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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宁检察机关“为加快海南自贸港
建设作贡献”主题培训开班

本报海口6月21日讯（记者邓海宁 通讯员
吴一怡）6月 21日，万宁市人民检察院2020年

“党旗红·检察蓝”第一期培训班在海口市开班，
万宁市检察院40余名机关干警参加了此次培训。

据了解，此次培训为期2天，从6月21日至
22日，培训主题为“为加快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
作贡献”，培训内容包括理论教学和在海南省史
志馆的现场教学。培训采取“请进来”“走出去”
等多种教学模式相结合，将理论教学、现场教学
融为一体，切实提高检察干部的工作能力，个人
修养以及其他方面的综合能力。

本次培训班由海南日报文化教育发展有限
公司承办。该公司制定了培训计划并全程保障，
协助培训活动顺利开展。

■ 本报记者 刘梦晓

“打开手机，我就能看得到养殖
基地的实时画面。”6月21日，在位于
海口市金盘路的冷泉阉鸡餐厅，海南
冷泉餐饮文化管理有限公司负责人
陈明泰拿着手机对海南日报记者
说。截至目前，这家公司组建的合作
社在定安的养殖基地已拓展到9个，
阉鸡存栏量9万多只，第10个基地
正在筹建中。

当前，定安县委、县政府努力克服
新冠肺炎疫情带来的不利影响，通过
加大力度推动复耕复垦，大力发展规
模化养殖，特别是发展黑猪产业，组织
群众积极务工等多项举措，增加农村
劳动力收入，特别是贫困劳动力收入，
坚决夺取脱贫攻坚的全面胜利。

抢抓时机促农业扩种

在定城镇罗温村的田洋上，刚修
整完土地，准备种植空心菜的罗温村
村民王延说：“以前担心水不够用，但
今年的情况改善了很多。”

罗温村农田用水的主要方式为
从龙州河放水排灌。今年，罗温村共
种植瓜菜约 1800 亩，种植水稻约

150亩，用水量大。此前为了确保春
耕春种的灌溉用水，定城镇政府提前
准备，积极组织干部群众修复水利，
按照春耕时间正常放水灌溉，有效缓
解了农田用水难题。如今，良好的水
利措施，成为了定安县大力气推进农
业扩种强有力的后盾。

定安县农业农村局局长杨文锋
介绍，当前，定安县按照“调优瓜菜品
种、扩大水果种植、恢复生猪生产、壮
大渔业养殖”的原则，制定《定安县
2020年“一抗三保”工作方案》，安排
资金2060万元用于调整优化种养产
业结构，并全力抢抓时机，组织农民
扩种。

在定安中部地区，定安下发农业
发展资金300万元扶持瓜菜种植，并
安排500万元扶持新建2000亩常年
瓜菜基地，安排80万元打造常年瓜
菜基地120亩以及10家菜篮子直销
店、社区网点，安排200万元扶持新
增连片50亩以上的热带水果种植
2000亩，新增瓜菜种植面积10000
亩，新增常年瓜菜基地2000亩，新增
热带水果种植面积2000亩。

在落实早稻方面，定安今年播种
面积12.2万亩，推广优质稻12.2万
亩。同时推广优质地瓜种植面积

1.18万亩。
此外，定安还全面推动天然橡胶

价格（收入）保险全覆盖，完成贫困
户、低保户、特困户投保工作，投保率
达100%。

企业带动促增养增产

“自从‘智慧养殖’系统运行后，
消费者可以通过每一只阉鸡脚环上
的二维码，追溯阉鸡的‘一生’。”陈明
泰对记者说，利用高科技跟踪，打造

“冷泉阉鸡”品牌，带动农户养殖阉
鸡，能使企业受益、农户增收。仅该
公司1号基地就有9户贫困户实现增
收脱贫。

“现在黑猪的长势良好，每天基
本都有50头左右的黑猪供应岛内市
场。”定安县新竹镇南华养殖专业合
作社负责人李南华介绍，今年以来，
尤其是新冠肺炎疫情得到有效控制
之后，合作社的黑猪存栏量达到了
8000多头，相对于2019年年底增养
规模达到一倍以上。

与此同时，李南华正在谋划下一
步的增养计划。他介绍，受疫情影
响，当前岛外市场还未完全恢复，预
计恢复后日出栏量将达到百头左右，

因而后续的增养计划将按照目前存
栏量的一倍开展。

不仅是黑猪，南华养殖专业合作社
还有田鸭、走地鸡、淡水养殖等产业。
李南华介绍，在定安县相关部门带动
下，各类畜禽养殖规模均有所增长。

“今年年底，全县计划实现生猪
出栏29万头，罗非鱼养殖1万亩，虾
类及大闸蟹养殖面积1000亩。”杨文
锋介绍，在定安全县农业增养方面，
定安加大资金扶持，投入100万元扶
持发展罗非鱼养殖1万亩，投入200
万元扶持虾蟹类养殖约 1000 亩，
330万元的资金用于全县各镇发展
其他短平快产业。

助农务工促就业脱贫

“粽叶一定要抓紧，边边角角要
抓结实。”近日，在定安县富文镇金
鸡岭居举办的为期3天的2020“定
安粽子”裹绑技术培训班顺利结班，
参加培训的40余名学员收到了定安
县相关部门颁发的结业证书。

“包粽子看似简单，但其实是个
技术活。现在有了结业证书，我能到
厂里打工，为家里增添一份收入。”金
鸡岭居贫困户蔡海岸开心地说道。

临近端午节，眼下正值定安粽子
大量生产上市的时段，该县多个粽子
品牌均对用工有大量需求。为此，定
安县开设了粽子裹绑技术培训班，旨
在通过培训学习，提高当地居民和贫
困户的粽子裹绑技能水平，满足粽子
生产企业的用工需要，解决贫困户就
业问题，促进其脱贫增收。

网络招聘不停歇、支持企业稳
定岗位、开发扶贫公益岗位、点对点
包车运送务工人员……定安县就业
局局长袁中正说，自新冠肺炎疫情
发生后，定安打出助力企业复工复
产的“组合拳”。为促进贫困劳动力
外出务工，定安为7家本地企业复
工开展“点对点”服务，帮助7家企
业职工上岗复工84人；为省重点项
目、企业用工点对点输送20名劳动
力；为深圳比亚迪公司跨区域输送
第一批劳动力共计31人，其中贫困
劳动力20人。

同时，定安县就业局还积极开展
岗位对接活动。今年以来，定安累计
举办6场招聘会及“培训+岗位”对接
活动，组织了133家企业提供岗位
5420个，初步达成就业意向595人，
其中贫困人员318人。

（本报定城6月21日电）

决战决胜脱贫攻坚

定安推动农业扩种增养，组织农民外出务工，多措并举助力脱贫攻坚

增收有劲头 日子有盼头

省脱贫致富电视夜校
今晚播出

本报海口6月21日讯（记者陈蔚林 实习生
李梦楠）第186期海南省脱贫致富电视夜校将于
6月22日20时在海南经济频道、20时30分在三
沙卫视，6月28日16时20分在海南卫视播出。

改善农村人居环境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
点任务，也是农民群众的殷切期盼。本期夜校邀请
到东方市农业农村局副局长桑利伟作为主讲老师，
和大家分享东方市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的经验。

观众还可以登录海南网络广播电视台，下载
“视听海南”手机客户端收看本期节目。

省妇联发出“无毒防毒
家庭幸福”禁毒倡议书

本报海口6月21日讯（记者昂颖）在第33
个国际禁毒日即将到来之际，省妇联发出行动倡
议，号召广大妇女同胞和家庭从自身做起，从家
庭开始，带动全体家庭成员共同拒毒防毒，筑牢
家庭拒毒防毒坚固防线，在加快海南自由贸易港
建设新征程中贡献家庭力量、展现巾帼风采。

倡议号召，广大妇女姐妹和家庭要争做家庭
禁毒宣传员，认真学习国家禁毒相关法律法规，主
动宣传禁毒知识，增强拒毒防毒意识和能力；争当
家庭禁毒先锋模范，强化禁毒家家尽责、人人担当
意识，教育孩子远离毒品，为学生健康成长“护航”；
自觉维护和促进家庭成员身心健康，营造健康和
谐、温馨和睦的家庭氛围，预防涉毒违法犯罪行
为；关爱帮扶涉毒失足人员及特殊群体，帮助他们
回归家庭、回归社会、健康生活；带动社区群众齐
行动，积极参与禁毒志愿服务工作，坚决抵制毒品
侵害，共同建设平安、和谐、幸福的家园。

教育扶贫有政策
义务教育有保障

近日，在乐东黎族自治
县利国镇的文史小学，学生
们在食堂用餐。该校贫困
户学生每人每年可以获得
2400元特惠性补助。据了
解，我省2019年“两不愁三
保障”任务基本完成。义务
教育保障方面，春季学期教
育扶贫特惠性资金发放
13.38万人，秋季学期发放
14.96万人，全年共发放资
金 3.26 亿 元 ，发 放 率
100%。

本报记者 袁琛 摄

■ 本报记者 刘梦晓 通讯员 李丽莎

6月21日，在琼海市万泉镇西河
村万泉河畔绿橙基地，放眼望去满眼
绿意，一颗颗圆滚滚的橙子缀满枝
头，长势喜人。

“这片基地有100亩，再过两个
月，绿橙就成熟可以采摘了。”西河村
乡村振兴工作队队长、打赢脱贫攻坚
战副中队长罗亲斌细细查看绿橙长
势，喜悦地说。

2019年 2月，罗亲斌被琼海市

融媒体中心派驻万泉镇西河村，下
村后立即投身一线，带着帮助贫困
户脱贫摘帽的“军令状”，眼盯脱贫
攻坚任务按时完成的“倒计时”，手
持产业发展的“作战图”，立足西河
村实际，为群众谋划发展。

“只有有了产业，发展才能持
续。”罗亲斌说，下村后的第一件事，
就是为村里确定产业发展的方向。
乡村振兴工作队通过与琼海市农村
农业局沟通，对西河村的土壤进行测
试，结果显示西河村适合种植绿橙。

工作队又找到西河村农业带头人，与
他沟通协调发展绿橙，并创建绿橙种
植基地。

以发展乡村特色产业为抓手，
才能让更多的脱贫户端稳就业

“饭碗”。绿橙基地建立以来，共为
西河村 9 名有劳动能力的贫困群
众提供了就业机会，以“租金＋工
资”的形式实现每人每天120元的
务工收入，贫困群众经济状况显
著改善。

“在绿橙基地打工，离家近，每月

工资有3500元，生活比以前好过多
了。”西河村贫困群众黎秀琴说。

不仅如此，西河村乡村振兴工作
队还积极扩大种植产业，于去年5月
成立山柚合作社，种植面积达到120
亩，为有劳动能力的贫困户提供7个
岗位，每日工资130元，提高他们的
经济收入。

“罗队长工作起来不分昼夜，经
常住在村里，任劳任怨。”西河村委
会副主任符东桂告诉记者，罗亲斌
还常常为村“两委”出谋划策，使得

村“两委”工作和群众工作得以扎实
开展。

如今，经过近两年的努力，西河
村的产业帮扶渐见成效，贫困群众的
内生发展动力得到调动，形成了由

“输血式”扶贫向“造血式”扶贫发展
的良好局面。罗亲斌说，下一步，将
在万泉镇委镇政府的领导下，继续做
好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工作的有效
衔接，持续做大做强西河村的特色产
业规模。

（本报嘉积6月21日电）

琼海市西河村乡村振兴工作队队长罗亲斌：

发展产业让脱贫户端稳就业饭碗

白沙将建立健全田间废弃物
回收利用激励机制

本报讯（记者曾毓慧 通讯员熊文汇）日前，
海南日报记者从白沙黎族自治县生态环境局获
悉，2019年白沙通过加强农业面源污染防治、建
立垃圾分类和处理体系，有效促进土地安全利
用。按照规划，今年白沙还将实施农用地分类管
理，完成耕地土壤环境质量类别划定和分类清单
编制，建立健全农业投入品田间废弃物回收利用
激励机制。

为有效做好土壤环境保护工作，白沙印发实
施《白沙黎族自治县土壤污染治理与修复规划
（2018-2020年）》，积极推进土壤污染治理与修
复工作。尤其是通过加强农业面源污染防治、建
立垃圾分类和处理体系、严查涉重金属工业行业
等措施，使得白沙土地安全利用一系列举措得到
落实，垃圾减量化达25%。

下一步，白沙将加大民用新能源汽车推广力
度，整治企业“散乱污”现象，确保2020年底基本
消除“散乱污”企业污染问题；实施农用地分类管
理，完成耕地土壤环境质量类别划定和分类清单
编制，建立健全农业投入品田间废弃物回收利用
激励机制。同时，秉承“一张网”原则，白沙将整
合生态环境保护职能巡查工作，健全生态环境监
测和风险预防体系，坚决打赢蓝天、碧水、净土保
卫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