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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习霁鸿 通讯员 莫招君

6月23日傍晚，在海口市三江镇
江源村，日头渐渐落下山坡，饱餐一
顿的羊群踏上归途。眼看着最后一
只羊进了羊棚，59岁的江源村村民
王宏操起扫帚、簸箕，顺着道路清扫
羊粪，“村子就是我们村民的家，环境
要搞漂亮点，不然我们都不好意思。”

环顾江源村，田里的作物翻起滚
滚碧浪，村里的水泥路干净平坦，硕
大的波罗蜜挂在枝头，景色美不胜
收。除了维护村里的环境，每回进
屋，王宏和家人还会换上拖鞋，将白

色地板保持干净锃亮。很难想象，就
在去年，王宏还常常因为家附近环境
脏乱，而被邻居投诉。

原来，因为残疾，王宏于2016年
被纳入建档立卡贫困户。为了帮助
其脱贫，同年，当地政府为王宏买了
9只羊，又帮他在房子旁边盖起一间
羊棚。脱贫心切的王宏起早贪黑，把
羊照顾得妥妥帖帖。靠着养羊和种
植，2017年底，王宏脱了贫。

脱贫后，王宏信心更足了，不断
扩大养殖规模，最多时饲养40多只
羊。王宏心里高兴，羊儿过得舒坦，
邻居们却怨言不少。原来，不断壮

大的羊群在外出吃草时，总会沿途
留下许多排泄物，王宏从不及时清
理，邻居不但看着糟心，闻着味道也
受不了。

为了这事，江源村委会主任饶建
华、乡村振兴工作队队长李刚钢等人
常常去找王宏谈心：“老王啊，环境保
持干净整洁，人才会过得舒心。”然
而，由于从小在农村长大，王宏早就
见惯了家禽家畜遍地排泄，不愿意费
事打扫。

一回说不通，村干部就一回又一
回地往王宏家跑。在这个过程中，王
宏的思想渐渐有了转变。再加上，王

宏从扶贫夜校里了解到，卫生环境也
会影响家畜家禽的健康状况。

慢慢地，王宏变了。每回羊一入
棚，他便跟在后头打扫卫生，从羊棚
到山坡的一公里路，沿途都被他打扫
得干干净净。在他的影响下，妻子杨
玉清也开始每天打扫家里和房屋周
边。“别说邻居，现在我们自己也觉得
舒服多了。”杨玉清笑道，“而且，环境
搞好之后，我们的羊也少生病，省下
不少买药治病钱，卖的价格也更好。”

“以后就算不养羊了，我们也要
搞好卫生。”倾倒完羊群排泄物，王宏

“嘿嘿”一笑，如此说道。

李刚钢告诉海南日报记者，为有
效解决贫困群众内生动力不足、脱贫
意识不强和陈规陋习严重等问题，江
源村委会一直把治懒散、治“酗酒”、
治私彩、治浪费、治不孝、治脏乱等

“六治”工作作为一项重点工作推进，
村干部通过宣传、谈心、引导、张贴

“红黑榜”等方式，扭转群众思想，助
力脱贫攻坚。

“如今，江源村16户建档立卡贫
困户已经全部脱贫，正在努力奔小康
呢！”站在王宏的羊棚前，李刚钢自豪
地说道。

（本报海口6月23日讯）

海口江源村推进“六治”工作,助力脱贫攻坚

观念一转气象新

决战决胜脱贫攻坚

上海世外附属海口学校
计划明年9月投用
可提供4360个学位

本报海口6月23日讯（记者计思佳）海南日
报记者6月23日从上海市世界外国语中学附属
海口学校项目代建单位上海临港集团（海南）科技
城管理有限公司获悉，该校计划明年9月投入使
用，包括一所12年一贯制学校和一所3年制幼儿
园，可提供4360个学位。

据悉，上海世外附属海口学校项目位于海口
市美安大道以西、规划十六路以南，由海口市政府
投资建设，系省重点项目。该项目用地面积
144.14亩，总建筑面积11.56万平方米。

按计划，该校将在双语幼儿园设18个班级、
在双语小学设36个班级、在双语初中设18个班
级、在双语高中设18个班级，并结合实际情况，增
设国际班16个班级，共计106个班级，可提供学
位4360个。

该校将努力探索创新海口市“公办教育、品牌
管理”模式，深化教育综合改革，增强办学活力与
效益，提升教育品质。生态椰城

添新绿
6月23日，在海口西海

岸南片区公园示范区现场，
工人们在种植绿植。

据了解，海口西海岸南
片区公园项目位于海口市秀
英区长新路和长海大道交汇
处，总规划面积约 1118.85
亩，规模和海口万绿园相
当。该项目将打造集“河、
洲、林、巢”四大核心景观于
一体的复合型生态地标级综
合公园。

本报记者 李天平 摄

屯昌车展暨新能源汽车
下乡推广活动收官

本报讯（通讯员蔡锡葵）近日，为期3天的
2020屯昌车展暨新能源汽车下乡推广活动在屯
昌农博城广场闭幕。车展展出多种车型供百姓体
验挑选，同时推出幸运抽奖和屯昌特色产品展销
等一系列现场活动，以实际行动惠民便民。

本次车展汇集了日产、起亚、传祺、大众等10
余个汽车品牌，展会上丰富的车型和突出的性价
比，满足了观展民众多样化的购车需求。

针对本次车展，参展的汽车经销商制定一系
列促销方案，售车价格十分优惠，吸引广大民众前
来观展。据统计，此次车展现场成交汽车近20
辆，意向购买者逾百人。

本次车展由屯昌县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海南
日报报业集团联合主办，海南智海方舟公关顾问
有限公司、海南智海联合会展有限公司共同承办。

本报海口6月23日讯（记者昂颖）为学习贯
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宣传思想战线不断增强脚
力、眼力、脑力、笔力的重要指示精神，6月23日
下午，由中宣部、中央网信办、国家广电总局、中国
记协组织开展的第六届“好记者讲好故事”巡讲活
动以网络直播形式“全国开讲”。我省在海口特设
分会场，组织省内新闻工作者、高校师生和基层干
部群众代表集中收看；省内各新闻单位采编人员
通过网络电视、手机视频等方式收听收看。

直播中，新华社国内部央采中心记者武笛、
解放军新闻传播中心记者纪梦楠等14位来自
中央和地方新闻单位的优秀记者进行演讲。他
们结合自身采编工作，通过一个个鲜活感人的
故事，展示了近年来党和国家工作取得的伟大
成就，展示了各个行业、各条战线涌现出的先进
人物和普通百姓蓬勃向上的精神面貌，展示了
广大新闻工作者自觉践行增强“四力”要求，努
力创作更多沾泥土、带露珠、冒热气的新闻作品
的职业追求。

“在今后的新闻工作中，我要继续用百姓视角
讲好百姓故事，大力弘扬家国情怀，为海南自贸港
建设助力添彩！”海南广播电视总台交通广播记者
马梦梦感慨。

我省广大新闻工作者表示，要向巡讲团成员
学习，深入基层，深入群众，坚守正义，在实践中增
强“四力”，做接地气、有温度的好新闻，为做好党
的新闻舆论工作作出应有贡献。

第六届“好记者讲好故事”全国直播
“云开讲”

深入践行“四力”
讲好“中国故事”

自2016年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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澄迈县共完成 4 类重点对象危房改
造 2840户。

其中，今年以来，澄迈县危房改造动
工及竣工 136户，已 100%完成任务目标

澄迈对能够在政
府规定时间完成危房
改造的农户，分别给
予 1万元奖励

2
■ 本报记者 余小艳 通讯员 王家专

“看，这新房多敞亮！房子刚建
好，我们就迫不及待地收拾干净，搬
了进来。”6月23日上午，澄迈县金江
镇名山村村民黄树堂高兴地向海南
日报记者介绍。

原来，黄树堂于2016年被纳为
建档立卡贫困户，当年政府扶持其养
殖4头小黄牛，助他脱贫。黄树堂悉

心照料牛群，如今已发展至10头黄
牛，如期实现脱贫。今年3月初，黄
树堂居住多年的砖木结构瓦房因房
屋结构发生变化，被第三方鉴定机构
鉴定为危房。3月23日，澄迈县农村
危房改造集体动工，黄树堂的房屋就
在其中。

“房子3个月建设完工，一点没
耽误，我刚卖了两头黄牛，打算添几
件新家具，把新家装饰一番。”黄树堂

说，在房屋建设过程中，当地干部、帮
扶责任人等几乎每天上门跟踪施工
方建设进度，把关质量，帮助其很快
便住进了新房。

澄迈县危改办主任王钊介绍，澄
迈把农村危房改造工作作为脱贫攻
坚“三保障”的一项重要工作，为了保
障贫困户住房安全，让贫困人口不住
危房，3月初，该县委托第三方鉴定
机构对全县4类重点对象住房重新

进行鉴定，符合条件的一户不落，全
部列入改造行列。

为了加快推进危房改造进度，澄
迈县对纳入改造计划的对象全部安
排县机关单位干部“一对一”进行结
对帮扶，明确帮扶人的责任，在思想
动员、备料开工、工程进度、资金拨
付、竣工入住等各环节跟踪服务到
位。并多次举办农村建筑工匠培训
班，提高工匠技能和水平。同时，对

能够在政府规定时间完成危房改造
的农户，分别给予1万元奖励，极大
激发了贫困户危房改造的积极性和
主动性。

自2016年至今，澄迈县共完成
4 类重点对象危房改造 2840 户。
其中，今年以来，澄迈县危房改造
动工及竣工 136 户，已 100%完成
任务目标。

（本报金江6月23日电）

澄迈今年危房改造动工及竣工136户，100%完成任务目标

搬进敞亮屋 心里更亮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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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为什么要参加医保？缴了费却
没用到是不是亏了？

答：我们每个人都面临着不确定的
健康风险，医保就是用来防范化解医疗
费用风险的。基本原则是互助共济，健
康的人帮助生病的人，大家每人都拿出

一小部分钱放到一起，汇成一个大的基
金池，给有需要的人用，也就是“我为人
人，人人为我”。以前没用到医保，不代
表以后都用不到，只要参加了医保，在生
病需要用钱的时候，就可以获得医保的
保障，用的就是这个基金池中大家一起
出的钱。

也有人仗着自己年轻，觉得身体好
不需要参加医保，殊不知这样有可能蒙
受巨大损失。比如包工头小王拒绝参加
医保，去年得了癌症，结果全部自费，四
处借钱，掏了20多万元，事后一算如果
参加医保，可能只需要掏几万元。所以
参加医保绝对不亏。

问：基本医保有哪些类型？如何选
择适合自己的医保？

答：基本医保是面向我国所有公民
的，无论有没有工作，都能参加医保。目
前我国基本医保有两种：职工基本医疗

保险、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
职工医保主要面向单位的职工，如

果有正式工作，就能够在单位参加职工
医保；进城务工的农民工也有权参加职
工医保，只要是有就业单位、签订劳动合
同并与企业建立稳定劳动关系的劳动
者，用人单位应依法按照国家规定明确
缴费责任，为其参加职工基本医疗保险。

如果不是单位职工，参加医保有两
个选择：一是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
险，能够在个人缴费基础上享受财政补
助；二是职工医保，即灵活就业人员的职
工医保，按照《社会保险法》第二十三条
第二款规定，以个人身份参加职工基本
医疗保险，由个人按照规定缴纳基本医
疗保险费。

大家可以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和
需求，自行选择参加职工医保还是居民
医保。

问：职工医保和居民医保有什么区
别？

答：首先，缴费多少不同。职工医保
每月缴费一次，居民医保每年缴费一次；
累计算下来，职工医保每年缴费更多。

其次，享受待遇不同。职工医保缴
费多，享受的待遇也比居民医保高一些，
如报销比例高一些，以及个人账户可以

用来在门诊看病、药店买药等。
最后，职工医保在缴纳规定年限后

能够享受退休免缴待遇。居民医保不存
在免缴待遇，每年必须按时缴费才能够
享受待遇。

问：城乡居民医保还有国家补贴！
这项“福利”大家知道吗？

答：城乡居民医保，实行政府补贴和
个人缴费相结合的筹资机制。与个人缴
费相比，在整个居民医保的筹资结构中，
财政补贴占大头。2017年国家对每位
参保人补贴了450元，2018年国家对每
位参保人补贴了490元，2019年国家对
每位参保人补贴了520元。

所以有些人2019年参加居民医保
时，虽然个人缴费为250元，但最终的医
保参保费用至少有770元（部分地区缴
费和政府补贴的钱数更高，770元是最
低线），可以说个人实际只缴纳了较小比

例，国家在帮助居民参保方面投入更大。
问：有些企业把节省经费的脑筋动

歪了，在招人时会表示每月多发工资，就
不为员工缴纳基本医疗保险了。这样可
以吗？

答：坚决不可以！
首先，用人单位有为职工缴纳职工

医保的法定义务。根据《社会保险法》，
所有用人单位，包括企业（国有企业、集
体企业、外商投资企业、私营企业）、机
关、事业单位、社会团体、民办非企业单
位及其职工，都要参加职工基本医疗保
险，不为员工缴纳医保是违法的！

其次，如果不缴纳医保，就会无法享
受医保保障，如果职工生了重病，无法享
受医保待遇，个人损失绝不是多发一点
工资能弥补的。所以，绝不应同意老板
不缴纳医保的想法。

（策划 撰文\晓原）

医保政策问答：参保缴费
海南省医保政策宣传第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