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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12月14日电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于12月18日至20日赴澳门，
出席庆祝澳门回归祖国20周年大会暨澳门特别行政区第五届政府就职典礼，并视察澳门特别行政区。

习近平将赴澳门出席庆祝澳门回归祖国20周年大会
暨澳门特别行政区第五届政府就职典礼

并视察澳门特别行政区

12 月 14日，2019“奔跑海
南”环岛全民健跑活动海口站起
跑仪式在万绿园举行，吸引来自
省内外的1500余名跑友参与。

据介绍，“奔跑海南”环岛全
民健跑活动是在省委宣传部、省
总工会的大力支持下，由省旅游
和文化广电体育厅、海南日报报
业集团联合各市（县）政府共同
举办的。海口站是今年“奔跑
海南”环岛全民健跑系列活动的
第三站。

本报记者 张茂 摄

（更多报道见A05版）

■ 本报记者 曾毓慧 于伟慧
特约记者 吴峰

12月12日，在白沙黎族自治县
邦溪镇南丁村光伏发电扶贫基地里，
一排排光伏电池板在阳光下格外耀
眼，形成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在这悄
无声息的光电转换中，更多的产业效
能正输向偏远的南开乡高峰村。

“上面的光伏板用来发电，底下
还有几百亩地用来种植火龙果，两不
耽误。同时我们还能在基地干活赚
钱，这产业真的好！”正在基地里忙碌
的邦溪镇孟果村贫困村民韦彩玲挺
直腰杆歇了口气，露出舒坦的笑容。

这笑容背后，离不开白沙在坚决
打赢脱贫攻坚战道路上的大胆探索

与机制创新。白沙黎族自治县县委
书记刘蔚表示，近年来，白沙把脱贫
攻坚工作作为第一民生工程来抓，加
快多元化产业融合发展，凝聚社会力
量推进“志智”双扶，不断提升农村人
居环境，确保今年实现高质量脱贫

“摘帽”的目标。

机制创新
“飞地”模式助力扶贫

12月13日，位于牙叉镇方香村
的陈富果子狸养殖基地里，一只只憨
态可掬的果子狸在笼舍里啃果子，当
看到有人过来清扫笼舍时，立即灵活
地上窜下跳。

基地负责人陈君介绍，目前基地

的果子狸存栏量为4000只左右，去
年出栏量达3000只，产值为200多
万元，其中近千只是“扶贫狸”。

据悉，距离白沙县城十分偏远的
南开乡高峰村因处于生态核心区，无
法发展大规模种养产业。为解决这一
问题，近年来白沙探索出“飞地”扶贫
模式，在吸纳牙叉镇方香村、营盘村共
计90户贫困户扶贫资金的基础上，还
将远在高峰村的68户贫困户的帮扶
资金“飞地”入股至该基地。这两年
来，该基地还吸纳周边村庄建档立卡
贫困群众在这里务工，每年可发放分
红七八十万元。

在白沙，“借鸡下蛋”的“飞地”扶
贫模式并不局限于牙叉镇。在邦溪
镇南丁村占地约500亩的光伏发电
扶贫基地里，光伏板底下成片的火龙
植株也将迎来今年第三轮收成。该
基地有关负责人介绍，基地充分利用

下层空间种植火龙果，打造生态农业
基地。目前，共有30多名贫困群众
长期在该基地管护火龙果。

据悉，早在基地规划建设初期，
当地扶贫部门就将邦溪镇与南开乡
高峰村建档立卡贫困户产业资金入
股至该基地，运营单位每年从发电收
益中提取240万元进行分红，保障每
户每年有3000元收入。

点缀改造
乡愁味道让乡村更宜居

坐落在元门乡成片山岭脚下的
翁村二队，是白沙为数不多的苗族同
胞聚居地。从村口古朴的甘霖廊桥
穿行而过，便可见桥下潺潺流淌的山
泉，一排排错落有致的苗族民居映入
眼帘，一幅幅精美的墙绘讲述着苗族
人民耕作与节庆的故事。

“你看，不用拆旧瓦房，粉刷后用
篱笆筑起庭院，许多外地朋友过来拍
图发了微信朋友圈，好多人都夸好看
呢。”12月11日中午，建档立卡贫困
村民王德成正在庭院里摘四角豆，准
备一会炒菜。在他家的菜地里，茄
子、豆角、辣椒已挂果累累，刚种没多
久的上海青已钻出土壤吐露芽尖。

“不搞大拆大建，基本保留原有
的民居，因地制宜粉刷改造外立面，
采取点缀式改造。”白沙住建局美丽
乡村办公室负责人郑东庚介绍，翁村
二队有50余户，自今年启动农村人
居环境提升工程以来，动员村民拆掉
临时搭盖，在房前屋后“见缝插针”地
种植三角梅、美人蕉等花卉，并腾出
空间用篱笆筑起了庭院，发放瓜果
种苗鼓励村民发展庭院经济。接下
来，该村还将利用村道旁成片的百
亩田地， 下转A02版▶

脱贫攻坚“创优保优”大冲刺

探索产业“飞地”模式、提升农村人居环境、办好教育阻断贫困代际传递

白沙聚力攻坚 脱贫“摘帽”有底气

本报海口12月14日讯 （记者
彭青林 李磊）12月14日上午，省委
在海口举行“深入学习中央12号文
件配套方案政策”专题周末学习讲座
第15场活动，邀请国家林业和草原
局（国家公园管理局）副局长、党组成
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濒危物种进出口
管理办公室主任李春良，作主题为
《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
想 扎实推进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
然保护地体系建设》的专题报告。讲
座前，省委书记刘赐贵会见了李春良

一行。省政协主席毛万春参加学习，
省委副书记李军主持讲座。

刘赐贵对国家林草局长期以来
给予海南生态文明建设和经济社会
发展的大力指导支持表示感谢。他
说，建设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是党中
央和习近平总书记赋予海南全面深
化改革开放“三区一中心”战略定位
之一，是建设海南自由贸易试验区和
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的重要内容。
省委、省政府对此高度重视，将生态
文明建设摆在极为重要的位置，深入

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以建
设热带雨林国家公园和湿地城市为
重要抓手，加快完善生态保护基础设
施，大力推进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
希望国家林草局将海南作为生态文
明体制改革的重要试点，共同加大改
革创新、先行先试力度，加快推进国
家生态文明试验区建设，确保海南生
态环境只能更好、不能变差，打造生
态环境最美的自由贸易港。

李春良在讲座中讲解了自然保
护地建设和国家公园体制试点等重

点内容，并对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
园体制试点成效表示肯定。他指
出，海南建设热带雨林国家公园，要
在落实中央要求上、在探索创新上、
在成为世界一流上做出表率，把握
好大力抓好热带雨林保护修复、拯
救长臂猿等濒危珍稀物种、科学建
设生态廊道、坚持绿色营建道路等
基础设施、妥善解决原住民生产生
活等重要问题。

李军在主持讲座时指出，各级各
部门特别是承担有海南热带雨林国

家公园建设具体任务的市县和部门，
要严格按照中央和省委、省政府的部
署要求，高质量地完成国家公园体制
试点任务，努力为海南自由贸易港建
设打造雄厚的绿色底板，为海南人民
构筑幸福的绿色家园，为子孙后代留
下充盈的绿色遗产，为全国国家公园
建设提供精彩的“海南样本”。

省领导何忠友、童道驰、肖莺子、
许俊、何西庆、苻彩香、沈丹阳、冯忠
华、路志强、吴岩峻、陈马林、蒙晓灵、
侯茂丰参加学习。

我省出台环境保护专项资金管理办法

资金将采用“因素法”
和“项目法”相结合方式分配

本报讯（记者周晓梦）近日，省财政厅和省生态环
境厅联合印发《海南省环境保护专项资金管理办法》
（以下简称《办法》），指出环境保护专项资金将采用“因
素法”和“项目法”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分配。

因素法分配的资金，是指选取基础资源（自然禀赋、
环境区位、经济水平、受益人数、保护及治理需求等）、工
作任务量和绩效考核等因素，按照4∶4∶2的权重进行测
算，同时结合环境状况及项目储备情况进行分配。

按项目法分配的资金，是指由省生态环境厅对应
从中央或省级生态环境项目储备库中择优选取或通过
公开择优确定具体项目，并经相应程序，按照项目申报
要求提出申请。

《办法》所称环境保护专项资金，是指中央和省级财
政预算安排的，用于本省开展大气、水、土壤、海洋、农村
环境整治等环境污染防治和生态环境保护的资金。

专项资金使用范围主要包括水污染防治、大气污
染防治、土壤和地下水污染防治、农村环境综合整治、
海洋环境保护、应对气候变化及碳减排、固体废物污染
防治等，以及其他环境保护工作。

《办法》明确，省生态环境厅负责开展专项资金的
日常监管和年度绩效评价。据悉，该办法的出台，旨在
规范环境保护专项资金管理，提高专项资金使用效益，
促进污染防治和减排，改善生态环境。

毛万春率队赴五指山调研时强调

坚决守护好绿水青山
本报五指山12月14日电（记者刘操）12月13日，

省政协主席毛万春率队到五指山市，围绕脱贫攻坚、乡
村振兴、生态文明建设等主题开展调研。

在毛道乡毛道村百香果种植基地，毛万春向村干
部详细了解百香果产业发展模式、百香果的种植情况
和收益情况。毛万春充分肯定了毛道乡的脱贫攻坚工
作，他希望基层党员干部进一步引导村民加强科学管
理，扩大种植面积，规范产业经营，树立产业品牌，通过
大力发展种植百香果产业，增加农民收入；通过大力发
展观光农业、体验农业、休闲农业，拓宽农民增收渠
道。毛万春还来到番阳镇雪茄烟叶种植基地，了解烟
叶加工生产和村民增收情况。他指出，五指山要因地
制宜，积极发挥当地优势，有效盘活农村各类资源，合
理调整农业产业结构，大力发展特色农业产业。

座谈会上，毛万春对五指山近期取得的发展成绩
给予肯定。他表示，良好生态环境是海南发展的最强
优势和最大本钱，五指山是我省的生态核心区，生态文
明建设等工作必须走在全省前列。要践行“绿水青山
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坚决守护好绿水青山，确保生态
环境只能更好不能变差。要坚持目标导向，对标海南
自由贸易试验区和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建设标准，借
鉴先进经验，全面推进全域旅游，让旅游业焕发生机，
让绿水青山变成群众致富的金山银山。要坚持久久为
功，按照既定的工作思路认真抓好各项工作的落实，持
续推动，不断提升。要坚持问题导向，抓好生态环境保
护等工作中的薄弱环节，守住生态底线。省政协要积
极建言献策，助力五指山发展。

统筹推进农村土地制度改革试点工作

全省18个市县均已完成
试点实施方案编制工作

本报讯（记者陈雪怡 通讯员李拉）通过制定配套制
度文件，组织召开试点工作现场推进会，开展“三块地”改
革督导调研等，我省统筹推进农村土地制度改革试点
工作，全省农村土地制度改革试点工作有序开展。这是
海南日报记者近日从省自然资源和规划厅了解到的。

据悉，《海南省农村土地征收试点办法》《海南省集
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试点办法》《海南省农村宅基地
管理试点办法》已印发实施，全省18个市县（不含三沙
市）均已完成试点实施方案编制工作，其中，12个市县
的实施方案已印发实施；海口江东新区、三亚崖州湾科
技城、琼海博鳌乐城等重点区域正抓紧开展试点前期
工作；文昌市已成功入市22宗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
地，面积共计184.29亩，成交总价为1.295亿元；乐东
黎族自治县首次将以“只转不征”方式取得的1宗面积
5.6988公顷的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出租给企业用于农
产品加工冷链物流集配中心建设，助力脱贫攻坚；儋州
市整合利用空闲宅基地和闲置土地，通过包装策划乡
村民宿项目，招商引入社会资本进行市场化运营，现已
在新风村建设7栋民宿示范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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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贯彻省委七届七次全会精神·一线看落实
本报定城12月14日电（记者

刘梦晓 通讯员黄祥）“这块地是我
们家的，前段时间已经测绘完成，今
天我们来确认面积。”12月12日下
午，在定安县定城镇深田村，村民刘
丁悦和十几户村民一起，在G360文
昌至临高公路（以下简称文临公路）
定安段筹建的地块上确定自己被征
地的面积。

提起征地，在大家的认知中，一
直是一块难啃的“硬骨头”。“村民对
补偿不满意、阻拦征地工作人员工
作、抢种以争取更多赔偿等现象经
常发生。有时候一个多月甚至更长

时间都完不成。”定城镇委副书记、
镇长吴九艺说，但这一次的征地工
作十分顺利，“前后仅用了21天，就
完成了征地的工作。”

据了解，文临公路定安段设计总
长度13.08公里，涉及定城镇潭黎、美
太、美南、深田、田洋、春内、桐卷、平和、
龙岭等9个村51个村民小组1763户
共1697亩土地。今年11月6日，根据
省有关部门下发的通知，定城镇筹备
领导小组，组织工作人员开始征地。

吴九艺介绍，自“不忘初心、牢
记使命”主题教育开展以来，定城镇
全镇党员干部积极发挥“头雁”作

用，以身作则，转变工作作风和工作
方法，高度重视群众利益和诉求，把
主题教育的成效扎扎实实体现到推
动镇中心工作、一线工作当中，体现
到全力推动“两个确保”任务的完成
上。在此次征地项目启动前，定城镇
政府领导班子分组行动，到涉及征地
项目的9个村召开村民代表大会，结
合主题教育开展宣讲动员，将文临公
路征地项目的重要性传达到位。

但真正想要短时间内快速完成
征地，归根结底还是离不开群众的大
力支持。“听说文临公路要从我们这里
穿过，大家都表示非常支持。”深田村
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黄智伟说，这
些年，农村的道路修好了，大家对外联

络方便了很多，体会到了“路通财通”
的好处，因此对修路十分支持。

田洋村村民陈明锦说，政府在
征地的过程中每一个环节都有公
示，相应的补偿也做得到位，因此他
们都十分支持此次征地修路。

21天，从宣讲活动，到测绘测
量、清点青苗，再到挨家挨户制定赔
偿方案，直至公示完成，一切都井然
有序。对于期间出现的极个别的抢
种行为，定城镇政府也拿出了征地
前就拍摄下的航拍图片和村民进行
比对，有理有据。“参与这项工作的
干部，依法依规工作，将‘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主题教育贯穿于工作的
每一个环节中。”吴九艺说。

定安定城镇党员干部发挥“头雁”作用，依法依规开展工作，得到村民配合支持

21天！文临公路定安段征地完成

省领导干部周末学习专题讲座聚焦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建设
刘赐贵会见授课专家 毛万春参加学习 李军主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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