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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脱贫攻坚“创优保优”大冲刺

乡村振兴工作队在行动

■ 本报记者 贾磊

12月10日一大早，屯昌县屯城
镇良史村下坡村民小组村民卢廷海
便开始了一天的忙碌。与往常一样，
他首先提着玉米等饲料到田间野外
喂养鸭子。

流水潺潺，一群鸭子正在田间悠
闲嬉戏，卢廷海将饲料撒在田埂边，
引得鸭群争相啄食。眼前的50多只
肉鸭，是卢廷海今年饲养的第四批鸭
子中销售剩下的。

“ 我 今 年 养 了 4 批 鸭 ，每 批
1000只，都卖了2万余元。除去成
本，今年能赚四五万元。”今年54岁
的卢廷海说，2014 年 10 月被纳入

建档立卡贫困户后，在政府的引导
扶持下，他开始发展黑山羊、鸭子
等养殖产业。

卢廷海告诉海南日报记者，发展
产业前，他在村子附近的花圃打零
工，一个月只有1000余元工资，两个
孩子都在上学，家里生活十分拮据，

“当时生活比较困难，我一边打工，一
边在家种田，再养殖一些鸡、鸭等来
应付家庭开支。”

经过多方了解，卢廷海发现黑山
羊不仅养殖成本低、价格高、繁殖力
强，而且市场需求旺盛，加上村子的
后山上，是一片长势茂盛的槟榔林和
草地，十分适合饲养黑山羊，但他却
没有资金发展产业。

针对卢廷海的实际情况和生产
意愿，2015年当地政府扶持5只黑
山羊羔给他作为生产成本。卢廷海
自己也筹措了约5000元，在村子边

一片橡胶林里建起一间约30平方米
的两层铁皮棚黑山羊舍，专心养起了
黑山羊。

在饲养上遇到问题，卢廷海便请
教有经验的养殖户。边养殖边摸索，
他慢慢掌握了一定的养羊技术。卢
廷海说，养殖黑山羊，最重要的是勤
快，因为黑山羊在山上散养，每天下
午都需要赶羊到山上吃草。

“黑山羊已经从最初的5只，发

展到现在的60多只。4年里我卖了
20多只，赚了近3万元。”卢廷海说。

美好生活是干出来的。如今，
卢廷海每天起早贪黑，上午照料喂
养鸭子，下午把羊赶到山上吃草。
凭借鸭子、黑山羊产业，卢廷海家
2016年底就摘掉了“穷帽子”，目前
家庭经济情况更是得到明显改善，
日子越过越好。

（本报屯城12月12日电）

屯昌屯城镇下坡村村民卢廷海4年来坚持发展黑山羊、肉鸭养殖

致富路上，喂鸭赶羊劲头足

本报牙叉12月 12日电 （记者
曾毓慧 特约记者何光兴）“贫困地区
盼望引进怎样的扶贫产业，我们就努
力接洽相应的企业……”12月12日，
省委统战部在白沙黎族自治县阜龙
乡召开省统一战线助力脱贫攻坚和
乡村振兴现场会，各民主党派省委
会、省直统战系统单位负责人面对面

恳谈，总结交流经验，提出解决问题
的办法或建议，充分发挥统一战线人
才、智力和资源优势，助力省统一战
线脱贫攻坚工作和美丽乡村建设。

据悉，今年以来，省委统战部积
极发挥牵头职能，统筹各方资源，调
动各方力量，组织领导统一战线省级
组织及相关单位落实好思想帮扶、产

业帮扶、培训就业帮扶、教育帮扶、住
房帮扶、医疗帮扶等帮扶措施，各项
扶贫工作取得了积极成效。

省委统战部有关负责人介绍，截
至11月底，省统一战线及市县统战部
门共有帮扶联系点46个、乡村振兴点
39个，帮扶建档立卡贫困户2819户，
共有驻村工作队人数118人，累计实

施帮扶项目1576个，累计投入帮扶资
金超过5.44亿元，受帮扶贫困人口超
20万人，形成了统一战线助力脱贫攻
坚和乡村振兴的强大合力。其中，在
白沙青松乡打炳村、阜龙乡可任村，屯
昌县坡心镇南台村3个扶贫点共投入
资金799.15万元，帮扶建档立卡贫困
户332户，共实施产业帮扶项目39

个，其中自投项目21个，引进项目18
个，主要产业为橡胶、槟榔、水稻等传
统产业以及秀珍菇、百香果、益智、五
脚猪、养蜂等特色产业，共转移贫困人
口就业606人。

当天会前，大家还现场观摩学习
白沙阜龙乡白准村美丽乡村建设，了
解山鸡蛋鸡养殖基地产业扶贫经验。

省统一战线助力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现场会在白沙举行

发挥统战资源优势 全力助推产业扶贫

本报临城12月12日电 （记者
张惠宁 通讯员王婧）临高县充分发
挥农村小额信贷贴息政策导向作用，
引导金融机构大力推进金融扶贫，助
力发展产业，帮助贫困户走上脱贫致
富道路。今年截至11月，临高符合
贴息条件农民小额贷款累计发放2.9
亿余元，完成2019年省下达农民小
额贷款任务的373.01%。

临高临城镇西田村美兰村民小
组村民刘健美家过去就种点水稻和
甘蔗，一年到头挣不到什么钱，家庭
经济很困难，被纳入贫困户。2016
年，他响应村委会的号召，在农行临
高支行的支持下，贷款4万元，开垦
10亩撂荒地，种上了圣女果，迎来了
好收成。

“圣女果的种植成本很高，需要人

工摘果，用工多，一亩地种植成本差不
多要6000元。”刘健美说，依靠贷款帮
扶，他才得以种植圣女果致富。

西田村驻村第一书记闵辉和介
绍，2018年至2019年，村里有15户
脱贫户通过小额信贷，贷款75万元
发展养猪跟生猪批发零售产业。

据了解，今年临高县继续推进农
民小额贷款贴息工作，加大宣传力

度，扩大对贫困户贴息覆盖面。对建
档立卡贫困户5万元以下、期限3年
以的贷款内给予政府贴息，并免抵押
免担保。

农行临高江南支行副主任袁晓
婷说，银行工作人员进村入户宣传扶
贫小额贷款政策，引导农民将资金投
入到种养殖的行业中，成效明显。

2019年省下达临高县的贷款贴

息任务为7989万元，分别为农民小
额贷款和农民合作社贷款。截至11
月，临高符合贴息条件农民小额贷款
累计发放2.9亿余元，完成373.01%，
临高全县已贴息658.37万元。其中
农行发放1644万元，进度274%；农
信社发放约2.3亿元，进度768.46%；
惠丰银行发放2692.7万元；邮储发
放1706.7万元。

截至11月，临高累计发放符合贴息条件农民小额贷款2.9亿余元

金融活水“浇灌”产业富农民

■ 本报记者 邵长春 贾磊
通讯员 伍昭静

看香山、走香路、闻香气、摘香
果……在屯昌县屯城镇加利坡，梦幻
香山共享农庄吸引着不少游客。该
农庄通过“公司+基地+农户”的合作
扶贫模式，吸纳周边村庄近200人在
此工作，受益贫困户逾百名。

自加利坡村发展旅游业以来，海
南电网公司屯昌供电局大力开展农
网改造升级，满足用电需求，服务乡
村产业振兴。今年11月，屯昌供电
局还对该农庄10千伏线路进行绝缘

化改造，使景区用电更加安全可靠。

香草住进“空调房”

在农庄香草种植区，种植着甜叶
菊、香茅草等植物。“香草是农庄的宝
贝，既可以观赏，又可以加工成产品
出售。”梦幻香山副总经理边玉华说，
周边不少贫困户也靠着种植香草脱
贫致富。

在一个叫“香立方”的大棚里，海
南日报记者看到，8台蒸发冷风机轮换
开启，为香草提供恒温的养护条件。

“现在香草都用上空调了，以前可没

这么好的条件。”边玉华说，2013年到
2015年间，屯昌供电局加大配网建
设，农庄架设了8公里的10千伏线
路，整个园区实现了水、电、路全覆
盖。刚开始，由于电压不稳定，无法长
时间启动冷风机，农庄没有引进更多的
香草。“现在不一样了，电力供应稳定，
香草种类一下就扩种到了400多种。”

经过3年多的发展，农庄游客越
来越多，芳香产业也越来越旺，今年
上半年，该农庄用电量12.23万千瓦
时，同比增长83.83%。

“共享农庄地处山区，雷雨天气
都可能影响电压稳定。”屯昌局市场

营销部副主任冯在琴说，如今共享农
庄的裸线已经更换成了美观安全的
绝缘线，供电更加安全可靠。

支部共建解难题

农庄投运以来，周边不少农户来
这里工作。园区还举办柠檬、香草种
植培训班，免费教村民柠檬种植技术
和提供种苗。村民赵林是共享农庄
最早的受益人，他说，发展休闲农业、
芳香产业、旅游业，都离不开电。

为了更好地助力乡村产业发展，
自今年9月以来，国家能源局海南办

事处、海南电网公司市场营销部党支
部和屯昌供电局营销党支部开展支
部三级共建活动，聚焦用电服务难
题，制定了5项便民举措。

冯在琴介绍，针对实地调研情况，
除了提升供电可靠性外，屯昌供电局
每季度对农庄用电设施进行安全检
查，指导客户排查安全隐患并及时整
改，协助农庄电力运维人员培训等。

“农庄里的电工技术水平不高，
我们会上门帮助他们检查电路，并指
导他们合规操作安全设备。”屯昌供
电局市场部工作人员黄光榆说。

（本报屯城12月12日电）

海南电网屯昌供电局大力开展农网改造升级，满足用电需求

十足电力“点亮”乡村振兴路

■ 本报记者 刘梦晓 通讯员 夏琍

“叮铃铃，叮铃铃……”12月9日
下午的放学铃响起，定安县黄竹镇河
头小学五年级学生王家佳背着书包，
欢快地走进了学校旁边文化室里的

“快乐书屋”。
近段时间，对河头小学的学生来

说，课余时间和放学后都有了一个好
去处，那就是“快乐书屋”。“快乐书屋”
是河头村乡村振兴工作队为河头小学
学生专门建立的阅览室。

河头小学有20多名学生，多是困
难家庭子女或者是留守儿童。他们放

学后无人看管，课后生活也比较单调。
今年2月乡村振兴驻村工作队到来以
后，一直很关注这群学生。“想为他们营
造一个放学后可以学习的小天地。”乡
村振兴工作队队长吴清辉说。

10月初的一天，乡村振兴工作队
员在打扫整理村委会办公室时发现了
一些闲置书籍，吴清辉萌生了一个念
头：利用这些闲置的书籍，为孩子们建
一个阅览室。吴清辉的想法得到了村
干部和工作队队员的支持，大家说干
就干，清扫文化室、筛选书籍、安置书
柜、摆放桌椅……就这样，一个小小的
阅览室很快就建了起来。

阅览室开放的第一天，就有十几
个学生前往阅读。“孩子们对知识的渴
求，让我们觉得这件事做得很对。”吴
清辉深感欣慰。

“自从村里有了‘快乐书屋’，我
家小孩每天放学后都来‘快乐书屋’
看看课外书或和同学聚在一起写作
业。这里还有工作队员指导，我们再
也不用为教孩子写作业发愁了。”陪
同孩子来“快乐书屋”看书的村民陈
挺衍说。

不仅是学生，如今到阅览室读书
的村民也越来越多。乡村振兴工作队
不仅扩充了图书的种类，还制定了图
书管理办法，让小小阅览室在乡村发
挥出特别的作用。

（本报定城12月12日电）

定安县河头村乡村振兴工作队建起乡村阅览室

村里孩子有了“快乐书屋”

海南旅游消费研究院
揭牌成立

本报讯（记者徐慧玲）日前，海南国际旅游消
费中心建设论坛暨海南旅游消费研究院揭牌仪式
在三亚学院举行，来自美国华盛顿州立大学、北京
第二外国语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等高校、研究院
的专家学者，以及知名旅游企业代表等齐聚鹿城，
探讨国际旅游消费中心的建设内涵、内容和路径。

据了解，海南旅游消费研究院于2018年开始
筹备建设，依托三亚学院旅游与酒店管理学院设立，
国家发展改革委宏观经济管理编辑部支持建设，将
从政策与学术、理论与实践视角，对旅游消费以及海
南国际旅游消费中心建设等相关问题展开研究。

海南旅游消费研究院联席院长任旺兵表示，
成立海南旅游消费研究院是现阶段助推海南旅游
业发展、促进海南自贸区、自贸港建设的一项重要
举措，该研究院将搭建一个业内专家、行业精英广
泛参与的高水平智库，吸引更多优秀的研究人员，
聚焦旅游领域和消费领域开展理论和政策研究，
打造有影响力的智库品牌。

下一步，海南旅游消费研究院将在消费基础
理论、消费政策措施、消费热点问题等方面开展研
究；组织消费领域学术交流，开展海南消费结构、
消费行为、消费心理等调查研究和跟踪研究；建立
消费中心评价指标体系、开展海南国际旅游消费
中心建设年度评估等工作。

省公安部门开展“猎鹰”行动

3天查处交通违法行为
8100余起

本报海口12月12日讯（记者良子 通讯员
武艳琰）12月10日至12月12日，省公安厅“路长
制”办公室组织全省各级公安机关路面警力，在全
省范围开展路面突出交通违法行为集中整治“猎
鹰”行动，共查处各类交通违法行为8100余起。

据统计，本次行动共出动各级路长和路管员
5000余人次，共查处各类交通违法行为8100余
起。其中，查处摩托车、电动自行车交通违法
3935起；查处酒驾醉驾207起；查处无证驾驶87
起，假套牌8起；查处货车超载26起；查纠不按规
定使用远光灯520起；查处其他交通违法行为
3380余起。严厉的打击对交通违法行为人起到
了有效的震慑作用。

据了解，本次行动特别突出了“路长制”警
务机制的警种联勤联动、合成作战、齐抓共管的
工作优势，组织当地各级路长、路管员、道路运
管、旅游等行政执法等管理部门，集中力量开展
联合打击。

强生医疗心电生理五年培训计划发布

以乐城先行区为平台
孵化心电生理人才

本报博鳌12月12日电（记者刘梦晓）日前，
强生医疗心电生理高端技术五年培训计划启动会
暨全国超声带教专家授牌仪式在博鳌乐城国际医
疗旅游先行区（以下简称先行区）的相关医疗机构
举行。本次“五年培训计划”是以强生与先行区战
略合作协议为依托，在心电生理领域实施的创新
举措之一，也是强生医疗以先行区为平台，孵化心
电生理人才的关键一步。

据介绍，当前中国有1000多万房颤患者，实
际只有不到10%的病人得到有效治疗，其中一个
重要原因就是我国缺乏能够熟练掌握这项技术的
医师。帮助提升该领域临床医生驾驭高精尖技术
的能力，是本次“五年培训计划”的主要方向。

先行区管理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强生医疗启
动心电生理高端技术五年培训计划，将进一步深
化与先行区的战略合作，并有力提升中国心电生
理领域医资力量和诊疗水平，助力中国心电生理
医疗水平国际与接轨。双方将通过先行区的平台
加速为中国市场引入先进的医疗产品和技术，培
养一批掌握临床急需先进医疗技术的中国医疗讲
师团队和临床专业人才。

据悉，“五年培训计划”的目标是期望到2025
年，全国主要地市级医院都能独立开展心电生理
手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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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销海南农特产品，为参会各方搭建对接交流平台。

中国工程院院士喻树迅、刘少军，乌兹别克斯
坦塔什干国立农业大学校长苏莱蒙诺夫·博季尔
容·阿布杜舒库罗维奇，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省
总工会主席陆志远出席峰会并讲话。

峰会由农业农村部、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
会、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海南省人民政府主办，
海南省农业农村厅、海口市人民政府承办，海南日
报报业集团旗下的会展公司为具体执行单位。

2019国家战略与
热带农业峰会海口举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