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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贫攻坚“创优保优”大冲刺

关注市县两会 扫黑除恶进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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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那大1月6日电 （记者刘
袭 特约记者李珂）儋州市委、市政府
坚持把提案办理作为支持政协委员
履职、推动党委政府科学民主决策的
重要途径，2019年儋州市政协委员
提交、立案的提案204件，截至2019
年底全部办复，提案办理满意率达
96.8%。这是海南日报记者从1月6
日召开的政协第十届儋州市委员会
第五次会议上获悉的。

市民关注的民生热点、难点问
题，是这些提案的重点议题。去年，
儋州政协委员就缓解城市交通拥堵、
强化食品安全监管等内容，提出提案

69件。其中，儋州政协委员谢福明
提交加强小学校园周边食品安全监
管的提案，儋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收
到后，及时开展“食品安全入校园”行
动，基本实现了学校周边200米内没
有无证食品经营摊贩的目标。儋州
政协委员骆丹红等提出治理“校园欺
凌”的建议，儋州市教育局采纳后，联
合11个部门推出加强中小学生欺凌
综合治理实施方案，建立反“校园欺
凌”联动机制；儋州市委政法委抽调
人员到全市239所学校担任兼职法
制副校长，组建反“校园欺凌”专业队
伍。儋州政协委员谭远升建议规范

管理儋州那大老城区路边停车位，儋
州市城市管理局接受建议，联合交警
等开展专项整治，采取滚动执法、规
定停车位、从严处罚等措施，整治老
城区车辆乱停乱放行为，取得明显成
效。儋州市政协副主席王凌融说，针
对民生热点、难点问题，找出症结所
在，提良策开“药方”，提案才有分量。

此外，保持优良生态环境成为
提案关注热点。儋州政协委员围绕
垃圾和污水处理、生态环境修复等
内容提出提案28件。其中，儋州政
协委员汪文英提出加强农村垃圾收
运处理的建议，儋州市环卫局采纳

后，投入1000万元在 22个行政村
开展生活垃圾分类试点，建成5座
垃圾转运站和10座垃圾收集站，推
行农村道路清扫保洁及垃圾收运社
会化。儋州政协委员郑壮勋建议加
强儋州湾污染防治及生态环境保
护，儋州市生态环境局等部门接受
建议，启动儋州湾及江河口的环境
综合整治、生态修复项目可研论证，
直接联动改造修复范围达231.85平
方公里；划定海洋生物资源保护线
和围填海控制线，切实保护好儋州
湾生态环境。

引进项目推动产业转型升级是

提案的重要内容之一。儋州政协委
员围绕民营经济、招商引资等内容，
提出提案42件。其中，儋州政协委
员王中兴等建议优化营商环境，儋州
市现代服务业和投资促进局采纳后，
制定2年优化营商环境行动计划，设
立企业服务中心，推行项目并联审
批。儋州市农业农村局根据儋州政
协委员孙鸿斐提出的利用撂荒地栽
种金椰子的建议，认真调研，形成关
于椰子产业发展专题调研报告，投入
50万元支持儋州王五镇东光村种植
金椰子，打造特色庭院经济示范村，
带动全市乡村扩大椰子树种植面积。

儋州市去年办复政协提案204件，满意率达96.8%

直面民生热点 解决群众“痛点”

本报三亚1月6日电 （记者梁
君穷 徐慧玲）海南日报记者从1月6
日上午召开的三亚市第七届人民代
表大会上获悉，2020年，三亚将抓牢
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机遇，坚持稳中
求进工作总基调，在海南自由贸易港
建设中打造新标杆。

为完成好今年的工作任务，三
亚将围绕重点园区试行自贸港政
策，围绕崖州湾科技城、三亚中央商
务区（含邮轮旅游产业园），建立健
全“法定机构+市场化运作”的园区
管理服务机制，扎实做好功能定
位、准入清单、园区配套、行政管

理、监管模式。
编制《三亚市优化营商环境办

法》，探索组建三亚市政务服务和大
数据管理局，推进“一鹿快办”政务
服务体系建设，开展“证照分离”改
革全覆盖试点，积极推行“极简审
批”，强化事中事后监管，推动全国
统一的工程建设项目审批系统和管
理体系建设，持续提升企业开办注
销、施工许可、办税服务、跨境贸易
以及网络信息、水电气等领域服务便
利化水平。

抓旅游促消费，加快南山文化旅
游区、亚龙湾热带天堂森林公园等景

区的改造提升，积极推进 Hello
Kitty主题乐园建设，推动华人乐高
主题乐园、FE赛车主题乐园、ISY音
乐主题公园等项目落地。加快邮轮
旅游中心建设，开辟三亚邮轮母港航
线，推进邮轮海上无目的地旅游发
展。启动游艇旅游中心运营，落实好
琼港澳游艇自由行政策，促进游艇旅
游发展。

高起点打造三亚中央商务区，东
岸、月川片区继续推进大悦城环球中
心、申亚金融大厦、保利国际广场等
项目建设。凤凰海岸片区加快推进
凤凰岛高品质开发，加强国际邮轮港

和公共游艇码头建设，积极开发邮
轮、游艇旅游新业态，带动邮轮游艇
船供、设计、维修、保养、展示、交易、投
融资等配套服务业集聚发展，打造邮
轮游艇消费中心和产业中心。

着力完善基础设施体系。加
快推动海南西环高铁和货线三亚
至乐东（岭头）段开行公交化旅游
化列车改造工程、G98环岛高速大
三亚段扩容工程、环岛旅游公路陵
水土福湾至三亚海棠湾通道工程，
完成旅游资源路建设，打通北部山
区路网横向连接，为从“大三亚”层
面拓展发展空间提供硬件支撑。

加快亚龙湾第二通道（二期）、三横
路抱坡段等项目建设，高质量推进
安游路改造。

坚持教育优先发展。完成上海
外国语大学三亚附属中学等学校建
设，推动南开中学三亚学校、美国卫
斯理安学院附属海南国际高中、英国
威雅公学等尽快落地，开工建设深海
科技城中学、南繁科技城完全学校。
扎实推进金鸡岭幼儿园、崖州湾科技
城幼儿园等11所公办幼儿园建设，
回购回收6所小区配套幼儿园为公
办幼儿园，力争普惠性幼儿园在园人
数占比达到80%。

三亚多举措打造自贸港建设新标杆
探索组建市政务服务和大数据管理局

第164期海南省脱贫致富
电视夜校播出
讲述蜜瓜扶贫故事

本报海口1月6日讯（记者陈蔚
林）1月6日播出的第164期海南省脱
贫致富电视夜校邀请海南乐东蜜瓜

“春姑娘”品牌创始人林学春做客夜校
现场，给大家讲述该品牌帮助贫困群
众增收致富的故事。

林学春在现场说道，自己的家庭
条件不好，8岁开始承担家务和农活，
16岁就不得不辍学去外地卖瓜，这是
她在产业发展起来后，一定要帮着贫
困群众共同脱贫增收的初心所在。

随着 2016 年“万企帮万村”精
准扶贫行动的开展，早有回报家乡
之意的林学春立即与乐东黎族自
治县佛罗镇政府签订了贫困户的帮
扶协议，并成立了帮扶合作社，设立
了 351 个面向贫困户的就业岗位，
每年从合作社利润中抽取25%给当
地贫困户分红。

■ 本报记者 李佳飞
特约记者 黄良策

“卖一批鸡，就有两万多块钱收
入，我已经脱贫啦！”1月6日上午，文
昌市公坡镇水北村茂园村民小组村
民黄承志一边忙着打理鸡棚，一边高
兴地与来访者聊起他的“脱贫经”。

黄承志一家2014年被公坡镇列
为建档立卡贫困户。为帮助他们脱
贫，文昌市政府不仅分别给予教育和
医疗等方面的帮扶，而且聘任黄承志
为水北村巡河员，每月有稳定收入
1000余元。

2018年，在公坡镇水北村委会
的引导和支持下，黄承志一家加盟海
南传味文昌鸡产业股份有限公司，开
始养殖文昌鸡。“他们夫妻俩非常勤

劳，起早贪黑照顾鸡舍，收成不错，
2019年被评为文昌市‘创业脱贫致
富之星’！”水北村党支部书记韩冠丰
告诉海南日报记者。

“公司+村集体+贫困户”的养殖
模式解决了贫困户发展产业的资金
和技术难题。黄承志说，他所养殖
的文昌鸡由企业提供鸡苗并负责技
术指导，还按协议保底价回收，所以
自己的产业发展非常顺利。如今，
他们家每年光养鸡就能获得近5万
元收入。

事实上，黄承志的脱贫故事只是
海南传味文昌鸡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助力扶贫事业的案例之一。海南传
味文昌鸡产业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5年，是一家集文昌鸡品种培育、
规模养殖、屠宰加工、自主营销等为

一体的农业企业，2016年底开始参
与产业扶贫，先后在文昌、乐东、琼
中、白沙、琼海、澄迈等市县累计帮
扶贫困人口3434户10283人，2019
年，加盟该公司搞养殖的贫困户，户
均收益超过7万元。日前，国务院扶
贫办公布 2019 年企业扶贫精准案
例名单，海南传味文昌鸡产业股份
有限公司创造的“传味扶贫模式”入
选全国50佳案例。

海南传味文昌鸡产业股份有限
公司董事长林鹏表示，接下来，该公
司将乘海南建设自由贸易港的东风，
进一步做大、做强、做好主业，稳步快
速发展，同时继续加大产业帮扶力
度，让“传味扶贫模式”在打赢脱贫攻
坚战中发挥积极作用。

据了解，传味公司实施精准扶贫

的模式主要有3种：一是对有劳动力
和养殖场地的贫困户，采取“公司+
贫困户”模式，让贫困户直接加盟公
司养殖，公司定价保利润回收产品，
确保贫困户养殖利润不低于每只3.5
元。其次，对有劳动力、无养殖场地
的贫困户，采取“公司+村集体+贫困
户”模式，即村委会提供场地、搭建
鸡舍，贫困户参与养殖。村委会分
成收益的 30%用于发展村集体经
济，贫困户享受收益的70%。此外，
对部分不具备劳动力的贫困户，采
取“入股分红”模式，引导贫困户将
政府帮扶资金入股公司合作养殖获
取固定收益，公司按不低于10%的
年回报率给予为期5年的分红，确保
贫困户获得稳定收益。

（本报文城1月6日电）

传味文昌鸡助力万余名贫困人口摘贫帽

架起养鸡棚“孵化”脱贫梦

省公安厅敦促麦亚芝
涉黑涉恶团伙成员自首
呼吁广大群众主动检举揭发

本报海口1月6日讯（记者良子）1月6日，
海南日报记者从省公安厅获悉，省公安厅与临高
县公安局成立联合专案组，近日对以麦亚芝为首
的涉黑涉恶犯罪团伙进行抓捕。截至目前，公安
机关共抓获麦亚芝、许沼杰等犯罪嫌疑人16名，
扣押涉案车辆5辆、冻结资金账户230余个。

经查，该团伙为了攫取非法利益，长期在临高
县境内涉嫌实施赌博、滥伐林木、串通投标、寻衅滋
事等违法犯罪活动。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公安机关呼吁广大群众主动检举揭发麦亚芝
涉黑涉恶犯罪团伙的在逃人员及其相关违法犯罪
线索。对于包庇、窝藏犯罪嫌疑人，为其逃避打击
提供便利条件的，公安机关将依法追究法律责任。

同时，公安机关正告麦亚芝犯罪团伙在逃成
员认清形势，放弃侥幸心理，主动到公安机关投案
自首，如实供述违法犯罪事实，争取宽大处理。

公安机关接受群众举报和涉案人员投案自
首，并设立现场举报、投案自首受理点和举报电话：

1.海南省海口市龙华区滨涯路9号海南省公
安厅扫黑办；

举报电话：68835278，胡警官：15501803161；
2.海南省临高县临城镇行政路013号县公安局

扫黑办；
举报电话：28278009，卢警官：13976658106。

海南海警局查获
约102吨走私冻品

本报海口1月6日讯（记者良子 通讯员周
克和 叶朝茂）1月4日，海南海警局在澄迈县东水
港附近海域查获1起涉嫌走私冻品案件，查扣涉
案船舶1艘、货车1辆，抓获涉案人员21名，查获
疑似走私冻品约102吨。

当天凌晨0时45分，海南海口海警局接到举
报称：在东水港附近海域，有可疑船只从事走私冻
品行为。海南海口海警局立即部署警力，成立两
个查缉小组分别前往目标海域、附近港口岸边进
行搜寻，海陆联动开展查缉行动。

凌晨2时许，海警执法艇在目标海域发现可
疑铁质船只，执法人员立即对其进行检查，查获疑
似走私冻品约100吨，涉案人员12名。凌晨3时
许，海警执法人员在东水港村港口附近海边3处
地点查获疑似走私冻品100余箱约2吨，涉案人
员9名。经查，查获的有鸡爪、鸡翅等多种类走私
冻品。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东方去年侦破
电信网络诈骗案件258起
打掉犯罪团伙11个

本报八所1月6日电（记者张文君 通讯员
苏晶）海南日报记者1月6日从东方市公安局获
悉，2019年，东方市共侦破电信网络诈骗案件
258起，同比上升51.76%；抓获电信网络诈骗犯
罪嫌疑人474名，同比上升99.15%，其中，打掉电
信网络诈骗犯罪团伙11个，同比下降62.06%，追
缴涉案赃款500余万元，同比上升155%。

据悉，为做好打击治理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工
作，东方市创新构建保障有力的组织领导机制、立
体联动的打击整治机制、严格规范的源头管控机
制等“三大工作机制“，积极推进平安东方建设。
东方市委、市政府实行主要领导双组长制，建立东
方市打击治理电信网络新型违法犯罪工作联系会
议制度，加大“人、财、物”保障力度；组建了一支

“懂技术、懂侦查、能办案”的打击电信网络诈骗专
业队伍，建立“主动侦查、全面串并、深度研判、集
中打击”工作模式，加强与通信、金融等单位的协
作配合；将专项整治与系统治理、综合治理、依法
治理、源头治理相结合，推动打击治理由“治标”向

“治本”转化，实现打击和预防违法犯罪的效率同
步提高。

东方市公安局相关负责人表示，下一步，东方
将通过开展打击治理电信网络新型违法犯罪集中
宣传月活动，依托东方政法、东方公安等微信公众
号，发布电信网络诈骗预警信息、防骗技巧、典型案
例等信息知识，不断增强广大群众识骗、防骗的意
识和能力。

海口法院
公开宣判一起贩卖毒品案
4名被告获刑

本报讯（记者邓海宁 通讯员毛雨佳 姚玉
文）近日，海口市龙华区人民法院对李甲、梁乙、梁
丙、梁丁贩卖毒品罪一案公开宣判。法院对4人
分别判处有期徒刑2年9个月并处罚金1万元，有
期徒刑1年9个月并处罚金5000元，有期徒刑1
年4个月并处罚金3000元，有期徒刑1年3个月
并处罚金3000元。

据了解，2019年6月30日，警方在梁丙、梁
丁、李某香完成毒品交易后，现场抓获3人，缴获
手机两部，毒品一包（经鉴定含甲基苯丙胺成分，
净重0.84克）。同日，警方顺藤摸瓜，将贩卖毒品
的梁乙和李甲抓获，缴获手机两部，毒品一包（经
鉴定含甲基苯丙胺成分，净重0.84克）。

海口市龙华区人民法院审理认为，被告人李
甲、梁乙、梁丙、梁丁违反国家对毒品的管理规定，
贩卖甲基苯丙胺，其行为均已构成贩卖毒品罪，应
予惩处。该法院遂作出如上判决。

1 月 5日，在儋州市白
马井镇学兰村吴氏糖寮，员
工们正在制作土糖。时下，
海南的甘蔗陆续进入收割
期，吴氏糖寮也于日前开机
制作土糖。

据了解，儋州是海南传
统制糖的主要产地之一。白
马井镇学兰村吴氏糖寮是儋
州保留较为完整的一家传统
制糖糖寮。

目前，吴氏糖寮提供了
60个就业岗位，让周边群众
和贫困户到糖寮基地务工，
每月可获得2000元以上的
薪资收入。

本报记者 陈元才 摄

儋州糖寮:
甜生活“熬”出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