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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指山退出贫困县序列

“摘帽”不摘责任 巩固脱贫成效

省脱贫致富夜校播出疫情防控特别节目

邀请权威专家
科普疫情防控知识

本报海口3月3日讯（记者陈蔚林 通讯员
蒋美玲）海南省脱贫致富夜校3月 2日晚上播
出的第五期“全民战疫·坚决打赢疫情防控阻击
战”特别节目，邀请海南省人民医院疾控办负责
人吴彪作为主讲嘉宾，科普疫情防控知识，指导
广大农村群众做好复工复产防护工作。

据悉，1月31日，省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
防控工作指挥部向省夜校办提出要求，“利用脱
贫致富电视夜校等渠道把科学防控知识，以通俗
易懂的形式普及到基层”。

省夜校办负责人曾纪军告诉海南日报记
者，经过省卫建委的积极协调，海南医学院第一
附属医院感染科主任孙龙、海南省安宁医院防
治科科长姚乾坤、海南省人民医院医疗保健中
心副主任曾敏、海南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呼吸
科主任陈金妮、海南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病媒
生物防治室主任孙定炜等权威专家纷纷登上夜
校课堂。

在电视夜校和专家们的共同努力下，一堂堂
有针对性、有层次性又生动实用的防疫知识科普
课呈现在人们面前，老人和儿童如何防护、农村
地区如何消毒、复工复产如何防护、面对疫情如
何维护心理健康等等大众关心的内容在这里一
一呈现。观众还可以通过视频向专家提问，解决
自己的困惑，当前，电视夜校已经成为基层群众
全面认识疫情防控的重要窗口之一。

■ 本报记者 林晓君 特约记者 刘钊

作为我省典型的山区少数民族贫
困市县，近年来，五指山市始终把脱贫
攻坚作为头等大事和第一民生工程，
坚持以脱贫攻坚统揽工作全局，突出
精准、狠抓落实，推动脱贫攻坚取得决
定性进展。

五指山全市干群齐心协力，扎实
推进脱贫攻坚工作。截至2019年底，
五指山市44个贫困村和2.28万贫困
群众实现稳定脱贫，贫困发生率从
2014年的36.99%降至0.09%，群众认
可度达97.1%。2月29日，省政府宣布
五指山市等市县退出贫困县序列。

整合力量
脱贫攻坚队伍遍布全市

在五指山市畅好乡畅好村，有一
支由20多名队员组成的“优秀党员突
击队”。自队伍成立以来，在危房改
造、环境卫生整治、维修水利设施等工
作中，都有队员们的身影。

“优秀党员突击队”是五指山狠抓
责任落实的一个缩影。

自开展脱贫攻坚工作以来，五指
山成立了由市委书记、市长共同任组
长的市脱贫攻坚工作领导小组，组建
市打赢脱贫攻坚战指挥部，设立16个
脱贫攻坚专项工作组。同时，将所有
力量编入战斗队序列，成立7个脱贫攻
坚大队、59个中队及280个小队，形成
分工明确、责任清晰、各方力量有效整
合、攻坚任务落实落细的工作格局。

脱贫攻坚，贵在精准。为此，五指
山强化动态管理，每年度至少开展1
次以上农户家庭情况大排查，对标“两
不愁三保障”，提升贫困户识别退出质
量，做到应纳尽纳、应退尽退。

如何确保扶贫项目资金“用在刀刃
上”？五指山强化资金统筹整合使用，

2016年以来累计统筹整合财政涉农资
金8.79亿元，做到“因需而整”“应整尽
整”，保障了脱贫攻坚项目资金需求。

创新模式
橡胶保险+科技特派员

“今年开割的40亩橡胶都参保了，
就算胶价再低也不怕。”橡胶是五指山
毛道村贫困户黄颜荣家主要的经济来
源。在当地政府的引导下，他给家里橡
胶都“上”了保险，今年他家割胶收入
4.7万元，还将获得9600元理赔款。

海南日报记者了解到，五指山在
全国率先落地“橡胶收入保险”，2019
年，3185户贫困胶农共获得理赔款
472.58万元，有效稳定了当地传统产

业发展和贫困胶农预期收入。
不仅如此，五指山还在全省率先实

施农村科技特派员制度，实现乡镇和行
政村产业帮扶全覆盖。科技特派员积
极发挥作用，引导贫困户管好橡胶、槟
榔、益智、瓜菜“老四样”，种好茶叶、忧
遁草、树仔菜、百香果“新四样”。

此外，五指山还扎实推进就业扶
贫，开发公益性岗位2586个，2016年
以来转移建档立卡贫困劳动力5129
人，全面消除零就业家庭，让贫困群众
捧牢了就业“饭碗”。

志智双扶
激发群众内生动力

“1分对应1元，只要肯努力，生

活用品都不愁了。”日前，五指山市南
圣镇新春村贫困户曾月梅在扶贫爱
心超市里用积分换购所需要的日常
生活用品。

五指山在全市7个乡镇组建9家
扶贫扶志爱心超市，鼓励村民通过参
加电视夜校、掌握扶贫政策、做好家
庭卫生等方式获得积分后，用积分换
取相应的日常生活用品、生产用具等
物资。

类似的志智双扶举措，在五指
山的脱贫攻坚工作中并不鲜见。
2016年以，五指山市组织娘子军宣
讲团、百姓宣讲团和文艺轻骑兵深
入全市287个自然村开展宣传宣讲
985场次；开展“大营造”，出台移风
易俗指导意见，建立村规民约，设置

脱贫攻坚“红黑榜”等，增强贫困群
众内生动力。

如何巩固提升脱贫成效？五指
山市委主要负责人透露，五指山将
坚持“摘帽不摘责任”，持续强化担
当意识，坚持目标不变、标准不改，
实施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巩固提升工
程等“八大”提升工程固基础，建立
扶贫对象动态管理全覆盖机制等

“四项”全覆盖机制。
同时，五指山将继续强化帮扶责

任，建立巩固提升脱贫成果工作考核
机制，严肃奖惩问责，确保脱贫成效稳
定可持续，确保与全国全省一道进入
全面小康社会，为加快推进海南自贸
港建设作出应有的贡献。

（本报五指山3月3日电）

海南多维发力推进满负荷复工复产◀上接A01版
全省20家重点外贸企业和16家水产
加工出口企业全部实现复工复产，这
些企业进出口额约占我省外贸总额
的90%。

重点项目建设持续发力。“36.5度，
体温正常，下一个……”三亚国际体育
产业园建筑工李东亮每天的重要工作
是测量进场者的体温，一天3次。

目前，奋战在三亚国际体育产业
园的一线工人有1300多人，其中包括
第六届亚洲沙滩运动会主场馆和亚
沙村（运动员村）建设。为确保亚沙
会场馆2020年11月投入使用，工人
从春节至今，一直奋战在“抗疫保产”
最前线，确保防疫不停、施工快进。

从百万吨乙烯项目到海口美兰
国际机场二期，从海口国际免税城到
海南国际会展中心二期，从南渡江引
水工程到海口哈罗学校，从海秀快速
路二期到美兰空港一站式飞机维修
基地，从三亚大悦环球中心项目到博
鳌蔡家宅文化旅游区……海南一手
抓疫情防控，一手抓复工复产，重点
企业、重点项目复工复产率持续提
高，坚定迈向满负荷状态。

重点园区建设不停歇
重点业态逐渐恢复元气

重点园区是海南自贸港建设先行
先试的“排头兵”。海南精心策划三大
类20个重点园区，出台《海南省重点产
业园区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意见》等一
系列支持政策，配套制定了园区规划
布局调整优化方案和考核评价办法；
推进园区体制机制创新，先后在三大
科技城等6个园区实施“一园一策”，推
动项目进园区，让园区说了算，努力把
园区打造成自贸港做大流量的“量点”
和突出实效的“亮点”。

面对疫情，海南重点园区一手抓
防控，一手抓建设，努力夯实海南自

贸港基础。
海口坚持一手抓分区分级精准防

控，一手抓有序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
序，特别针对重点园区、重点项目、重
点业态、重点企业的需求和难点，主动
出击，破解复工复产中的痛点、堵点。
从出台支持中小企业应对疫情“15
条”，到出台保障项目建设“11条”，海
口实招频频，有序有力推动园区建设。

春节期间，海口大部分建筑工地
停工，工人返乡过年。但为建设好海
口江东新区，文明东越江通道项目春
节期间未停工，约500名管理人员和
工人奋战在工地，确保项目持续推
进。截至2月下旬，位于江东新区核
心位置的起步路网项目等重点工程
全面复工。

洋浦经济开发区承担着海南经
济新“增长极”和自贸港建设“先行
区”的重任。洋浦坚持疫情防控和经
济建设两手抓，在严格抓好抓细防疫
工作的基础上，千方百计为园区企业
复工复产创造条件，同时加快园区建
设，持续优化园区营商环境。

针对区内企业和重点项目施工
单位省外工人多、返岗人员需要隔离
14天、企业用工成本增加的情况，洋
浦经济开发区近日决定给予企业发
放工人隔离期间生活补助。其中，区
内投资500万元以上的建筑安装项
目，职工隔离期间生活补助发放标准
为每人每天200元，每人最高不超过
2800元。针对目前省外工人返回存
在困难的问题，用人单位可以采取

“点对点”包车直达海南的返琼方式，
所需资金由地方财政保障。

“工人原先担忧回来14天隔离
期间的费用谁来承担，现在开发区及
时出台了政策，对这一部分进行补
助，解决了后顾之忧。另外，前段时

间因交通管制存在的出行问题，现在
也出台了相关政策，点对点包车补
助。”海南逸盛公司技术部副经理谢
亨赞为洋浦经济开发区的举措点赞。

崖州湾科技城产业促进中心项
目是科技城招商引资与产业引入的
重点项目，也是向公众宣传普及深
海科技、南繁科技的平台。春节期
间，崖州湾科技产业促进中心项目
工地83名工人放弃过节休息，不间
断施工。从大年初一开始，又有23
名工人返场施工，每天施工时间从
上午7时一直持续到次日凌晨。在
做好疫情防控工作的同时抢抓工
期，确保项目今年 3 月底顺利完
工。截至2月下旬，共有5000多名
建设者奋战在三亚重点项目一线。

在博鳌乐城国际医疗旅游先行
区，先行区一手抓疫情防控，一手抓
园区建设：先后紧急购入 3批医用
口罩，有效保障海南省抗击疫情一
线医护人员安全；选派医护人员赴
湖北荆州支援当地疫情防控工作。
加快推进博鳌研究型医院、产业中
心、乐颐大道等重点项目复工，推动
博鳌超级医院等专家团队有序开
诊，推动设立国家进口药品和医疗
器械审评分中心等，与腾讯集团举
行线上签约，携手推进“互联网+医
疗健康”发展，加强与国际药械公司
合作，力争在新药研发使用、临床真
实世界研究等方面尽快取得突破。
连日来，乐城先行区“两手抓”“两不
误”，先行区建设稳步推进。

旅游业是海南三大主导产业之
一。2月21日，三亚天涯海角、蜈支
洲岛、大小洞天、鹿回头4家景区开门
迎客；次日，三亚南山文化旅游区、亚
龙湾热带天堂森林公园恢复开放；2
月28日，南湾猴岛呆呆岛景区营业

……得益于三亚“五连发”复工复产
政策，打出支持旅游企业发展十条政
策措施、支持中小企业共渡难关等

“组合拳”，有序推动重点业态、重点
园区复工复产。

支持旅游企业发展十条政策措
施实施以来，三亚累计发放8.5亿元
奖补资金。其中，为70家旅游企业发
放奖补资金6223.8万元；为383家旅
游企业成功办理缓交和减免税款
2834.3万元；银行等金融机构共为三
亚37家旅游企业新增发放贷款金额
4.07亿元，为42家旅游企业办理贷款
展期、调整还款计划3.56亿元。目前
还有近600家涉旅企业已提交申请，
涉及奖补资金4.18亿元。

凛冬已过，春天已至。旅游等重
点业态正逐渐恢复元气。

服务有力度 企业有干劲
为自贸港建设营造良好氛围

面对汹汹疫情，连日来，海南各
级各部门把复工复产、恢复和稳定就
业、畅通交通运输、保障市场供给等
各项措施抓实抓细，务求解决实际问
题、取得务实效果，努力为自贸港建
设营造良好氛围。

省发改委采取多种措施，扎实推
进全省企业复工复产工作，最大限度
降低疫情对全省经济的影响：牵头制
定帮助企业复工复产七条措施，为全
省企业顺利复工复产提供政策依据；
加强与各市县、省直有关部门沟通，最
大程度解决在建和复工企业施工所需
砂、石、混凝土材料等难题；搭建项目
用工供需信息桥梁，采取点对点对接
的办法，高效解决项目用工问题。

支持疫情防控，财税部门打出减
税降费“组合拳”。“根据近期出台的

税收政策，海南第一季度预计为所有
符合条件的中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
及自然人减免房产税和城镇土地使
用税8.9亿元。”海南省税务局副局长
兰双萱透露。

缺资金，是企业复工复产的难
点、痛点。面对疫情冲击，我省积极
帮助企业解决流动性困难，缓解资金
压力，帮扶企业渡过困难期。

“中国农业发展银行海南省分行
发放应急贷款5000万元，让我们吃了

‘定心丸’。”海南成美药业有限公司
负责人说，这笔钱让企业发放工资、
采购原材料及恢复生产有了保障。

我省人社部门积极落实省政府应
对新冠肺炎疫情支持中小企业八条措
施，近日向符合条件的62家企业拨付
9449万元。此次返还的62家企业中，
金额最高的一家达到3745万元，切实
为受疫情影响的企业，特别是经营暂
时困难的企业提供资金保障。

缺工人，是企业复工难的另一堵
点。2月24日、25日，洋浦开发区组
织疏港大道二期工程、滨海文化广场
等15个在建项目相继赴五指山和白
沙这两个疫情防控低风险区招聘建
设工人，解决开发区项目建设工人紧
缺问题。

原材料缺乏，是企业复工后又一
痛点。海口市住建局根据工地复工
具体情况，统筹安排砂石、水泥、混凝
土等建材生产供应。此外，经过该局
沟通协调，华盛水泥厂已复产，当前
该厂在澄迈厂区的库存量为3万吨，
基本满足海口现有建设项目需求。

政务服务有力度、企业复产有
干劲、园区发展有奔头。在抓好疫
情防控同时，海南正加快推动企业
和项目满负荷复工复产，千方百计
保经济增长，努力实现一季度经济
社会良好开局，为海南自贸港建设
打牢坚实基础。

（本报海口3月3日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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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工企业收购
海口区域罗非鱼有补贴
每斤补贴0.2元，至3月12日止

本报海口3月3日讯（记者计思佳）受新冠
肺炎疫情影响，海口市罗非鱼加工企业停工停
产，致使罗非鱼压塘滞销。为切实解决滞销问
题，鼓励加工企业收购罗非鱼，海口市农业农村
局日前紧急发布《解决因疫情引起的罗非鱼压
塘滞销问题实施方案》（以下简称《实施方
案》），对收购海口市区域内罗非鱼的加工企
业，按每市斤0.2元给予补贴，补贴起止时间为
2020年2月23日起至3月12日止（以收购确认
单时间为准）。

据悉，罗非鱼压塘滞销问题已影响海口
市渔业健康发展。美兰区罗非鱼压塘滞销
4510吨、琼山区罗非鱼压塘滞销100吨、桂林
洋开发区罗非鱼压塘滞销 150 吨，全市总计
4760吨。

《实施方案》指出，海口相关部门要发动全
市辖区内罗非鱼加工企业迅速召集本企业员工
返厂复工，对用工不足或招工困难的企业，由企
业所在行政区政府或桂林洋经济开发区协助召
集工人；帮助解决防护用品，市辖区内罗非鱼加
工企业生产所需防护口罩、测温仪等防护用品，
根据实际需求，报所在行政区政府或桂林洋开
发区协调解决。

我省全面推行
涉税事项容缺办理服务
◀上接A01版

办理清单内的即时办结事项，对已进行实名
信息采集的纳税人，只要涉税表单填写齐全，可
由纳税人对涉税表单进行签字确认办理业务，其
余资料留存备查。办理清单内的限时办结事项，
纳税人只要主要资料齐全，现场签署《容缺办理
承诺书》后即可办理业务，对不影响受理环节录
入内容准确性、完整性的次要资料可在5个工作
日内补正。

据介绍，纳税人可采取上门报送、电子邮件或
邮寄寄送方式补正资料。未按承诺时限报送资料
的纳税人，将撤销其申请容缺办理的业务事项，并
将其纳入失信惩戒名单，在失信年度内不再为其
提供容缺服务，并在评定其年度纳税信用级别时，
主管税务机关按“故意隐瞒真实情况、提供虚假承
诺办理有关事项的（按次计算）”规定予以扣分（一
次5分）。

抗疫情保增收防返贫

■ 本报记者 林晓君 特约记者 刘钊

“以前在家务农，合作社成立后，
我就过来打工了。”3月2日中午，在五
指山市南圣镇南圣奔内树仔菜种植农
民专业合作社，牙南村脱贫户盆金玉
正忙着将上午采摘好的新鲜树仔菜收
拾称重。

南圣奔内树仔菜种植农民专业合
作社于2017年 5月发起成立，采取

“党支部+合作社+贫困户”的模式发
展，吸纳78户贫困户，目前种有树仔
菜50亩、辣椒30亩。

在合作社里，盆金玉主要负责树

仔菜采摘、浇水、除草等工作，“每天有
80元工钱，一个月下来就是2000多
元，每年还能领到300元分红，一年的
收入可以有2万多元，比过去务农要
挣得多，去年我家顺利脱贫了。”盆金
玉给海南日报记者算了笔账，脸上是
止不住的笑容。

“我们的土地是从农民手中流

转过来的，政府还投入资金，帮助整
理土地，建设喷灌设施，并补贴种
苗、有机肥、地膜等费用。”合作社负
责人邓启政告诉海南日报记者，基
地有专门的技术人员指导科学浇
灌、施肥和剪枝等工作，同时树仔菜
采摘、除草需要不少人力，每天会招
三五名贫困群众采摘树仔菜，每个

人每天有80元务工费。
南圣镇常务副镇长江帆介绍，为

推进树仔菜种植项目规模化、产业化
发展，切实达到促进农业增效、农民增
收的目标，该镇结合当地实际，制定了
树仔菜种植推广实施方案。按照“因
地制宜，补贴种植户，自主经营”的总
体思路，以产业化发展为基础，加大扶

持力度，鼓励农民种植树仔菜，加快特
色产业发展步伐。

如今，已经脱贫的盆金玉生活有
了保障，当被问及对新的一年有什么
期许时，盆金玉腼腆地说：“希望合作
社能越来越好，我在这里也会认真工
作，靠勤劳致富，让生活也越来越好。”

（本报五指山3月3日电）

五指山南圣镇树仔菜合作社吸纳贫困户就业

家门口打工 脱贫路打通

100吨惠民冻猪腿肉
投放海口市场
每斤19.9元，各大商超和农贸市场有售

本报海口3月3日讯 （记者计思佳）3月 3
日，海南日报记者从罗牛山食品集团了解到，为
保证市民防疫期间的肉类供应，应对复工复产
后肉类需求的激增，罗牛山食品集团在春节前
推出19.9元/斤冻肋排的基础上，3日起再次推
出19.9元/斤冻猪腿肉，海口市内大润发等商超
及各大农贸市场罗牛山放心肉专柜有售。

据悉，春节前罗牛山食品集团惠民行动第
一季推出的 19.9 元/斤的冻肋排，在海口市各
大商超和农贸市场全面铺开后，受到广大市民
的一致好评。面对当前市民对平价肉类产品
的大量需求，罗牛山肉类集团多举措、多渠道
紧急采购冻猪腿肉投入市场，丰富罗牛山平价
肉类的产品种类，截至目前已有100吨冻猪腿
肉到货。

罗牛山食品集团肉类事业部相关负责人介
绍，接下来，罗牛山食品集团还将陆续推出系列
惠民行动，不断丰富市民餐桌的平价肉类产品，
助力防疫阻击战期间市场保供稳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