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本报记者 曾毓慧
特约记者 吴峰 通讯员 崔立娜

2月29日，省政府召开新闻发布
会，正式宣布我省三市县退出贫困县
序列，白沙黎族自治县正是其中之一。

白沙位于海南生态核心区，是黎
族、苗族聚居的革命老区、国家重点扶
贫县，也是我省唯一的深度贫困县。

白沙县委书记刘蔚表示，近年
来，白沙全面筑牢脱贫攻坚战斗堡
垒，坚持“大棋盘”落子，大视野扶贫，
以脱贫攻坚统揽经济社会发展全局，
扶贫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效。

截至2019年12月底，白沙全县
44个贫困村（含14个深度贫困村）全
部出列，稳定实现了建档立卡贫困人
口从10825户44232人减少至7户26
人，贫困发生率从2014年的35.2%降
至0.02%，顺利实现脱贫“摘帽”。

党政同责同抓
筑牢战斗堡垒

白沙下辖11个乡镇，总人口19.51
万人，其中黎族、苗族人口12.19万人，
占总人口的62.7%。

脱贫攻坚，就是要敢于啃硬骨
头，更要善于打硬战役。为此，白沙
始终把打赢打好脱贫攻坚战作为首
要政治任务来抓，坚持党政主要领
导双挂帅、负总责，县级领导全上
阵、抓落实，安排3057名各级干部
组成覆盖乡（镇）、村、组的“三级作
战”体系，真正做到党政同责同抓，
全面筑牢脱贫攻坚战斗堡垒，确保
10825户贫困群众挂钩帮扶“不落
一户、不落一人”。

“支部有‘磁力’，党员才有凝聚
力，队伍才能有战斗力。”白沙脱贫攻

坚指挥部有关负责人介绍，近年来，
白沙通过党建与扶贫有机结合，把组
织资源、干部资源、人才资源等向脱
贫攻坚一线倾斜；同时，通过强化基
层党组织筑牢一线堡垒，发挥党员的
先锋模范带头作用，形成推动脱贫攻
坚和促进乡村振兴相互支撑、相互配
合、有机衔接的良性互动格局。

强化产业帮扶
夯实脱贫根基

发展产业是实现脱贫的根本之
策，唯有强化产业帮扶，才能夯实持
续稳定脱贫根基。

白沙是民营橡胶种植大县，共有
民营橡胶63万亩，农村人均橡胶保
有量居海南第一、全国第二。因近年
来胶价持续低迷，加之胶农分散生
产，产业组织化程度、管理水平较低，

产业效益偏低，振兴橡胶产业，增加
胶农收入显得迫在眉睫。

白沙县委副书记、县长胡翔介绍，
白沙紧紧抓住橡胶这个主导产业，在
全国率先实施天然橡胶“保险+期货”
和“价格收入保险”扶贫模式，创新出
台《振兴橡胶产业十条措施》，并构筑
橡胶“三统一”体系，基本稳住了2万余
户胶农的“钱袋子”。同时，白沙积极
探索出一条“稳胶扩茶扩药创特色”的
产业发展路径，大力发展绿茶、南药

“两个万亩”产业，因地制宜发展“六个
千亩”特色高效农业，建立起产业效益
长短互补的可持续发展体系。

坚持“志智”双扶
激发内生动力

白沙位于海南中西部偏远山区，
面临基础设施薄弱、医疗资源紧缺，

教育资源不均等扶贫难题；部分贫困
群众“等、要、靠”思想严重，这一扶贫

“僵局”如何破解？
民之所盼，政之所向。白沙持续

发力解决好“两不愁三保障”，大力推
进农村“五网建设”，切实提升贫困群
众的获得感与幸福感。同时，白沙还
借助海南省脱贫致富电视夜校平台，
举办各类实用技能培训，增强农民“造
血”功能，并深入实施科技特派员和

“科技下乡”制度，为全县74个行政村
全部安排产业指导员和科技特派员，
精准对接解决农户生产技术需求。

“退出贫困县只是一个新起点。”
白沙脱贫攻坚指挥部有关负责人表
示，抓好今后的持续脱贫、稳定脱贫、
高质量脱贫，是白沙接下来的首要任
务，白沙将以经得起历史检验的成
效，带领全县人民迈向全面小康。

（本报牙叉3月2日电）

白沙以脱贫攻坚统揽发展全局，实现脱贫摘帽

聚力攻坚摘“贫帽”新起点上奔小康

■ 本报记者 曾毓慧

“我家近20亩的紫玉淮山收成
不错，自去年3月栽种以来，请了6名
贫困群众长期干工，光是工钱就给大
伙发了6万余元……”3月2日上午，
在白沙黎族自治县打安镇南达村田
间，种植户田树贤在整地备耕的间
隙，粗略盘算着这一季种植紫玉淮山
的收入，脸上露出了笑容。

田树贤一家有5口人，原先，他家
种植250多株橡胶以及三四亩甘蔗，
但因前几年橡胶、甘蔗市场较为低迷，
再加上他的三弟患病需要长期服用药

物治疗，这个家庭入不敷出，自2014
年起，他家被纳为建档立卡贫困户。

但彼时年近五旬的田树贤有着
一股不服输的韧劲。南达村2017年
起发展起紫玉淮山扶贫产业。当年
4月，田树贤开垦1.5亩田地种植紫
玉淮山，从挖土放槽、疏通水渠、搭设
棚架，他花足了力气去管护，平日里

更是积极参加种植技能培训，学习种
植技术。

没有等靠要，勤学肯干的田树贤
靠双手摘掉了“贫帽”。2017年，他种
植的紫玉淮山亩产量达到3000多
斤，且很快就销售一空，一家人如愿
脱了贫。尝到了产业“甜头”，2018
年，田树贤筹措了10万元将种植规模

扩大至20亩，还吸纳高桂忠等6名本
村贫困群众到种植地里打零工，带动
该6户贫困户全部脱贫。

今年1月初，田树贤种植的紫玉
淮山开始采挖上市，总收成约3万斤，
每斤优质果收购价为5元至8元，到如
今，仅剩下六七千斤紫玉淮山还未售
出。“今年村里估计还要多种20亩呢，

好几户村民都想来找我买种苗。”田树
贤种植的紫玉淮山个头饱满，口感粉
糯，已成为村民选购种苗的“抢手货”。

“今年还想多种几亩，灌溉设施
还要再完善一下。”临近中午，暖阳照
在身上，田树贤已忙得额头开始冒
汗，但挥锹松土更有劲了。

（本报牙叉3月2日电）

白沙打安镇田树贤种植紫玉淮山脱贫致富，带动6户乡邻脱贫

勤学苦干种淮山 脱贫致富有“靠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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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2日，在海南省人民医院门诊大楼，就诊群众主动出示“健康码”。
本报记者 李天平 摄

本报海口3月2日讯（记者马珂
通讯员汤颖 吴蕾 谭莹）疫情期间，省
内多家医疗机构为了减少普通患者的
感染几率，纷纷开通网上问诊服务。
如今，省内医疗机构均已逐渐恢复门
诊，为患者提供正常的医疗服务。3月
2日，海南日报记者走访多家医院了解
到，门诊就诊人数正不断回升。

3月2日，记者在海南省人民医院
门诊大厅见到，相比之前，这里已经恢
复了“人气”，门诊各诊室也都有护士
在引导患者就诊。

“2月24日医院全面恢复门诊预
约挂号，号源提前一周开放，所有专科
全部开诊，满足患者就诊需求。门诊
坐诊医生几乎涵盖了医院内所有学科
带头人、高年资专家。”省人民医院门
诊部负责人袁小琴告诉记者，最近几
天患者量明显上升，3月2日当天截至
17时，该院秀英、龙华两个门诊部就
诊人数已经逐渐恢复到去年同期的
50%。“内科、慢病、妇产科患者回流比
较明显。由于目前专家号源相对以往
更充足，也有不少患者是奔着专家来

的。”
“现在到医院门诊看病其实很安

全，我们有严格的预检分诊制度，并利
用健康码对门诊就诊患者进行筛查。”
袁小琴提醒患者，省医院门诊就诊以预
约就诊优先，预约挂号分时段就诊，限
一名家属陪同，患者就诊前请先注册海
南健康码，携带有效身份证就诊。

省人民医院急诊科一直以来没有
停诊，近期急诊人数也有所回升。疫
情期间该科普通患者就诊人数减少约
一半，危急重症患者人数相比往年没
有减少。“我们的急诊科防护级别没有
降低，充分保证了患者就诊环境的安
全。危急重症患者就诊不要拖，以免
延误病情。”省人民医院急诊科副主
任、主任医师欧阳艳红说。

“您好，请您配合测量一下体温，
请问您是否有咳嗽发热的症状？家里
有没有来过外地亲戚？请您佩戴好口
罩……”每天，海南医学院第二附属医
院（以下简称海医二院）门诊预检分诊
医务人员都会对来院人员进行严密筛
查，尤其是目前医院已全面开诊，这些

询问和动作每天要重复几百甚至上千
遍。海医二院始终坚持一手抓疫情防
控，一手抓医疗服务，把好预检分诊这
个医院疫情防控的第一关。

据悉，自海医二院全面开诊至今，
门急诊就医患者数量稳步增长，2月
27日当天门诊患者就诊达 1203 人
次。住院患者人数较全面开诊前，增
长约30%。截至3月1日，海医二院
风湿免疫科、介入诊疗科、神经外科、
肾病内科、肿瘤内科等科室床位使用
率达到70%以上，消化内科床位使用
率达到100%。疫情期间，为保证患
者正常就医，该院住院患者择期手术、
急诊手术一直正常开展。

海南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自2月
10日起逐步有序开放预约诊疗服务，
其中海南省妇幼保健院院区的口腔科
门诊暂不开放外，其他普通门诊、专科
门诊逐步有序恢复开诊，正常开展手
术；海南省儿童医院院区普通门诊、专
科门诊逐步有序恢复开诊，住院服务
正常提供，急诊和发热门诊24小时接
诊，目前只做急诊和限期手术。门诊

逐步开放后，该中心两个院区进一步
加强了预检分诊力量，严把防控第一
道关口。该中心门急诊科护士长关丽
提醒，发热患儿不要通过网上预约的

方式就诊，而应直接到发热门诊就诊。
另外，各医疗机构提醒公众，要按

预约就诊的时间准时就诊，避免扎堆，
最大程度减少交叉感染的情况出现。

省内各医院门诊复诊后，就诊人数逐渐增加

疫情防控不放松 医疗服务不停摆

又一新冠肺炎康复者
成功捐献血浆
系我省第七例

本报海口 3月 2日讯 （记者马珂 通讯员
李玮）3月2日下午，我省第七例新冠肺炎康复者
恢复期血浆在海南省血液中心机采科成功捐
献。由新冠肺炎康复者姜先生捐献的400毫升
A型恢复期血浆将经过检测、病毒灭活和包装入
库后，用于海南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一名新冠肺
炎病患的救治。

据了解，现年35岁的捐献者姜先生定居于湖
北武汉，1月5日自驾来海南探亲后于1月19日
感到不适并就医，随后被确诊为新冠肺炎，经过治
疗于2月14日从海南省人民医院治愈出院。姜
先生表示，康复出院后，他按照医院要求居家隔离
了14天，身体一切正常。

姜先生说，在治疗期间和恢复期间，他深切感
受到政府、医务工作者以及社区对自己的关怀，得
到了太多的关怀和帮助，非常感激大家，“在这场

‘战疫’中，我是受益者。现在我有了回馈社会的
机会，我想通过我的血浆，帮助现在还在医院与病
毒作斗争的病人，让他们能够得到最好的治疗，早
日康复，将这份爱传递下去。”

据悉，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发布的《关于印发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诊疗方案（试行第六版）
的通知》，明确提出对重型、危重型病例的治疗可
采用恢复期血浆治疗。目前，在缺乏疫苗和特效
治疗药物的前提下，采用恢复期病人血浆疗法通
过临床输注康复者恢复期血浆或将其制成特异性
免疫球蛋白是治疗新冠病毒感染有效的方法之
一，可大幅降低危重患者病死率。

海南省已开通新冠肺炎康复者捐浆预约热
线：18976055901，新冠肺炎康复者可拨打此电
话了解捐献相关事项并预约捐献。

万宁出台
抗疫一线医护优待措施
包含子女优先就学、优先享受保障房等

本报万城3月2日电（记者袁宇）3月2日，
海南日报记者从万宁市政府获悉，该市日前针
对在疫情防控一线的医护人员出台优待措施，
以此激励“军心”。优待措施包括解决实际生活
困难、落实人文关怀慰问及人事管理优惠、照顾
子女优先就学、优先享受保障房、享受医疗保障
等政策。

享受优待措施的万宁一线医护人员分为3
类：一类为支援湖北医护人员；二类为市中医院
隔离病房医护人员；三类为市疾控中心进入隔离
病房与患者面对面开展流调人员、采取咽拭子样
本医务人员、进入患者居住场所消毒人员，兴隆
温泉酒店隔离医学观察区医护人员，发热门诊医
护人员。

万宁市政府相关负责人介绍，该市将建立一
类医护人员家庭信息台账，为每个一类医护人员
家庭落实一名服务“专员”，对口服务，在防疫期
间帮助解决好老人照料及子女教育等实际困
难。并对3类医护人员给予慰问金奖励。即日
起至2025年3月，对在疫情防控工作中表现特
别突出的一线医护人员，结合日常表现，在提拔
重用、年度考核、拔尖人才选拔等工作中给予优
先考虑。

除落实省教育厅提出的七项教育优抚政策
外，万宁市政府还决定，即日起至2030年9月，
该市一类和二类医护人员子女小升初优先录取
北师大附中或万宁中学。对没有享受过保障性
住房的一类医护人员，在购买保障性住房过程
中，给予优先安排和优先选房，并给予5万元购
房补助。对没有享受过保障性住房的二类医护
人员，在购买保障性住房过程中，给予优先安排
和优先选房。

海南青年志愿者助力
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
1.85万人开展志愿服务
筹集善款逾489万元

本报海口3月2日讯（记者昂颖 通讯员张
诗梦）疫情发生以来，在我省抗疫一线总能看到
忙碌的“蓝马甲”，他们活跃在秩序维护、社区防
控、专业医护、心理援助、物资协调、网络宣传等
疫情防控各条战线上，以实际行动扛起抗击疫情
的青春担当。

“一个多月来，全省共有1.85万名青年志愿
者响应号召、服务抗疫，志愿服务总时长已达
104.43万小时。”3月2日，团省委相关负责人介
绍，目前，海南全省共成立青年突击队、少年抗
疫队，以及心理疏导、网络宣传等志愿服务队
577支，组织和发动青年社会组织共开展抗疫志
愿服务活动1728场。

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战“疫”中，卫健系统青年
文明号集体勇挑重担，在医疗救护、基础预防、
科研攻关等岗位发挥了关键作用；公安、消防等
系统青年文明号集体发挥自身优势，主动参与到
交通管制、体温监测、信息排查等工作当中，全
力助推疫情防控工作，为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

“保驾护航”。
献上一份爱心、贡献一份力量。据了解，1月

28日，团省委联合省青基会组织动员各方力量为
抗击疫情捐款捐物。截至3月2日18时，省青基
会共接收善款489.7万元，已分四批向湖北省青少
年发展基金会共汇款451.4万元，并购买3000件
隔离防护服赠予海南援助湖北医疗队。省青基会
的剩余及后续捐款款项将会继续支援湖北省抗击
新冠肺炎疫情。

根据我省《关于实行分
区分级精准防控、统筹疫情
防控与经济社会秩序恢复的
指导意见》要求，结合地区疫
情实际情况。截至3月2日
12时，按县域单元（其中海口
市、三亚市以所辖各行政区
为单元），我省中风险地区4
个，低风险地区22个，经指
挥部评估确认，新增澄迈县
为新冠肺炎疫情低风险地
区。

各县域单元及功能区要
根据风险等级，严格按照指
导意见中实行分区分级防控
的要求，统筹抓好疫情防控
工作，有序恢复经济社会秩
序，切实保障好人民群众生
活，确保社会稳定。

我省发布新版疫情防控分区分级区域图

新增澄迈县为低风险地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