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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曾毓慧

5月20日，在紧挨着白沙黎族自治
县七坊镇镇墟的高石老村，一排排崭新
的二三层黎族民居错落有致，临近中午，
53岁的脱贫村民周亚命巡护完山林刚
回到家，就找来扫帚把房间、客厅里里外
外扫了一遍，再找来拖把沾湿布条后开
始忙着拖地板。

“我这老伴，以前只会干农活，从不
干家务活的，自从3年前搬新家后，现在
他家务活干得可顺溜哩！”刚从附近龙江
农场红心橙种植基地务工回来的符海燕
笑呵呵地说着。地板瓷砖色调柔和，墙
壁粉刷白净，沙发茶几等实木家具大气
美观，天花板装上了波浪状造型品牌灯
具，看得出，周亚命当初在新居装修上花
了不少心思。“活了大半辈子，能住上这
么好的房子，肯定得花心思弄干净点，住
得也舒服，游客也乐意来咱家住旅馆
呀！”周亚命所说的“旅馆”，即是位于一
层独立空间的一个大房间，屋内床单、枕
套整洁，电视、衣柜、床头柜几乎都是新
的，这也是七坊镇鼓励村民腾出闲置房
间发展的首批民宿项目之一。

“村里的民宿配套设施，都是帮扶单
位省住建厅赠送的，目前全村已有5户
农户经营民宿，其中2户是建档立卡贫
困户，共计有8间民宿房间。”高石村
（高石老村所在的行政村）驻村第一书
记、乡村振兴工作队队长卓书成介绍，近
年来，省住建厅结合专业优势，加速提升
该村基础设施建设，持续扮靓农村人居
环境。自去年在高石老村发展民宿项目
以来，现今，每逢周末以及节假日，不时
会有游客留宿过夜，高石老村的民宿项
目也逐渐有了名气。

据悉，4年前，高石老村60余户村民
大多居住在低矮简陋的瓦房里，住房、排
污、如厕等人居环境让人堪忧，这也与七
坊镇“一溪两岸”的发展理念以及打造温
泉休闲度假片区的目标格格不入。为
此，白沙有关部门整合资金谋划整村搬
迁，在距村庄旧址一两公里处重新规划
建成新村，全村村民于2017年如愿地搬
进了上百平方米的二层或三层民居，高
石老村也在蜕与变中焕发着新生机。

“现在，高石老村是省级五星级美丽
乡村示范村，村民的眼光放宽了，活出了
不一样的精气神！”卓书成介绍，搬迁后，
村民此前的橡胶林、农田等仍留用，而积
极外出务工以及发展民宿项目，则成了
村民新的增收渠道。按照白沙产业发展
规划，结合七坊镇的地理优势，有关部门
正在谋划将毗邻的阿罗多甘共享农庄、
高石老村、湖畔公园以及鹭湖养生度假
区等串联起来，打造形成一个以休闲康
养为主题的田园综合体。“高石老村原址
将建成综合旅游项目，初步规划方案已
经出来了，目前有关细节正在不断完善
中。”七坊镇项目招商有关负责人张祖海
介绍，在不影响村民生产种植的前提下，
将不断优化提升村庄原址的基础设施，
开发相应的休闲旅游配套设施，从而实
现乡村增美、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助力
高石老村推进乡村振兴。

（本报牙叉5月22日电）

白沙高石老村整村搬迁后变化大——

村庄环境美
增收渠道多

■ 本报记者 傅人意 良子
通讯员 陈颖

“老板，你这百香果怎么卖
啊？”“别喊我老板，老板是我们的
贫困村民，我只是收账的。”

“哎，是文哥啊！我都没认出
来，你变化怎么这么大？都成黑瘦
老头了！”“嗨，我这不驻村嘛，为老
百姓黑点就黑点。”

5月21日，在海南省消费扶贫
春风大行动爱心扶贫大集市省公
安厅专场，白沙黎族自治县七坊镇
拥阜村扶贫农产品摊位旁，海南省
公安厅警令部信访处副处长、拥阜
村驻村第一书记张天文正在忙着
收账，一路遇到单位的同事，边做
生意边聊了起来。

“都是老熟人，拥阜村是我们公
安厅的对口扶贫点，大家都很帮衬！”
眼前的张天文身穿黑色T恤，黑色裤
子，一双凉鞋，和以往穿警服的样子
完全是两个模样。他腼腆地笑着和
海南日报记者说：“以前我上班都穿
皮鞋，现在再穿就很不习惯了。我在
村里都穿拖鞋，要下地干活，今天来
厅里是特意穿了双凉鞋。”

拥阜村的传统产业为橡胶、槟
榔，由于村里青壮年都外出务工，
村里劳动力不足。村里建档立卡
贫困户163户，目前已全部脱贫。

由于橡胶是大多数村民的主
要收入来源，按每年的农耕时间，
割胶在12月就结束，从1月到5月
成了很多村民的“空档期”。

2018年10月，张天文到拥阜
村驻村，就开始谋划如何补上这
个“空档期”，让村民多渠道增收。

去年，张天文经考察发现村里
土地肥沃，适合种植冬季瓜菜。他
先自己试种了2亩豆角，还发动村

“两委”干部一起种植。由于村里
灌溉设施不完善，他又向省公安厅
打报告，申请到了2.6万元扶贫资
金投入硬件设施建设，用于购买抽
水机、铺设管网等。

张天文还引来了收购商，由收
购商提供种苗、农资，并进行回收，
解决产销对接难题。

今年，全村共试种了20多亩豆
角，长势很好。村干部骑着摩托车去
村里收豆角，每天能增加200元收
入，村干部信心满满，有村民看在眼
里也跃跃欲试地问：“张书记，能不能
带着我们下半年一起种豆角啊？”

为了扩大种植面积，增加贫困
村民收入，张天文将村里300亩撂

荒地复耕，种植玉米、水稻、益智等
农作物。同时，还发展小黄牛养殖
产业，目前存栏147头，大大带动
贫困户就业和增收。

“这不，种上的玉米今天都卖

光了，10元3斤！小黄牛也是中午
十二点刚宰杀，就从白沙运过来卖
的，很抢手！”张天文说。

据悉，此次活动由海南省供销
社直属企业海供乐农电商公司、省公

安厅举办，共设置28个摊位，涵盖
150多种扶贫农产品，省公安系统共
1000余人参与购买，总销售额18万
余元。

（本报海口5月22日讯）

“文哥”扶贫卖货记

■ 本报记者 傅人意 周晓梦
通讯员 潘志勇

2020年是决战决胜脱贫攻坚
的收官之年，精准使用和监管财
政专项扶贫资金将确保脱贫攻坚
目标任务的完成。5 月 22 日，海
南日报记者从省扶贫办、省财政
厅获悉，我省将通过全面落实扶
贫资金公告公示制度、继续实行
扶贫资金半月通报约谈制度、进
一步完善县级脱贫攻坚项目库建
设、强化扶贫资金动态监控、实施
扶贫资金绩效管理等多措并举实
现精准监管，筑牢扶贫资金安全
底线。

加快扶贫资金支出

近日，根据2019年全国脱贫攻
坚成效考核结果，财政部下达我省
考核奖励资金3.8亿元，对我省脱贫
攻坚工作给予充分肯定。

2016年-2019年，全省共安排
财政专项扶贫资金111.8亿元，年均
增长48.2%。其中，省级财政资金
36亿元，年均增长106.3%，远高于
同期省级财政收入增幅。

今年，我省将继续通过提高扶
贫资金分配时效、建立扶贫资金支
出绿色通道、建立扶贫资金支出通
报约谈制度等举措，加快扶贫资金
支出。

提高扶贫资金分配时效，及时
下达各年度中央和省级财政专项扶
贫资金。其中，中央财政资金在收
到财政部指标文件后30日内下达，
年初预算安排的省级财政资金在上
年底提前下达90%左右，为加快扶
贫资金支出创造有利条件。

建立扶贫资金支出绿色通道。
指导各市县采取将危房改造补助资
金由“验收后支付”改为“按进度支
付”、简化报账凭证、限时完成审核
等措施，打通扶贫资金支付的“中梗
阻”，在确保资金安全的前提下加快
资金支付效率。

建立扶贫资金支出通报约谈制
度。今年5月起我省继续实行扶贫
资金支出进度半月通报约谈制度，对
支出进度排名靠后且未达到进度要
求的市县进行约谈。2016年-2019
年，全省扶贫资金支出进度均超过

95%。

创新扶贫资金精准管理机制

我省通过彻底下放扶贫资金管
理权限、支持探索资产收益扶贫、建
立天然橡胶价格（收入）保险制度等
多方面创新扶贫资金精准管理机制。

彻底下放扶贫资金管理权限。
坚持精准扶贫方略，彻底下放中央
和省级财政专项扶贫资金项目审批
权限，由市县自主确定扶贫项目，提
高项目安排的科学性、精准度。

支持探索资产收益扶贫。支持
将财政专项扶贫资金和其他涉农资
金投入设施农业、水电、光伏、乡村
旅游等项目形成的资产，具备条件
的可折股量化给贫困村和贫困户，
通过龙头企业发展特色优势产业带
动贫困户脱贫致富。

建立天然橡胶价格（收入）保
险制度。针对天然橡胶价格持续
低迷导致贫困胶农难脱贫、易返贫
的难题，创新建立天然橡胶价格
（收入）保险制度，通过保险平抑价
格风险、稳定收入预期，有效激发
贫困胶农内生动力，探索出一条盘
活特色资源促进稳定增收的产业
扶贫新路径。

从严从实强化扶贫资金监管

进一步完善县级脱贫攻坚项目
库建设。我省要求各市县做好入库
项目动态管理，对不具备实施条件、
不必要再实施的、因政策性原因无
法实施的项目及时调整出库；对因
疫情致贫急需实施的、有利于增加
贫困户收入等项目，在确保项目顺
利实施的前提下，可采取边实施、边

公示、边入库的方式同步进行，项目
可在市县、乡镇、村级及项目实施地
同步公示公告。

落实“严格监管”要求，确保政
策落地见效。各市县要按照部署扎
实做好国家脱贫攻坚“回头看”、脱
贫攻坚成效考核以及本省各类巡
视、审计、检查发现的扶贫资金问题
整改，确保整改实效和质量；深入推
进扶贫项目资金绩效管理，科学设
立绩效目标、加强绩效目标审核、落
实绩效运行监控、强化绩效评价及
结果运用；切实加强扶贫项目后续
管理，落实管护责任，避免“重建轻
管”；全面落实扶贫项目资金公告公
示制度，主动接收社会监督；加强扶
贫资金动态监控和监督检查，及时
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筑牢扶贫资金
安全底线。

（本报海口5月22日讯）

落实扶贫资金公告公示制度 完善脱贫攻坚项目库建设

我省精准筑牢扶贫资金安全底线

日前，在五指山市毛阳镇牙力村的大片田洋里，150户村民以豆角为主的冬种瓜菜迎来丰收。在政策支持下，
牙力村的贫困户可以按照800元一亩地的标准领取冬种瓜菜的补贴。贫困户早起采摘的新鲜蔬菜可以通过附近
高速公路互通上中线高速，运销海口、三亚等地，比起从海榆中线运输效率大大提升。

图为俯瞰五指山市毛阳镇牙力村种植冬季瓜菜的大片田洋。 本报记者 李天平 摄

5月21日，在海南省消费扶贫春风大行动爱心扶贫大集市省公安厅专场，白沙黎族自治县七坊镇拥阜村驻
村第一书记张天文（黑色T恤者）正在向同事卖货。 本报记者 傅人意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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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速公路通达
瓜菜调运便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