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日，在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
什运乡什统村的龙源种养专业合作
社，琼中县纪检监察干部深入基层，
了解合作社受疫情影响、生产经营、
企业用工等相关情况，并形成意见
建议反馈给相关部门。

据介绍，琼中县纪委监委围绕
“六稳”“六保”（指稳就业、稳金融、
稳外贸、稳外资、稳投资、稳预期工
作，保居民就业、保基本民生、保市
场主体、保粮食能源安全、保产业链
供应链稳定、保基层运转）做实监督
文章，全面落实各项任务，确保各项
决策部署落地生根，助力全县脱贫
攻坚、决战决胜全面小康。

本报记者 陈元才
通讯员 朱德权 图/文

琼中：
落实“六稳”“六保”
助力脱贫攻坚

中远
海运

中远海运多用途纸浆船系列项目总共建造20
艘，“中远海运鹏程”轮是第八艘，后续建造的12艘
多用途纸浆船也计划注册登记在“中国洋浦港”

年内争取 20艘船舶注
册在“中国洋浦港”，新增
200万载重吨

洋浦

从被动的“局外”人变成积极的
参与者，广大农民的主体意识不断增
强，渐渐内化出更高的精神追求。

上周末，琼中营根镇营根村文艺
队队长戴颜刚忙完地里的活，便拉着
队员们赶去村里的乡村大舞台。“得抽
空排练节目，县里一有活动就会邀请
我们担任表演嘉宾，到时候可不能丢
了咱村的脸。”说话间，18名农村妇女
迅速聚集站好队形，演绎娴熟的舞步。

别看都是“泥腿子”，她们可是琼
中各种文艺演出的“常客”，为营根村

捧回不少荣誉。
“以前一遇农闲，村民们只能聚

集闲聊。”戴颜告诉记者，原本成立文
艺队只是为了帮助村民“打发时间”，
县里、镇里有什么活动，可以上去显
显身手。没想到，这支队伍却让各村
的文化氛围越来越浓。

歌词灵感来自身边的家长里短、
风俗变迁，舞蹈动作均由团队自己设
计，就连表演道具也是就地取材的椰
壳、玉米秆等物件。这种自然而然的

“文化自觉”，成为农村精神文明建设

的重要载体，离不开的是当地政府和
帮扶干部的“推波助澜”。

“原先村里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
设欠账较多，群众参与文化活动的积
极性并不高。”驻营根村第一书记林
晖泽介绍，近年来，该村筹措资金完
善配套文体设施与活动场所，组织举
办“村晚”、拔河比赛等文体活动，同
时通过“群众点戏、政府买单”的形式
组织文艺队伍到村里演出，正吸引越
来越多村民从“关起门来看电视”转
变为“一起活动乐融融”，业余文化生

活得到极大丰富。
一手抓阵地建设，一手抓队伍建

设，类似于营根村的“种文化”举措，让
一颗颗乡风文明的种子在黎村苗寨生
根发芽。截至目前，琼中累计建成
116个乡村大舞台、102个村小组文化
室和100个农村书屋，扶持建立130
支黎族苗族传统文艺表演队、310支
健身舞蹈队和3000多名黎锦苗绣人
才，实现门常开、人常在、活动常有，于
润物细无声中激扬起向上向善的强大
精神力量。（本报营根7月15日电）

丰富精神文化生活，凝聚向上力量

比学赶超、争当模范，激发内生动力

7月6日19时许，琼中湾岭镇大
平村委会的会议室里灯亮如昼，村民
们陆续进门签到，将会议室挤得满满
当当。

这一天是第188期海南省脱贫
致富电视夜校播出的日子，让大平村
党支部书记王桂荣欣喜的是，大伙上
课学习的主动性日渐高涨，不用村干
部们再“三催四请”。

“看电视夜校学到经验后，我租
下500株橡胶树精心照料，现在出胶

情况很不错。”大平村脱贫户王积书
告诉海南日报记者，尝到了学习带来
的“甜头”，如今他几乎每逢电视夜
校、技能培训必参加，也凭借着这股
干劲在量化考核中屡获高分。

王积书口中的“量化考核”，是指
琼中于2019年11月开始实施的“扶
贫对象产业项目利益联结”机制。

每个月，琼中各村委会、帮扶干
部都会针对贫困户参与电视夜校、各
类技能培训、环境卫生整治及发展生

产等情况进行考评，考评结果直接与
扶贫产业项目的利益分红挂钩。在
王桂荣看来，这一机制不仅有效改善
扶贫对象的“等靠要”思想，更将脱贫
攻坚工作与培育向上向善乡风有机
结合。

整日抱着酒瓶不撒手，家中又脏
又乱……59岁的脱贫户王文裕曾是
大平村家喻户晓的“酒鬼”“懒汉”。

“你再这样下去，分数扣光了，年底的
分红可就没了。”不久前，王文裕在大

平村开展的首次量化考核中排名垫
底，帮扶干部们的一番劝诫，让他幡
然醒悟。

“前两天去他家，房前屋后都打
扫得干干净净，听说参与义务劳动能
加分，还提出要报名参加呢！”王桂荣
说，除了量化考核机制，大平村还充
分利用村规民约与道德“红黑榜”创
评活动，向高价彩礼、人情攀比、薄养
厚葬等乡村陋习“开刀”，逐步探索出
一条行之有效的乡村治理新路径。

琼中建立正向精神激励、物质奖励和反向约束机制，推进乡村治理

文明乡风徐徐来 美丽乡村处处新

■ 本报记者 李梦瑶
通讯员 陈欢欢

干净整洁的新式
民居前，绿油油的百香
果藤蔓从棚架垂落。7
月9日中午，琼中黎族
苗族自治县长征镇潮
村什马村民小组脱贫
户陈启华刚刚完成村
里的环卫保洁工作，便
迫不及待地回家侍弄
起自己的“小花园”。

“老陈，今天不去
买彩票啦？”“我早就戒
了，还不如好好赚钱来
得踏实。”陈启华的责
任帮扶人王成美“掐着
点”上门，心里欢喜得
很——过去沉迷于打
麻将、买彩票的“懒汉”
陈启华，如今身有所
栖、心有所寄，精神面
貌焕然一新。

陈启华的转变，并
非一蹴而就。近年来，
琼中以推动乡风文明
促脱贫为切入点，不断
创新文化活动载体、推
进文化阵地建设，通过
建立正向精神激励、物
质奖励和反向约束机
制，正于润物无声中让
众多黎村苗寨实现物
质富有和精神富足齐
头并进。

构建利益联结机制，驱动思想转变

“村里的路好像变宽了。”几天
前，长期在外务工的琼中和平镇长沙
村村民林娥开车返乡时说。沿着干
净平坦的村道继续行驶一段后，林娥
发现，原来是过去占道的垃圾、杂物
被清理了，让路面显得宽敞起来。

而在长沙村村民林开新的记忆
里，这一变化早在2016年便已悄然
发生。

“村里进行危房改造和厕所改造，
还完善了排污管网等其他基础设施配
套，环境一点点变美，大伙儿渐渐也就

不好意思再乱丢垃圾了。”指了指家门
口悬挂着的“文明卫生户”牌匾，林开
新骄傲地说，他们家在村里开展的卫
生环境评比中连续7个月“考”进90
分，“觉得脸上特有光！现在每天起床
第一件事就是打扫卫生。”

村小组与村小组互评，村民与村
民互评，长沙村通过建立常态化、周
期性的环境卫生评比机制，引导村民
从被动接受到比学赶超、争当卫生模
范，仅在2019年便涌现出3个县级
文明家庭、2个县级五星级文明卫生

户、1个省级文明家庭和1户全国“最
美家庭”。

在琼中县委宣传部派驻长沙村
第一书记凌大彪看来，村庄和美的背
后，彰显的正是民心齐聚。

“乡亲们心齐了，啥事都好办。”
和平镇堑对村垃圾收集员陈明文告
诉记者，堑对村于2019年7月启动
农村生活垃圾分类试点工作，原以为
这是块难啃的“硬骨头”，让他颇感意
外的是，不到半年时间，村里的垃圾
分类合格率便达98%，生活垃圾减

量50%至60%。
村民们之所以愿意配合，得益于

村庄环境的有效治理。
“我们累计整合投入6亿元，全

面开展‘三清两改一建’村庄清洁行
动，完善农村人居环境整治规划，成
功创建文明生态村544个，实现了自
然村全覆盖。”琼中县委宣传部副部
长林璐飒坦言，人居环境的改善让群
众获得感得以增强之余，也让他们在
潜移默化中肩负起乡村治理的主体
责任。

走向我们的 康康生生小小 活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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屯昌县基层团干
能力提升培训班开班

本报海口7月15日讯 （记者贾磊 通讯员
吴一怡 林小丹）2020年屯昌县基层团干能力提
升培训班7月15日上午在海口市开班。培训班
针对该县70位基层共青团干部，进行为期3天的
封闭式培训。

据介绍，此次培训目的在于深入学习贯彻党
的十九大、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认真贯彻新时代
共青团的建设总要求，培养政治强、思想强、能力
强、担当强、作风强、自律强的团干部队伍，进一步
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
护”，当好党的助手和后备军，着力提升组织力、引
领力、服务力，团结引领广大团员青年在“我为加
快推进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作贡献”活动中展现
青春风采、作出积极贡献。

此次培训由共青团屯昌县委主办，海南日报
文化教育发展有限公司承办。培训班目的在于结
合专题教学、现场教学、知识测评、实操教学等多
种教学模式，切实提高干部的工作能力及其他方
面的综合能力。

我省深水网箱养殖
产值约11.4亿元

本报海口7月15日讯（记者傅人意）海南日
报记者7月15日从省农业农村厅获悉，截至目前，
全省共发展深水网箱养殖水体631万立方米，折算
为40米周长标准型号（按611立方米/口计算）深
水网箱共10324口，生产优质的金鲳鱼、军曹鱼、
石斑鱼等海水鱼4.38万吨，产值约11.4亿元。

今年1月，我省多部门联合印发《关于进一步
做好全省水产养殖清退整改工作中渔民转产转业
养殖用海审批和海域使用金征收工作的意见》，明
确沿海市县政府可以采用申请并依法批准的方式
向当地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出让渔业养殖用海
使用权，可以根据其转产转业和生计困难的实际
情况，确定用海面积、海域使用年限和是否减缴或
免缴海域使用金，进一步鼓励禁养区清退渔民发
展深水网箱养殖产业。

在财政资金支持上，我省按照《海南省深水抗
风浪网箱养殖项目管理办法》，利用原农业部中央
渔业油补专项转移支付资金6000万元扶持三亚、
陵水、昌江、临高、澄迈等市县新建深水抗风浪网
箱项目。

海南金融系统举办
自由贸易港知识竞赛
全省55家金融机构参与

本报海口7月15日讯（记者王培琳 通讯员
彭一鑫）7月14日晚，由省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主
办，农行海南省分行承办的“农行杯”海南金融系统
自由贸易港知识竞赛在海口举行并同时完成节目
录制。本次比赛全省共有55家金融机构参与。

此次竞赛活动主题为“普及自贸港知识，展现
金融新作为”，目的在于引导全省金融系统广大干
部职工学习贯彻《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总体方
案》，有力推动金融系统抢抓新时代发展机遇，提
升我省金融服务水平。

竞赛共吸引来自银行、保险、证券等行业的
55家金融机构165人报名参赛，全面展示了我省
金融系统职业风采以及对自贸港知识的掌握和学
以致用的能力。

本报讯（记者林书喜 特约记者
郝少波 通讯员罗其才）7月15日上
午，中远海运62000吨多用途纸浆船
N1005交付命名仪式在大连中远海
运重工造船厂举行。这是继6月12
日首艘“中国洋浦港”船籍港货轮——

“中远海运兴旺”轮交付使用后，第二
艘注册在“中国洋浦港”的船舶，该轮
被命名为“中远海运鹏程”轮，当天它
将开始首航，前往珠海装载纸浆厂设
备，运往巴西。

“中远海运鹏程”轮船东、洋浦中
远海运特种运输有限公司总经理张维

伟表示，该公司的两艘新建船舶能够
成为“中国洋浦港”所注册的前两艘国
际航运船舶，自己感到十分荣幸。该
公司在办理船舶注册各个业务环节当
中，得到了洋浦经济开发区的大力支
持和帮助，特别是在短时间内办理了
船舶证书，体现了海南自贸港建设的
速度和效率。“相信公司在海南洋浦工
委管委会的支持和帮助下，能够发展
得更好，公司下一步也将把更多的船
舶注册到‘中国洋浦港’。”张维伟说。

中远海运集团两家船舶运输公司
相继落户洋浦，将推动洋浦航运要素

加快集聚，加速打造区域国际集装箱
枢纽港，极大提升“中国洋浦港”船籍
港的国际声望，有力推动西部陆海新
通道国际航运枢纽尽早成型成势。

在交付命名仪式现场，洋浦工委
书记周军平表示，海南自贸港国际船
舶登记制度是所有自贸港政策中率
先落地实施的政策，这对洋浦建设西
部陆海新通道国际航运枢纽具有重
大现实意义，对于海南自贸港建设历
程来说，更具有特殊的标志性意义。
洋浦愿进一步与中远海运特运公司
加强合作，充分运用好洋浦国际船籍

港等各项航运政策，在洋浦注册更多
的船舶、开通更多的航线，共享自贸
港发展机遇和政策红利，共同推动双
方合作结出更加丰硕的成果。

“作为‘母港’，洋浦一定会当好最
坚强的后盾，为中远海运特运公司提供
最优质的服务，给予最有力的支持，共
同开辟航运事业的新局面。”周军平说。

据了解，中远海运多用途纸浆船系
列项目总共建造20艘，“中远海运鹏
程”轮是第八艘，后续建造的12艘多用
途纸浆船也计划注册登记在“中国洋浦
港”。洋浦交通运输与海洋局副局长邵

晋宁表示，年内争取20艘船舶注册在
“中国洋浦港”，新增200万载重吨。

今年以来，中远海运集团加大了在
海南的产业布局力度。7月3日，中远
海运能源公司与洋浦管委会签订投资
协议，在洋浦保税港区投资注册设立海
南中远海运能源运输有限公司，将新造
船和条件成熟的营运船注入新公司，这
是自中远海运特运公司之后，中远海运
集团旗下第二家将新建船舶注册在“中
国洋浦港”的子公司，这也是中远海运
集团落实海南自贸港建设重大国家战
略的又一举措。

第二艘“中国洋浦港”船籍港货轮交付使用

海南白蝶贝省级自然保护区
管护站在临高挂牌成立

本报讯（记者张惠宁 通讯员吉洋洋）日前，
海南白蝶贝省级自然保护区管护站在临高东英镇
美夏村挂牌成立，将对当地周边海域343平方公
里水域进行全面监管。

据了解，白蝶贝属于国家级水生野生保护动
物，目前已列入国家二级保护水生野生动物名录，
是我国的重点保护贝类之一。海南白蝶贝省级自
然保护区于1983年经广东省人民政府批准成立，
2012年海南省政府对白蝶贝省级自然保护区进
行调整。调整后的白蝶贝省级自然保护区范围为
神确村至红古岛对开25米等深浅以内水域，总面
积为343平方公里。

海南白蝶贝省级自然保护区管护站副站长庞
鸿岩介绍，成立管护站、建立白蝶贝保护区管护长
效机制，对海洋生态环境的改善和保护有着重要
作用。

平安银行海口分行
助力海南自贸港建设
上半年离岸跨境交易量增219%

本报海口7月15日讯（记者王培琳 通讯员
吴泽慧）海南日报记者7月15日从平安银行海口
分行获悉，该行截至今年6月末，贸易融资业务较
去年同期交易额增长60%，上半年离岸跨境金融
交易量较上年增幅达219%。

平安银行作为国内4家具备离岸牌照的银行
之一，可向企业发放包括内保外债等低成本离岸
贷款，引导企业境内授信境外放款，有效降低企业
融资成本。在离岸金融方面，平安银行可满足企
业境外发债需求。利用平安全牌照优势，通过平
安银行备用信用证担保，香港平安证券承销，为自
贸区内优质企业发行境外债券，投资人为海南各
家银行FT账户及境外投资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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