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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昌观察

■ 本报记者 李佳飞 通讯员 潘高

“这里的环境太好啦！”5 月 25
日，一群来自海口等市县的游客来到
文昌市文教镇水吼村，看到秀美的田
园风光，古色古香的明代建筑，一望无
际的千亩原生态红树林，忍不住这样
感叹道。对于长期生活在城市里的人
们来说，古朴的村庄，就是记忆中的乡
愁，让人念念不忘。

然而，古村的发展却面临诸多困
扰，例如村民无序建房，不仅破坏环
境，而且涉嫌违规违法。近一年来，为
科学实施村庄发展规划，有效防控违
法用地和违法建设行为（简称“两
违”），文教镇水吼村委会联合乡村振
兴工作队开展了系列工作，通过精准
发力防控，做好乡村振兴的“加减法”。

“加”什么？加先进的发展理念和
产业规划。

“我们水吼村祖祖辈辈生活在
文教河畔，生活在红树林周边。这
里有丰富的历史人文和红色文化资
源，也有很多华侨在外创业工作，村
里保存有不少典型的琼北民居建
筑。保护与开发，保护是第一位的，
开发是第二位的。我们规划建设，
不搞大拆大建，提倡依水就势，随形

就貌，还原乡亲、乡情、乡景，保住农
耕之美、田园之美、自然和传统之
美。”文教镇水吼村党支部书记、村
委会主任邢诒静这样说道。

为此，村委会干部积极配合文昌
市规划建设部门，并邀请省规划设计
院专家，专门针对水吼村的开发建设
进行了科学规划；驻村乡村振兴工作
队员还参加专门的培训，学习如何使
用奥维互动地图，并在手机上安装了

“奥维互动地图APP”，强化村民生态
环境保护意识，树立起“逢建必报”的
法治意识。

与此同时，水吼村驻村乡村振兴工
作队还积极帮扶脱贫致富能手，发展种
植业、养殖业等农业产业发展，组织贫
困户参加爱心扶贫大集市，多措并举增
加收入。截至目前，该村原有的贫困户
7户20人已全部摘去“贫困帽”。

为进一步改善乡村基础设施条
件，乡村振兴工作队多方筹资11万
元，为环村公路安装了24盏太阳能路
灯，方便村民夜间出行，也丰富夜晚的
文化娱乐活动。

“减”什么？减破坏环境的行为和
无序建设。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其中一个重
要的内涵就是推行绿色发展方式和

生活方式，改善农村人居环境。”海南
省检察院派驻文昌市文教镇水吼村
的驻村第一书记、乡村振兴工作队队
长刘洋介绍，针对此前村民反映强烈
的存量垃圾等问题，水吼村组织8名
保洁员划分了责任卫生区，并建立了
乡村振兴工作队员和村“两委”干部
督查检查机制，配套奖惩机制，耐心
细致做好群众的工作，去年以来，累
计清理存量垃圾30车，村容村貌有
了极大的改善。

为有效防控“两违”，水吼村成立
了由乡村振兴工作队员、村“两委”干
部和村民小组长组成的“两违”防控小
组，建立了水吼村建房微信群，向村民
及时宣传建房政策和通报“两违”处置
情况。

“防控‘两违’牵扯到部分人的利
益，难免遇到阻力，所以少不了要耐心
细致做好群众的工作。”刘洋说，近一
年来，通过精准发力和广泛宣传发动，
水吼村已基本形成“逢建必报、先报后
建、依法依规建房”的社会共识。接下
来，该村将在文昌市政府、文教镇政府
等相关部门的支持下，引进具有实力
的投资者和建设着，整体打造提升村
庄环境，探索农旅融合的发展新路。

（本报文城5月27日电）

多措并举夯实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基础

文昌奏响农民增收“三步曲”

今年是脱贫攻坚的决战决胜
之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梦想，
即将变成现实。然而，越是到最后
关头，越是要碰难啃的硬骨头，须
得坚定信心和决定，一鼓作气，全
力决战决胜脱贫攻坚，确保实现全
面建成小康社会。

打好这场收官战，要持续聚焦“两
不愁三保障”基本要求和贫困退出标
准，强化主体责任，聚焦问题短板，完
善防止返贫监测和帮扶机制，形成上
下联动、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确保如
期完成脱贫攻坚目标任务。

打好这场收官战，要加强党的领

导，化危为机，抢抓机遇，坚决夺取疫
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双胜利。

打好这场收官战，还要精准对接
电商渠道，线上线下多渠道解决农产
品销售难问题，为贫困农户做好服务，
为优质扶贫农产品“代言”，确保农民
持续增收，农业产业健康发展。

一鼓作气打赢脱贫攻坚收官战

文昌市首家图书馆驿站近日在市民健身活动中心正式对外开放。
日前，2020年文昌市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读书分享会在这里举
行，20多名来自文昌中学的学子面对面交流，分享感悟、规划人生、憧憬
未来。

文昌图书馆驿站藏书1700多本，市民、游客可在此阅读，也可刷身
份证登记信息后借回家阅读。与此同时，驿站还为广大市民游客提供
公交导乘旅游咨询、应急充电、免费饮水、爱心药箱、雨伞等暖心服务。

（文/本报记者 李佳飞 图/本报记者 袁琛）

画出你心中的文昌
本报文城5月27日电（记者李佳飞 特约

记者黄良策）5 月 25 日，由文昌市融媒体中
心主办的“航天城小当家”系列主题创作比
赛之“画出你心中的文昌”绘画比赛正式拉
开帷幕。

“航天城小当家”主题比赛项目包括绘画、
书法、征文、摄影、小视频、小记者见闻等，不同
主题比赛参赛对象不同。第一期绘画比赛结合

“六一国际儿童节”，以“画出你心中的文昌”主
题，参赛对象为6-13岁儿童。

此次比赛采用网络投稿的方式，每人仅可
上传一件作品参赛。绘画内容可以是航天城、
火箭发射、文昌特产、文昌风景，文昌城市建设
等，也可以是小朋友们对文昌未来建设与发展
的期望。

比赛分为3个环节进行。第一环节：投稿，
初选。投稿时间5月25日至5月30日。参赛
者需下载“云上文昌客户端”，通过投稿入口将
作品和照片上传，主办方邀请老师对作品进行
初选，计划选出30幅作品进入下一阶段的投票
环节。

投票环节从6月3日持续至6月5日。最
后，根据投票结果，结合老师评选的综合成绩，
6月6日公布比赛结果。

文昌市文教镇水吼村：

精准发力 做好乡村振兴“加减法”

文昌学校（二期）高中部
预计明年8月交付使用

本报文城5月27日电（记者李佳飞 通讯
员潘高）测量、平整、开挖……近日，海南日报记
者在文昌学校（二期）工程高中部项目施工现场
看到，数台挖掘机、运输车和十余名工人正在忙
碌，施工场地“三通一平”工作已完成近60%，
项目预计2021年8月交付使用。

文昌学校（二期）工程高中部项目是今年文
昌市重点推进的项目之一。项目占地约137.6
亩，计划总投资约3.69亿元，建设内容包括艺
术综合楼、高中部宿舍楼、初中增补教学楼、高
中教学楼、实验楼、图书馆、风雨操场、食堂、
教师公寓和初中增补宿舍等10栋建筑，配套
建设绿化园林等工程。

“5月18日正式进场施工，预计到这个月
底，全部班组、工人大约200多人到位，加班加
点，不误工期。”海南第二建设工程有限公司项
目部生产经理周华秀介绍，为配合文昌学校明
年高中部的招生工作，项目部精心组织，周密
计划，在加大人力投入的同时，采取流水作业，
全力推进。整个项目预计2021年8月中旬竣
工验收、交付使用。

文昌首批5个“退役军人
就业创业示范基地”获授牌

本报文城5月27日电（记者李佳飞 通讯
员韩彩虹）为贯彻落实海南省“万名老兵创业
行动”要求，文昌市日前举行了退役军人就业
创业示范基地授牌暨退役军人创业贷款签约
仪式。

获得“文昌市退役军人就业创业示范基
地”授牌的5家单位分别是：海南传味文昌鸡
产业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秋硕佛珠集团有限公
司、海南勤富食品有限公司、海南天成集团有
限公司、文昌清澜康正水果种植农场。

近日，文城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分别与中
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文昌市支行、
海南文昌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签订
了支持退役军人创业贷款合作协议书，两家
银行当场与部分退役军人签订创业贷款协
议书。

文昌市委主要负责人表示，做好退役军人
工作既是强军之策，也是安民之举。文昌各级
各部门将发扬优良传统，用心用情做好退役军
人保障工作，例如及时做好政策法规宣传，主
动帮助退役军人解决困难、增强信心；加强教
育培训，广开就业渠道，积极扶持创业，完善优
抚服务等。

文昌强化纪律监督

发挥“探头”作用
拧紧监督“螺丝”

本报文城 5月 27 日电（记者李佳飞 通
讯员黄云平）海南日报记者5月27日从文昌
市纪委监委获悉，近年来，文昌持续聚焦监
督第一职责，拧紧日常监督“螺丝”，延伸监
督触角，不断推动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
争向纵深发展。

加强日常监督。文昌市纪委监委督促全市
各级党组织把开展谈话提醒作为落实主体责任
的重要抓手，对党员干部出现的苗头性、倾向性
问题，及时咬耳扯袖、红脸出汗。近两年来，文
昌全市共开展谈话提醒1160人次。

延伸村一级监督触角。文昌市在每个行政
村设立1名村级纪检监察监督员，推动监督向
基层延伸，打通监督“最后一公里”。

积极开展派出监察室工作。文昌全市17
个镇的派出监察室依法授予监察权限，加强
对基层所有行使公权力的公职人员的监督制
约。同时，文昌市结合实际，对派驻机构监督
范围和工作职责进行调整优化，把市法院、检
察院等单位和市直属企业纳入派驻监督范
围，派驻机构监督覆盖全市63个单位及其下
属企事业单位。去年来，处置问题线索113
件，了结65件，立案30件。

■ 本报记者 李佳飞
特约记者 黄良策

百香果、波罗蜜、文昌鸡、粽子
……5月23日上午，文昌市蓬莱镇
“爱心扶贫大集市”在镇墟农贸市场热
闹开市，当地十余户贫困户和联结贫
困户的合作社，带着各自的农产品前
来赶集。文昌市各级党员干部带头
“买买买”，不到1个小时，所有产品被
一抢而空，鼓起钱包的农户笑得合不
拢嘴。

“脱贫啦！”蓬莱镇蓬莱村委会新
坡路村村民蔡贤祝高兴地说，他家的
百香果是在政府的扶持下栽种的，长
势非常好，这两年价格也不错，“继续
种下去，相信生活会越来越好”。

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文昌
市扶贫办副主任詹雷告诉海南日报
记者，为高质量打赢脱贫攻坚战，全
面建成小康社会，文昌市委、市政府
高度重视农民增收问题，近年来采取
了多种措施，取得明显成效。截至目
前，该市建档立卡贫困户 4211 户
16372 人，累计脱贫推出 4196 户
16322人，剩余15户50人预计今年
底全部脱贫；全市10个贫困村，已全
部脱贫。

文昌首家图书馆驿站对外开放

文昌组织多场“爱心扶贫大集市”，党员干部带头，市民群众踊跃购买扶贫农产品，掀起消费扶贫热潮。 本报记者 李佳飞 通讯员 潘高 摄

劳务输出
激发农户内生动力

俗话说：“劳务输出一人，脱贫致
富一家。”加快推进农村富余劳动力
转移，是实现农民脱贫致富的重要
渠道，也是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关键
举措。

5月21日上午，海南日报记者在
文昌市举办的精准就业扶贫招聘会
现场看到，进场招聘的22家企业，提
供了涵盖食品加工、包装、采购、服务
员及专业技工等362个工作岗位。
活动现场，前来咨询和应聘的群众络
绎不绝，工作人员在解答疑问之际，
不忘宣传就业扶贫政策，激发贫困农
户就业的意愿。

“稳定就业是大民生工程。”文昌
市就业局副局长郑小恒说，今年受疫
情影响，文昌市未外出务工的约
6000余人，为引导外出务工就业，文
昌市一方面做好防控服务和管理，积
极对接本地用工企业需求，发展就业
岗位；另一方面，政府部门大力开发
各类公益岗位，例如保洁员、巡河员、
护林员、协管员、养路员等，扩大就业
面。截至目前，输出省外务工401
人，市外省内务工1349人，市内就业
务工4455人。

冯坡镇昌里村委会湖淡村贫
困村民云天铭，因家中有老人和小
孩需要照顾，无法外出务工，在镇

政府的关心下，获得一份乡村保洁
员的工作，每月稳定收益1000元。
之后，解了燃眉之急的他性格都变
得开朗起来，除了打扫卫生，还常常
义务为村民提供帮助。他的妻子黄
芳玲养了5头水牛，“日子会越过越
好。”他说。

产业联结
辐射带动成效明显

在位于文昌市龙楼镇的春光椰
子王国，浓浓的椰香将整个观光工厂
包裹着，来自贫困家庭的潘小莉身着
制服，微笑着迎接来访的观光者。“公
司2月底就复工复产了。”潘小莉告
诉海南日报记者，春光椰子王国的

“就业扶贫车间”去年就挂牌成立了，
吸收了包括她在内的37名贫困村民
就业，“每天工作8个小时，月收入
2700余元。”她说。

扶贫扶长远，长远看产业。扶持
扶贫产业发展壮大，也是文昌市打赢
脱贫攻坚战的重要举措之一。多年
来，文昌市坚持激发“内力”与借助

“外力”相结合，积极探索产业扶贫的
路子，将“输血式”扶贫变为“造血式”
扶贫。

今年春节以来，为防止脱贫农户
因疫情返贫，文昌市积极组织扶贫龙
头企业在做好疫情防控的前提下有
序复工复产，全市现有扶贫企业33
家、带贫合作社18家、带贫致富带头

人27人，复工复产率100%。
与此同时，为帮企业渡过难关，

文昌及时出台关于支持带贫经营主
体的奖励补贴方案，安排资金2496
万元，实施产业发展项目48个，带动
贫困户1935户近2000人。

在公坡镇水北村，海南传味文昌
鸡公司带动村民养鸡，不仅让韩之敏
等20余名贫困户成功脱贫，而且让
水北村有了村集体经济，3年收益
150余万元。

消费助力
坚定村民致富信心

“您好！这是您订购的芋头梗、

鸭蛋。”5月26日，家住文城镇阳光
惠园小区的符玲接到快递员送到的
新鲜农产品。今年春节以来，为解
决扶贫农产品销售难的问题，也为
让社区群众尽量减少出门，在家就
能买到健康绿色的农产品，文昌市
特别推出了“扶贫农产品进社区”活
动，多方助力，拉动市民消费扶贫农
产品。

为进一步营造全社会关心扶贫、
支持消费扶贫农产品，文昌市还大力
组织消费扶贫活动，发动定点帮扶单
位、机关干部优先购买贫困户农产
品，掀起了“爱心扶贫大集市”等活动
热潮，全市党政机关干部、党员带头，
市民群众纷纷响应。

“销售太火爆了，我们都忙不过
来！半个多小时，60多箱香米就卖
完了！”在不久前举行的一场“消费扶
贫春风大行动”中，文昌市东阁镇旺
兴合作社农户林云喜出望外。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文昌市委、
市政府主要负责人在带头线下消费
的同时，还积极运用淘宝、抖音等线
上视频平台直播带货。截至目前，该
市线上线下累计销售扶贫农产品
508吨，销售金额204.5万元。

“优质扶贫农产品不愁卖，农户
脱贫肯定有信心啊！”林云高兴地表
示，接下来，他还会发动农户扩大优
质农产品种植规模，“不仅脱贫，还要
奔小康！” （本报文城5月27日电）

短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