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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贫攻坚“创优保优”大冲刺
推动党员干部下沉一线，因地制宜发展产业项目，创新金融扶贫举措

五指山：“多条腿”发力 走稳脱贫路

■ 本报记者 李佳飞
特约记者 黄良策

“瞧，语言简洁，重点突出，实用又
方便！”12月11日，文昌市文教镇扶贫
干部林继来向海南日报记者推介微信

“扶贫知识小课堂”时赞不绝口。随着
扶贫工作持续深入推进，扶贫干部要
掌握的相关政策信息量非常大，微信
小课堂真是让大家省心不少。

“致富不致富，关键看干部。”扶

贫干部理解把握运用扶贫政策的能
力水平是打赢脱贫攻坚战的重要因
素。文昌市扶贫办副主任詹雷告诉
海南日报记者，为让扶贫干部在学用
知识政策上“减负”，将更多的时间和
精力投入到帮扶工作中，今年11月，
文昌市打赢脱贫攻坚战指挥部开始
抽调专职人员编发“扶贫知识小课
堂”，以每日一期的形式，在全市扶贫
工作微信群中发布。

11月4日，文昌市委书记钟鸣明

第一时间转发“扶贫知识小课堂”中关
于“‘七个聚集’是什么”的知识点，随
即在全市掀起学用“小课堂”的热潮。

“大家不仅在各个扶贫工作群中
转发，有的乡镇干部还打电话到指挥
部来，要求将所有小课堂的知识点汇
总集结，便于反复学习以巩固提升。”
今年32岁的郑慧敏说，她是从文昌市
司法局抽调到指挥部的，专职负责知
识点的梳理编发已经有一个多月，“就
是要使用最简洁的语言和版面，同时

又要准确概括各类政策和信息要点。”
翻阅“扶贫知识小课堂”推出以

来的43期知识点，海南日报记者注
意到，其内容涵盖了扶贫工作的诸多
方面，包括“各类保障对象补贴标准”

“扶贫重要论述”“人居环境整治”等。
“微信小课堂实践一个多月以

来，已成为各级扶贫干部的‘扶贫技
能包’，方便进村入户及时查阅对照；
也是扶贫干部日常工作的‘小秘书’，
随时提醒注意事项；更是扶贫政策知

识的‘点读机’，可以随时随地查阅。”
文昌市抱罗镇分管扶贫工作的镇委
副书记杨尤文说。

“我们力求‘以小平台促精制作’
‘以小范围促广传播’‘以小点滴促大
成效’。”詹雷说，文昌创新地运用微
信推出“扶贫知识小课堂”，解决了扶
贫干部不熟悉政策这一“顽疾”。接
下来，文昌还将进一步探索各类适合
本地的扶贫新举措，坚决打赢脱贫攻
坚战。 （本报文城12月11日电）

文昌创新推出微信小课堂，帮助扶贫干部理解把握运用政策

“知识点”随身带“扶贫题”精准答

■ 本报记者 林晓君 特约记者 刘钊

12月11日中午，气温逐步回暖，
在五指山市毛阳镇什顺田洋，农户王
强英忙着铺地膜，为种植青瓜做准
备。“在省农科院科技人员的指导下，
我们种植的品种越来越多了。我去
年种植青瓜赚了3万元，今年也有信
心。”抬头望向田洋，王强英满怀希冀。

脱贫攻坚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
争，必须打好打赢。近年来，五指山
市构建四级脱贫攻坚战斗体系，推动
干部下沉脱贫攻坚一线；联合省农科
院等帮扶单位，创新帮扶举措；因地
制宜发展产业项目，解决集体经济

“空壳化”难题；全面推广橡胶收入保
险，保障当地农业支柱产业的发展，
有效带动贫困群众脱贫致富。

截至12月11日，五指山全市262
户810人脱贫退出，完成省下达年度计
划的101%，贫困发生率降至0.09%。

扶贫干部“驻”进民心

“书记，我没有喝酒。”近日，五指
山市毛道乡毛道村贫困村民黄结通
特意与迎面走来的驻村第一书记黄
叶军打了声招呼，才忙着去割胶。

过去，毛道村村民爱喝酒，不时出
现因喝酒引发的冲突事件。黄叶军到
村后，以奖惩措施激励村民少喝酒，如
今村里喝酒的风气明显得到改善，村
民的生产积极性更高了。与此同时，
黄叶军还带领大家发展百香果、桥沙
地瓜等产业，壮大村集体经济。

在五指山，像黄叶军这样的扶贫
干部还有许多。五指山市扶贫办有关
负责人介绍，该市组建了市、乡镇、行
政村、村民小组四级脱贫攻坚战斗体
系。安排30名市级领导干部包点7个
乡镇、联系24个贫困村，124个省直和
市直单位定点帮扶59个行政村，1480

名机关企事业单位干部结对帮扶
6207户贫困户，实现贫困户帮扶全覆
盖。通过推动干部下沉脱贫攻坚一
线，“驻”进老百姓心坎里，为打赢打好
脱贫攻坚战提供了坚强有力的保障。

“空中电站”点亮脱贫路

“这个‘空中电站’，不仅增加了我
们的收入，也增强了大家的脱贫信
心。”12月5日，顺着五指山市畅好乡
番通村村民陈家仁指的方向望去，在
村委会办公楼旁，一大片光伏电池板
在阳光下照射下熠熠闪光，格外显眼。

“光伏项目投产后，预计年发电量
为13.8万度以上，产生的经济效益将
达11.7万元。”番通村驻村第一书记吕
俊杰介绍，该项目自今年6月投产以来
已累计创收7.3万余元，成为全村贫困
户重要的经济收入来源之一。

“九山半水半分田”的地形地貌严

重制约了五指山市山区贫困村的发
展。对此，五指山市因地制宜，将发展
光伏发电项目作为推动脱贫攻坚的重
要举措。目前，五指山全市44个建档
立卡贫困村实现光伏电站全覆盖，截
至今年12月5日，全市77个光伏电站
项目已完成验收接入并网74个，剩余
3个将在12月底前完成并网。

值得一提的是，五指山严格落实
光伏扶贫收益分配，为贫困户增加稳
定收益的同时，解决集体经济“空壳
化”难题。

保险服务保障胶农收入

五指山市是我国天然橡胶的重
要产地，目前全市橡胶种植面积达
25.1万亩。橡胶产业是当地重要的
农业支柱产业。

毛道村村民黄颜荣家种植了50
亩橡胶，是全家主要的经济来源。

2016年，由于橡胶价格跌落，收入难以
维持生活开支，他家被纳入贫困户。

“近年来胶价低迷，让胶农苦不
堪言。”五指山市扶贫办主任高亮说，
为了平抑市场风险带来的价格波动，
保障胶农收入，2017年该市在毛道
乡开展天然橡胶“保险+期货+精准
扶贫”试点工作。

“今年开割的40亩橡胶都参保
了，就算胶价再低也不怕。”黄颜荣告
诉海南日报记者，今年他家割胶收入
4.7万元，预计还可以获得理赔9600
元，极大地提高了家庭收入。

“全国第一款橡胶收入价格保险
2018年6月正式在五指山市落地。今
年将实现全市橡胶收入价格保险的全
覆盖。”五指山市副市长罗新增介绍。

记者了解到，今年五指山市投入
1168万元为全市胶农购买橡胶收入
价格保险，胶农预期收入得到有效
保障。 （本报五指山12月11日电）

海南省高院原党组成员、
副院长张家慧被逮捕
涉嫌受贿罪

本报海口12月11日讯（记者金昌波）海南
日报记者12月11日从省检察院获悉，海南省高
级人民法院原党组成员、副院长张家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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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海南省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审查起
诉。日前，海南省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依法以涉
嫌受贿罪对张家慧作出逮捕决定。该案正在进
一步办理中。

扫黑除恶进行时

万宁打掉
19个涉黑涉恶犯罪团伙
查扣涉案资产达2.92亿元

本报万城12月11日电（记者袁宇 通讯员
王雷）12月11日，海南日报记者从万宁市公安局
了解到，自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以来，截至今年
10月底，该市共打掉19个涉黑涉恶犯罪团伙，查
封扣押冻结涉案资产2.92亿元，抓获258名犯罪
嫌疑人，同时还向纪检监察机关移送了一批涉黑
涉恶“保护伞”线索。

万宁市坚持有黑扫黑、无黑除恶、无恶治乱
的方针，把打击整治的锋芒对准矿产资源、运输
市场等重点行业领域及“黄赌毒”，严打“砂霸”

“运霸”“村霸”。坚持“一案三查”，即查黑恶势
力、查关系网和保护伞、查监管主体责任，对涉
黑涉恶犯罪团伙往深里查、往深里挖，确保“见
黑”、见“伞”的同时见“财”。截至目前，万宁警
方共打掉19个涉黑涉恶犯罪团伙，其中1个“砂
霸”涉恶团伙、1个“运霸”涉恶团伙以及2个“村
霸”涉恶团伙，共查封扣押冻结涉案资产达到
2.92亿元。

据介绍，万宁市公安局严格实行局领导分片
包干督导责任，抽调精干警力充实到打黑除恶专
班，做大做强专业力量。通过辖区换防、异地用
警、实行“一案一专班”等有力措施，为专项斗争深
入开展提供了强有力的保障。

此外，万宁市公安局还积极组织开展涉黑涉
恶在逃人员追逃专项行动，以“雷霆”系列集中收
网行动为契机，实行全警追逃。据悉，25名涉案
在逃人员中，已有21人被抓捕归案。

■ 本报记者 袁宇 通讯员 陈燕清

“多亏了我的帮扶责任人和爱心
人士，我的菜才卖得那么快。”12月9
日清晨寒风凛冽，今年已76岁的万
宁后安镇吴村贫困村民文亚敏来到
菜地采摘蔬菜，看着绿意盎然的菜
园，老人十分感慨。

今年11月底，家里3亩菜地中
的蔬菜熟了，却找不到销路，这让文
亚敏愁得眼泪直流。很快，文亚敏的
帮扶责任人——万宁市委直属机关
工委副书记林海得知了这一消息。

林海介绍，文亚敏的菜地规模
不大，产量也不高，没有蔬菜批发商

上门收购，“老人年纪大了，又没法
自己上市区售卖，心里着急。”为了
帮助文亚敏，林海不仅自己购买新
鲜蔬菜，还在自己的朋友圈里发布

“爱心订购”的消息，帮助老人售卖
蔬菜和番鸭。

“我们看到信息后，都觉得应该帮
老人一把。”兴隆中心幼儿园园长吴慧
慧已经跟文亚敏下了3次订单，每次
都购买上百斤蔬菜。她说，老人家的
蔬菜口感很好，“现在我们已经把文阿
公的蔬菜推荐给了其他幼儿园。”

兴隆幼儿园园长吴秣丽就是在
吴慧慧的推荐下，下了120斤包菜
的订单，并自己来到文亚敏的菜地

采摘。
据了解，在林海的帮助下，文亚

敏已经卖出了十多只番鸭及数百斤
蔬菜，收入近千元。“当他们遇到困
难，就需要我们发挥帮扶责任人的作
用，整合资源，帮他们打开销路。”林
海说。

无独有偶，与文亚敏同住一村的
贫困村民文绪武今年也遇到了蔬菜
卖难问题。“但我现在不怕了，帮扶我
的郑书记已经给我找到了销路。”文
绪武说，在帮扶责任人的帮助下，刚
收获的1200斤小白菜已经以每斤
2.5元的价格售出，即将收获的2500
斤包菜也有了销路，“收成之后，我打

算继续种玉米和白萝卜。有郑书记
在，我很安心。”

文绪武的帮扶责任人是万宁市委
直属机关工委书记郑忠发，他告诉记
者，帮扶责任人应当发挥牵线联结作
用，帮助贫困群众解决农特产品的销
售问题，“让贫困群众吃下产业发展的

‘定心丸’，坚定脱贫致富的信心。”
郑忠发表示，作为吴村的驻点帮

扶单位，下一步市委直属机关工委将
积极推动吴村贫困户和其他农户的
农产品与北师大万宁附中达成长期
产销协议，解决农产品销路不畅的问
题，帮助吴村农户增收致富。

（本报万城12月11日电）

万宁后安镇吴村脱贫攻坚帮扶责任人整合资源，解决农产品销售难题

扶贫干部帮“吆喝”蔬菜销路有着落
定安龙河镇水竹村：

按积分发分红
避免“一发了之”

本报讯（记者刘梦晓 通讯员
胡秋影）近日，定安县龙河镇水竹村
2019年合养社分红仪式在该村文
化广场举行，全村59户“十三五”建
档立卡贫困户依次在分红发放清单
上填写名字、摁下手印后，领到共计
1.94万元的分红款。

据了解，为了避免“一股了之”
“一发了之”及贫困户内生动力不足
等现象发生，水竹村的合养社还重
新制定了分红收益二次分配方案，
将根据贫困户参与合养社运营监
管，参加技术培训、电视夜校、“六
治”行动和环境整治等工作的表现
予以记分，根据积分进行二次分红，
实现分红差异化。

■ 本报记者 贾磊

从学前班到小学六年级，不同年龄
的40多个孩子坐在一间教室里，唱出

“最美的和声”……这是日前发生在屯
昌县南吕镇郭石村小课堂的一幕，在这
里，留守儿童和贫困户子女找到了家的

温暖和学习的自信。
“今年3月份来到这里，我一下子

喜欢上了这群可爱的孩子。”郭石村乡
村振兴工作队队长满丽华告诉海南日
报记者，除了产业扶贫、人居环境整治、
厕所革命等工作，她也非常看重孩子们
的成长，“因为他们是郭石村的未来。”

驻村半年多来，满丽华几乎成了
这群孩子的“干妈”。“有个孩子叫阿
杰，曾经有一次悄悄跑到我身边，说很
想抱抱我，一了解才知道，他一出生就
没见过妈妈，母亲在他很小的时候就
走了。”满丽华说。

小课堂是郭石村上一任驻村干部
开展起来的，满丽华接过“爱的接力
棒”，决心不落下一个孩子。按照原来
的每周二、三、四晚上的课程安排，她

为孩子们准备了音乐、美术、书法等课
程，“虽然我的专业是中文和法律，但
是孩子们的课程一门都不能落下。”满
丽华多次前往海口等地，寻求志同道
合的老师来给这群孩子们上课，让郭
石村的孩子们与城里孩子一样享受高
水平的艺术教育课程。

写好汉字、练好普通话，这是满丽
华对这群孩子们最大的希望。“明日复
明日，明日何其多……”看着早些时候

录制的视频里，孩子们用不是很标准
的普通话认真地背诵诗句，她觉得孩
子们如今进步很大，笑着向乡村振兴
工作队队员们讲孩子们的变化。

望着正在村宣传文化室外活动的
孩子们，满丽华真切地希望，在几位老
师和乡村振兴工作队队员的帮助下，
孩子们能好好学习，走出山村，将来成
就一番事业。

（本报屯城12月11日电）

给屯昌县南吕镇郭石村留守儿童和贫困户子女家一般的温暖

满丽华：满腔真情播撒驻村小课堂
乡村振兴工作队在行动

三亚中院宣判两起毒品案件

两案主犯一审均被判死刑
本报三亚12月11日电（记者李艳玫 通讯

员卢音）12月11日上午，三亚市中级人民法院召
开毒品犯罪案件集中公开宣判会，依法对两起毒
品犯罪案件进行宣判，两案件主犯一审均被判死
刑，另外，对8名被告人以贩卖毒品罪一审判处有
期徒刑15年、无期徒刑等刑罚。

经审理查明，2017年12月至2018年2月，被
告人夏某（异地宣判）在三亚市贩卖甲基苯丙胺给
李某雨、于某宽等人，被告人张某楹在夏某销售毒
品的过程中实施毒品放置等行为。在此期间，夏
某还联系被告人杨某购买毒品，并通过其母亲支
付宝向杨某的银行卡转账11次共计10.791万
元，夏某还通过本人现存、指使张某楹现存的方式
向杨某的该银行卡支付毒资。

法院认为，被告人夏某、张某楹、杨某贩卖毒
品甲基苯丙胺，毒品数量大，其行为已构成贩卖毒
品罪。一审依法分别判处3人有期徒刑15年、死
刑等刑罚。

在另一起团伙跨境贩毒案件中，被告人侯某、
吴某兴、陈某顺和林某某（另案处理）、符某能（另
案处理）等人自2017年8月开始，多次以从泰国
进口椰壳炭为掩盖，通过物流公司将藏有毒品海
洛因的椰壳炭集装箱走私、运输至海南海口港，入
境后通过下线在海口、文昌、澄迈等地区进行分
销，形成一条从泰国通过集装箱走私毒品海洛因、
冰毒，辐射整个海南的贩毒通道，涉及毒品交易量
大，交易次数多，危害极大。

法院依法判处被告人侯某、陈某顺、符某民、
黄某南、曾某威、林某、吴某兴7人有期徒刑15
年、无期徒刑、死刑等刑罚。

掀起禁毒新高潮

海口市争创
全国双拥模范城“九连冠”

本报海口12月11日讯（记者计思佳）12月
10日上午，2019年海口市争创全国双拥模范城

“九连冠”动员部署会议召开。会议要求，全市上
下要进一步统一思想、凝聚共识，深入做好新时代
退役军人服务保障和双拥工作，争创全国双拥模
范城“九连冠”。

据悉，海口将持续在巩固国防事业发展上
下功夫，坚持军地发展“一盘棋”“一张图”思
想，深化双拥与现代服务业融合发展，全力支
持部队备战训练，切实做好兵源保障工作，营造
关心军队、热爱军队的浓厚氛围。在解决官兵
后顾之忧上取得新突破，加快建立退役军人生
活、医疗、住房、教育、就业、养老和法律援助、
创新创业等综合服务保障体系，提高服务保障
水平。

同时，海口将要切实增强党管武装意识，形成
各级各部门齐抓共管的整体合力，持续加大宣传
力度，凝聚爱国强军正能量，让“爱国拥军、爱民奉
献”在海口全市蔚然成风。

备菜迎新春
12月11日，在位于海口市琼山

区七水洋的菜篮子集团蔬菜种植基
地，工人正在为水芹施有机肥，成片
的水芹长势喜人。

目前该基地已种植水芹60亩、
甜菜50亩、蒜苗50亩、茼蒿10亩、
香菜10亩、葱5亩，计划于2020年
1月13日投入市场，将持续供应到
农历正月十五，满足市民对春节期
间的特殊菜品需求。

本报记者 李天平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