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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宁引入特色产业、注重“智”“志”双扶、建立激励机制

开出扶贫“复方药”促农增收见良效

本报临城4月15日电（记者张
惠宁）临高4月15日召开全县扫黑除
恶清零攻坚战役誓师动员大会暨“三
无”船舶清理整治工作部署会。海南
日报记者从会上获悉，临高提出在4
月底前全面摸排核实“三无”船舶底
数，编挂治安识别号牌；12月底完成

“三无”船舶集中打击整治；今年底前
全面解决“三无”船舶问题，推动临高
海洋渔业转型升级。

据介绍，“三无”船舶是指无船名
船号、无船舶证书、无船籍港的船；套
用合法或伪造船名、船舶检验证书、登
记证书和渔业捕捞许可证书，均按“三

无”船舶对待；船舶证书有效期届满未
依法延续的，视作无效证书。

临高是渔业大县，全县共有渔船
5220艘，其中纳管渔船3101艘，“三
无”船舶2119艘。由于“三无”船舶存
量大、分布散、来源复杂，加之临高海
岸线长且港岙口、停泊点多，清理整治
工作难度大。

为此，临高要求县农业农村、交通
运输、文旅、海岸警察等部门和各镇、
加来农场要以前期摸排的数据为基
础，按照标准进行复核并更新，彻底摸
清“三无”船舶底数。复核后，以镇政
府为单位，逐一与当地“三无”船舶船
主签订《承诺书》，按照“一船一档”的
原则统一制定“三无”船舶统一台账。

此外，临高将加大源头防控力度，
加强对正规修（造）船厂和二手船买卖
中介的日常监管，坚决打击整治行动
启动后新下水的“三无”船舶。依托海
岸线防护圈港口船泊综合管控系统将
所有“三无”船泊活动轨迹纳入管控范
围，并将相关数据接入社管平台。

据悉，在开展清理整治工作同时，

临高各相关部门将妥善维护相关渔
民、船民的合法权益，全力做好“三无”
船泊清理整治后、渔民、船民就业技能
培训、奖励和补助等保障配套工作，积
极鼓励转产渔民“往岸上走、往休闲渔
业走”，在管好“三无”船舶的同时，推
动海洋渔业进一步做大做强，大力发
展深远海网箱养殖和休闲渔业。

临高列出“三无”船舶问题整治时间表

全面清理“三无”船舶 鼓励渔民转产上岸

■ 本报记者 李关平 袁宇
通讯员 吴小静

“有了技术有了收入，说媒的亲戚
都多了。”4月14日，32岁的刘运明正
在田间地头打理百香果苗，他乐呵呵
地对到访的海南日报记者说起脱贫后
的变化。

刘运明是北大镇北大村的村
民，两年前，他还是一个虚度时日的

“单身汉”。驻村工作队和村委会依
托北大村百香果示范基地产业，为
刘运明提供了管理百香果的就业岗
位。经过技术员悉心的指导，刘运

明的业务能力不断提高，成了百香
果产业特聘技术员。他自家也种植
了3亩百香果，去年全年收入近10
万元，已经脱贫摘帽。

北大村全村105户416人建档立
卡贫困户依托产业全部脱贫，已经顺
利实现了整村脱贫出列。如今的北大
村黑山羊和百香果产业发展兴旺，林
下种植的斑斓叶飘香，村集体经济更
是从0增长到50多万元。整个村庄
快步走在致富奔小康的大道上。

万宁市委主要负责人表示，该市
通过发展“一镇一品”“一村一品”，在
全市布局特色产业，带动贫困户学技

术，支持他们参与种养脱贫致富。与
此同时，通过“智”“志”双扶，稳定贫困
群众就业，有效促进增收脱贫。

北大村的现状正是万宁产业扶贫
成果的缩影。近年来万宁立足于东山
羊、和乐蟹、槟榔加工、特色山鸡等特
色产业，构建“贫困户+党支部+合作
社”等产业发展模式，探索出“股份合
作、生产托管、订单帮扶、技术服务、就
业扶贫车间”等成功做法。2019年万
宁共计投入产业扶贫资金6589万元，
全市106家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带动贫
困户8914户3.58万人脱贫。

近日，万宁市贫困户单身男女工
军训活动在万宁市派成铝业有限公司
礼纪厂开展。212名脱贫户通过军训
来锤炼斗志，增强脱贫致富信心。经

过了5天的军训，山根镇立岭村脱贫
户林先财走路时腰背越发挺直，整个
人精神焕发。在活动中的企业招聘会
上，林先财还顺利应聘进入万宁市派
成铝业有限公司工作。

扶贫先扶志，扶贫必扶智。自
2018年起，万宁通过举办单身贫困户
军训活动，大力推行“一套军事训练体
系、一套人文体系、一套就业引导体
系、一套技能培训体系、一套工作保障
体系”工作机制，充分调动起贫困户的

“志”“智”内因，通过双扶极大激发了
贫困户脱贫致富积极性和内生动力。

不仅如此，近期万宁还对全市农
村常住居民再次进行全方位大排查，
逐村逐户开展“两不愁三保障”排查暨
扶贫对象“回头看”，全力确保“一人不

漏、一人不错”。
为有效激发贫困户内生动力和压

实帮扶人工作责任，万宁市还对贫困
户和帮扶责任人进行“红黑榜”评定，
以“红榜”扬正气，“黑榜”促后进，积极
探索建立正向激励和反向约束机制，
进一步激励贫困户脱贫斗志，督促帮
扶责任人担当作为。

2019年底，万宁市组织2015名
帮扶责任人开展业务轮训并组织考
试，通过以考促学的方式激发帮扶责
任人学习脱贫攻坚知识、掌握最新政
策、主动入户帮扶的积极性，进一步提
高帮扶责任人在扶贫工作中宣传政
策、用好政策、落实政策，精准帮扶的
能力，为打好打赢脱贫攻坚战奠定坚
实基础。 （本报万城4月15日电）

海南支援湖北人员
休养活动三亚启动
蜈支洲岛旅游区向我省支援湖北人员
及其家庭免费开放，将持续到6月30日

本报三亚4月15日电（记者林诗婷 通讯员
陈宏）4月15日，“春风十里，不如凯旋的你”海南
志愿湖北医疗队休养活动在三亚启动，首批近百
个医护人员家庭、共220余人在蜈支洲岛旅游区
免费畅玩，享受优质的休养服务。

本次活动由省卫健委组织、三亚蜈支洲岛旅
游区主办。当天，在省卫健委组织下，首批支援湖
北医护人员与家人来到蜈支洲岛旅游区开启休养
之旅。在做好防疫工作的前提下，他们在景区内
悠闲地观赏椰林海景、体验海上娱乐项目。景区
海上表演队还为众人呈上了一场独特的海天飞舞
特技表演，欢迎英雄们的到来。同时，蜈支洲岛旅
游区还为医疗队队员免费提供“蜈支洲岛海岛玩
家畅游礼包”以及门票、船票、酒店住宿、海岛美
食、娱乐项目体验等暖心服务。

据悉，此次休养活动面向我省支援湖北人员
及其家庭免费开放，活动将持续到6月30日，有
意参与者可通过蜈支洲岛旅游区微信公众号预约
报名。

脱贫攻坚“创优保优”大冲刺

4月14日我省无新增
无症状感染者病例

本报海口4月15日讯（记者马珂）省卫健委
发布：4月14日0-24时，海南省报告新冠病毒肺
炎新增确诊病例0例，新增重症病例0例，新增死
亡病例0例，新增出院0例。

截至4月14日24时，海南省累计报告新型
冠状病毒肺炎确诊病例168例，重症病例0例，死
亡病例6例，出院病例162例。确诊病例中，海口
市39例、三亚市54例、儋州市15例、文昌市3例、
琼海市6例、万宁市13例、东方市3例、澄迈县9
例、临高县6例、昌江县7例、陵水黎族自治县4
例、定安县3例、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3例、乐东
黎族自治县2例、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1例。

截至 4月 14 日 24 时，追踪到密切接触者
6607人，已解除医学观察6601人，尚有6人正在
接受集中医学观察。

截至4月14日24时，海南省报告新型冠状
病毒无症状感染者29例，当日无新增，累计解除
隔离22例，尚在医学观察7例（6例为境外输入、1
例湖北输入）。无症状感染者中，海口市7例、三
亚市18例、东方市2例、陵水黎族自治县1例、万
宁市1例；22例为境内，7例为境外输入（输入国
为英国5例、荷兰1例、西班牙1例）。

本报海口4月15日讯（记者孙
慧 特约记者邹小和）4 月 15 日上
午，在海口市甲子镇金山村附近，红
岭灌区工程东干渠的渠道里，潺潺
流水穿过涵洞、渡槽，流向远方的田
野。海南日报记者4月15日从省水
利电力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此次
红岭灌区工程主干渠通水，将缓解
目前琼北地区，特别是文昌市的旱
情，目前红岭水库的蓄水已经通过
红岭灌区的干渠到达文昌市赤纸、

竹包水库。
今年入春以来，全省平均降水

量较多年同期偏少，特别是文昌，今
年 1 月至 3 月平均降雨量仅 27 毫
米，较常年同期偏少22.6毫米，全市

水库蓄水量明显不足，部分地区已
出现中旱情况。

省水务厅党组成员陈德皎介绍，
为缓解旱情，省防总要求从4月13日
9时起，红岭灌区工程主干渠通水，此

次通水将持续25天，预计将供水836
万立方米用于缓解海口、文昌、琼海等
市县的旱情，其中仅文昌就要保障调
度500万立方米的用水。

据悉，红岭灌区是国家172项节

水供水重大工程之一，也是海南水
网建设的重要部分，是解决琼北地
区工农业用水的关键工程，此次通
水标志红岭灌区工程主体工程完工
并发挥效益。

红岭灌区工程主干渠通水缓旱情
此次通水将持续25天，预计供水836万立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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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省开展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宣传教育活动

国家安全 事关你我

国家安全是安邦
定国的重要基石。今
年4月 15日是第五个
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
为推动国家安全宣传
教育工作深入开展，增
强全省人民国家安全
意识，近日，海南省各
市县在中共海南省委
国家安全委员会办公
室（以下简称省委国安
办）的牵头下，紧紧围
绕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结合新冠肺炎疫情对
人民安全、社会安全、
国家安全的影响，以及
海南自贸港建设，开展
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
系列宣传教育活动。

上一堂“公共卫生
安全与国家安全”教育
课、发放总体国家安全
观书籍、多点投放维护
国家安全相关内容的
广告……此次海南省
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
宣传教育活动以“坚持
总体国家安全观，统筹
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
全，为决胜全面建成小
康社会提供坚强保障”
为主题，采取线上线下
活动相结合的方式，形
成全民参与、共筑国家
安全防线的良好局面。

一堂特殊的课
国家安全教育进校园

“国家安全包括政治安全、国土安全
……”4月13日早上8时，海南华侨中学
的老师正在给学生们上一堂特殊的课
——“公共卫生安全与国家安全”教育
课。期间，老师们通过讲授国家安全法
律知识、辅导学生阅读《总体国家安全
观（海南省学生读本）宣传手册》、带领
学生参观总体国家安全观宣传长廊等
形式，让总体国家安全观深入每一名学
生的心。

据了解，“公共卫生安全与国家安
全”教育课活动由省委国安办联合省教
育厅举办，也是海南省组织开展2020
年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宣传教育活动
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全民国家安全教
育日宣传教育活动期间，海南省各市
县、各中小学校相继开展相关活动，提
升公众的全民国家安全意识，共筑国家
安全防线。

活动结束后，学生们表示收获不
少。“作为新时代的中学生，我们应该树
立维护国家安全的意识，坚持国家利益
至上，履行我们作为一个公民维护国家
安全的义务，将维护国家安全视为己任，
充当维护国家安全的主角。这是我上这
堂课之后的收获。”海南华侨中学初三年
级一名学生说道。

为推动省重点高校加强国家安全
学科研究、积极服务海南自贸港建设
大局，在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当天，海
南大学国家安全研究中心正式成立，
旨在自贸港建设中加强国家安全各领
域研究。

一次特别的宣传
总体国家安全观进机关进市县

维护国家安全是全国各族人民根本
利益所在，在海南开展的全民国家安全
教育日系列宣传教育活动中，多地将国
家安全宣传教育同公共卫生安全、社会
主义法治教育等内容结合起来，切实筑

牢国家安全的社会基础。
中共海南省委国家安全委员会各

委员单位紧扣领域特点，发挥业务优
势，积极策划开展体现行业特色的全民
国家安全教育日活动。4月15日，省委
国安办、省委保密办、省国家密码管理
局，在海口市海南广场开展国家安全宣
传进机关活动，发放宣传手册、组织机
关党员干部参观宣传展板、播放国家安
全教育宣传片……在场的机关党员干

部通过学习，对总体国家安全观有了更
深刻的了解。

4月14日，省国家密码管理局组织
人员走进海口市琼山区文坛社区，结合
总体国家安全观向公众讲解今年1月1
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密码法》。
4月15日，省国家安全厅联合共青团海
南省委，安排工作人员及青年志愿者，在
海口市万绿园、友谊阳光城、明珠广场等
公共场所，向公众发放宣传手册、讲解反

间防谍等国家安全知识。
除此之外，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宣

传教育活动期间，海口、三亚、五指山等
多个市县国安办结合本地区实际情况，
采取布展、专人讲解、发放宣传物品等形
式，组织国家安全教育宣传活动进基层、
进群众。在文昌、屯昌、定安等市县的高
速公路出入口、繁华商场、热闹街区的广
告牌上，都能看到滚动播放的总体国家
安全观宣传广告。

4月14日，琼海、东方、儋州三地的
国安办走进辖区内的渔港，走近渔民，将
总体国家安全观根植于百姓心中。当天
上午，在琼海市潭门镇举行的国家安全
知识下乡宣传活动中，工作人员向渔民
发放《国家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密
码法》、国家安全法律法规汇总等宣传资
料，讲解国家安全知识。

搭建“云平台”
开展国家安全教育互动宣传

4月 14日，线上发布H5总体国家
安全观宣传手册；4月15日，在微信小
程序上线国家安全知识网上答题抢红
包活动……近日，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
期间，为减少人员聚集，省委国安办运
用新媒体技术搭建“云平台”，开展国家
安全宣传教育。期间，陵水、保亭、临高
等市县国安办依托当地政府微信公众
号、公共服务程序等网络平台，发布总
体国家安全观宣传视频、图解国家安全
知识。

4月15日，省委国安办联合海南大
学、海南新闻频道进行一场别开生面的

“云直播”。在海南新闻频道《全媒体大
直播》栏目中，海南公共外交研究中心
研究员邵鹏鸣与观众围绕“坚持总体国
家安全观，推进安全治理现代化”、“筑
牢各领域安全防线，为自贸港建设蓄好
动力”、“新冠肺炎暴发引发思考，将生
物安全纳入国家安全体系”等话题共同
探讨国家安全。

此次线上的宣传，内容丰富，形式多
样，除了依托微信小程序，面向公众开展
国家安全知识网络竞答，以及在海南干
部在线学习平台开设国家安全相关课程
供各级党政机关领导干部在线学习之
外，还运用微信公众号以及媒体矩阵，推
送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系列活动以及国
家安全相关法律知识。

“安不忘危，盛必虑衰。”通过举行全
民国家安全教育日宣传教育活动，广大
干部群众的国家安全意识得到显著提
升，我省全民国家安全教育也得到切实
增强。 （撰稿/柳莺 闻轩）

⬆ 海南华侨中
学初中部老师向学
生讲授“公共卫生安
全与国家安全”教育
课。

⬅ 三沙市开展
全民国家安全教育
日宣传活动。

（图片由省委国
安办提供）

儋州市开展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宣传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