在全市范围
内开展依法拆违集中行动，明确每周
四为全市集中统一拆违行动日，有效
震慑违法违规建设行为。

完善防控机制
确保安全拆除

儋州从源头防控违法用地、违法
建筑行为，提高基层网格员和群众对
三级巡查防控的认识，并组织三级网
格员按照规定和标准认真开展日常的
巡查管控，将违法建筑遏制在萌芽状
态，确保违法建筑“零增长”。儋州确
定2019年在中和镇、王五镇创建“无
违建”示范镇，其他镇创建不少于2个

“无违建”示范村。
为进一步压实工作责任，儋州制

定《2019年“两违”整治督查工作方
案》，对各镇开展“两违”整治情况，特
别是拆违整体工作情况，实行每周一
督查，每周一通报。各镇进一步做好

拆违前的准备工作，做好风险评估，确
保拆违行动平稳推进。

近日，记者在雅星镇庙陀村田
尾老村民小组的拆违现场看到，该
镇综合行政执法中队工作人员详细
查看违法建筑的内部情况，确保屋
内及周边无人员停留，在保证安全
的情况下，指挥一台挖掘机对占用
农业用地建筑物进行依法拆除。这
座违法建筑物是一位村民占用农业
用地修建而成，但多年无人居住。
雅星镇综合行政执法中队工作人员
排查后确定为违法建筑，并给这位
村民下发《行政强制拆除执行决定
书》，村民也积极配合，同意拆除违
章建筑。

（本报那大11月18日电）

推进产业扶贫 落实补贴政策 改善人居环境

儋州：确保高质量打赢脱贫攻坚战

儋州给严重精神障碍患者
购买监护人责任保险

本报那大11月18日电（记者张文君 特约
记者李珂 通讯员牛伟）儋州市今年给全市的严重
精神障碍患者购买监护人责任保险，通过保险机
制化解严重精神障碍患者肇事肇祸带来的矛盾纠
纷及不稳定因素，保障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这
是海南日报记者11月18日从儋州市委政法委获
悉的。

据悉，儋州为每位严重精神障碍患者交付
150元保险费用，年度保险费总额为49.98万元。
在保险有效期内，摸排登记在册的严重精神障碍
患者（含新增患者）因肇事肇祸造成第三者人身
伤亡或财产损失时，保险人在责任限额内予以赔
偿；非摸排登记在册的严重精神障碍患者或流浪
的，但经指定专业机构医院诊断为严重精神障碍
的患者，在儋州范围内肇事肇祸造成第三者人身
伤亡或财产损失时，也由保险人在责任限额内予
以赔偿。

儋州建立整改任务清单，完善巡查防控机制

重拳打击“两违”优化发展空间

儋州今年计划新建
（含竣工户、改造户）29246
户的厕所，截至11月份，
已动工9015户；竣工6342
户，其中危房户 1678户

■ 本报记者 张文君 特约记者 李珂
通讯员 何万常 罗鑫 林晓云

11月 11日上午，儋州市南丰镇
油麻村委会举办产业扶贫分红仪式，
408名加入鑫海种鸽养殖合作社的建
档立卡贫困户拿到分红 17.748 万
元。“加入合作社，我不仅能学到养鸽
技术，年底有分红，每天打工还可获得
100元工资，脱贫路上信心更足。”该
村贫困村民董远成说。

今年以来，儋州把脱贫攻坚工作
当作第一民生工程来抓，以问题整改
为导向，强力推进“创优保优大冲刺”
行动，大力改善贫困村、镇等人居环
境，让贫困户过上好日子。

儋州市委书记袁光平表示：“儋州
市委、市政府积极落实‘两不愁、三保
障’、饮水安全及产业扶贫等政策，及时
发放危改补助、教育补助，强化责任落
实，瞄准总攻目标，倒排工期，加快进
度，攻克脱贫攻坚风险点，不留死角，不
留隐患，确保脱贫攻坚各项任务如期高
质量完成，以优异的成绩迎接‘国检’。”

发展产业
夯实脱贫致富基础

儋州重点推进产业扶贫，增加贫
困村民的收入，变“输血”为“造血”，
激发贫困村民的内生动力。儋州市
委副书记、市长朱洪武说：“脱贫攻坚

进入决战决胜关键时期，儋州要求帮
扶责任人深入贫困户家中，用心用情
把精准扶贫、产业扶贫工作做细做
实，解决群众生活生产困难，增加贫
困户的收入。”

品牌农产品是儋州农业的优势。
儋州积极推进品牌农产品规模化、产
业化发展，让贫困村民既能学到种植
和养殖技术，又能在家门口就业，增加
工资性收入。木棠镇薛宅村村民薛茂
森说，“我和妻子在村里的‘儋州鸡’产
业孵化基地打工，两人月工资共4500
元。靠着这笔稳定收入，去年底我们
家顺利脱贫。”

薛宅村“儋州鸡”产业孵化基地是
2017年4月由省帮扶单位、省水务厅
投入34万元建设，鸡舍总面积为1200
平方米。基地采用“研+企+农”的产业
孵化模式，由中国热科院提供种鸡选
育及生态养殖技术，农户负责生态养
殖，最大化保障村集体经济利益。

“基地主打产品是‘儋州鸡’，每只
鸡苗成本17.5元，母鸡3个月出栏，每
只售价67元；阉鸡5个月出栏，每只售
价75元。今年10月，村里又买了5300
多只鸡苗，到年底，能带来10万元利
润。”薛宅村驻村第一书记杜卫红说。

众多优势产业和农产品基地参与
扶贫，正带动儋州的贫困村、贫困户走
上脱贫致富的产业发展之路。光村镇
政府今年与海南贤达农业开发公司合
作，以建档立卡贫困户扶贫资金95万

元投入百香果种植基地；与海南光村
湾实业公司合作，以122.94万元投入
沙虫养殖基地；与儋州沙赠地瓜种植
合作社合作，以56万元投入竹笋种植
等。今年的分红将带动全镇已脱贫、
未脱贫的贫困户共398户、1731人增
收。今年儋州计划实施产业扶贫项目
67个，共投入产业资金超1.3亿元；
2019年应分红1384.95万元，到8月
底，已分红553.5万元。

落实政策
保障上学就医需求

因学、因病致贫和返贫等，是阻挠
村民脱贫致富的一道道坎。近年来，
儋州举全市之力，加强医疗救助保障，
加快补齐教育基础短板，让更多贫困
人口享受医疗和教育扶贫政策红利。

强力推进健康扶贫。儋州确定2
家公立医院为大病专项救治定点医
院，分别成立了大病专项救治专家组，
每季度开展一次医疗巡诊，为无法到
医院治疗的大病贫困患者上门提供医
疗服务。1年多来，2家公立医院共完
成对630名贫困大病患者的救治工作。

儋州市大成镇新龙村赛边村民小
组的脱贫村民符水春是大病专项救治
政策的受益人之一，他是恶性肿瘤患
者，术后仍需经常进行身体检查，“以
前总是家里和医院两头跑，自从医院
专家组送医上门后，我在家里就能接

受诊疗。”
据儋州市医保局统计，今年1月至

9 月，全市贫困人口发生医疗行为
28652人次，“一站式”结算累计报销
9240.74万元，实际报销比例93.58%。

教育扶贫是阻断贫困代际传递
的有效措施，儋州在教育精准扶贫工
作中采取多种措施，加快补齐短板，
确保不让一个学生因贫失学，因学致
贫、返贫。和庆镇和庆社区居民林娴
贞还记得，2015年，自己家里3个孩
子同时上学，丈夫还患有高血压，家
庭生活困窘、艰难。“后来，政府给孩
子发放教育补贴，多举措助我们家摆
脱贫困。现在，我的3个孩子都已完
成学业，去年底全家脱贫，苦日子变
甜了。”林娴贞说。

今年1月至9月，儋州共发放贫
困户、低保特困户在校学生春季特惠
性资助15319人共1782.225万元；发
放秋季学期在校生特惠性资助13515
人共3088.595万元。大排查发现的
21名辍学学生已重返校园。

真抓实干
改善农村人居环境

厕所环境如何，是衡量一个地方
文明程度、卫生水平高低的尺子。为
彻底解决农村环境污水横流等“脏乱
差”问题，从今年9月开始，儋州深入
推进农村“厕所革命”半年攻坚战行

动，对贫困户家的厕所，由各镇政府组
织施工队伍按基本型标准统一建设。

儋州市大成镇新风村朝拱村民小
组年近70岁的贫困村民符茂登如今
上厕所更加方便。大半年前，政府给
他家新建了一间2米长、1.6米宽、2米
高的厕所。11月18日，在接受海南
日报记者采访时，符茂登说：“扶贫政
策不仅让我们贫困户吃得饱、穿得暖，
还解决了如厕难题，让大伙感到心里
暖暖的。”

据悉，儋州今年计划新建（含竣工
户、改造户）29246户的厕所，截至11
月份，已动工9015户；竣工6342户，
其中危房户1678户。

儋州还积极补齐贫困村基础设施
建设的短板，整治村容村貌，增强贫困
村民的幸福感、获得感。比如，木棠镇
政府今年共投入1569万元，完善薛
宅、篓根、荣谋、二图等4个贫困村基
础设施建设，使贫困村“焕新颜”。在
薛宅村，绿树成荫、小桥流水，一盏盏
节能环保路灯整齐排列在村道边。杜
卫红说：“今年镇政府花了95万元，给
我们9个自然村安装140盏路灯。夜
晚再也不用摸黑走路了。”

走进和庆镇美万新村，记者看到
这里村路整洁，农家花卉鲜艳。村民
结合实际情况制定村规民约，由于实
施“门前三包”、合理规划，昔日“脏乱
差”的农家院现已“颜值”大增。

（本报那大11月18日电）

今年儋州计划实施产
业扶贫项目67个，共投入产
业资金超 1.3亿元；2019年
应分红 1384.95 万元，到 8
月底，已分红553.5万元

今年1月至9月全市
贫困人口发生医疗行为
28652人次，“一站式”结
算累计报销 9240.74 万
元，实际报销比例93.58%

今年1月至9月，儋州共发放
贫困户、低保特困户在校学生春季
特惠性资助 15319人共 1782.225万
元；发放秋季学期在校生特惠性资
助 13515人共3088.595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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儋州美丽乡村：

初冬木棉花正艳
近日，在儋州市那大镇石屋村

中国村官精神馆前，一株木棉花开
得正艳，成了石屋村初冬的一道特
色风景。

本报记者 陈元才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