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昌江全力推进
清洁能源产业园建设

本报讯（记者林书喜 特约记者林朱辉 通
讯员钟玉莹）清洁能源产业园是昌江黎族自治
县精心谋划、围绕昌江核电项目打造千亿级产
业集群的重点园区。近日，昌江召开会议，研究
部署清洁能源产业园招商引资工作，全力以赴
推进清洁能源产业园建设，打造国际级海南清
洁能源产业园，为海南自贸港建设作贡献。

会议指出，建设海南自贸港的重大历史机
遇，给海南清洁能源产业带来广阔的发展前
景。核电及其关联产业是高新技术产业，对昌
江长远发展至关重要，昌江县委县政府将全力
支持推进清洁能源产业园建设。

昌江县委书记黄金城表示，该县分管领导
及相关职能部门要全力以赴，加强与企业协调
对接，竭力为企业服务，全面做好各项前期工
作，全力推进招商引资各项工作，争取项目尽早
落地开工建设。要做好园区规划工作，加快推
进园区规划论证工作，合理安排园区空间布局，
调整园区政策，推进极简审批。要加快核电二
期和小堆项目建设，确保项目早日建成，为海南
打造清洁能源岛提供能源保障。要加快完善园
区基础设施建设和产业配套政策，争取尽快将
海南清洁能源产业园区纳入自贸港建设重点园
区。要发挥“一天当三天用”的精神，以超常规
举措推进重点项目招商引资工作，确保项目尽
早落地见效。

项目建设

据昌江教育局有关负责人介绍，
2020年春季学期，昌江有533名建档
立卡贫困学生、低保学生，共发放特惠
性义务教育补助116万元。该县教育
部门还积极联系中国电信、中国移动、
中国联通，为贫困学生疫情期间在家线
上学习资助宽带流量费，解决了贫困学

生的后顾之忧。通过开展“四个一”关
爱体系帮扶活动，对38名无法随班就
读的残疾学生及时实施送教上门活动。

今年昌江4类危改对象有97户（含
省任务15户），其中建档立卡59户。截
至目前，97户危改工程已全部竣工并搬
迁入住。昌江还为4077户建档立卡贫

困户到期续缴家庭人身意外保险，总金
额 61 万元；为建档立卡贫困人口
2.3394万人全额代缴参保，参合金584
万元，全面落实“先诊疗后付费”“一站
式”结算服务。

“今年昌江投入1379万元实施1
宗水利渠道项目、7宗农村饮水安全

工程，投入520.9万元建立农村饮水
工程年度维修养护资金，委托第三方
运行管护机构对农村饮水安全设施
设备进行维修养护，全面做好饮水工
程水质保障工作，保障农村饮水安
全。”昌江扶贫办主任陈学良告诉海
南日报记者。

兜牢底线 解决“两不愁三保障”突出问题

今年春季学期为533名建档立卡贫困学生、低保学生发放特惠性义务教育补助 116万元

今年有4类危改对象97户，目前相关工程已全部竣工并实现搬迁入住

为建档立卡贫困人口23394人全额代缴参保，参合金584万元

继续实施贫困户家庭年经营性纯收入超过4000元，奖励 1000元用于发展产业的奖励政策

截至目前共举办职业技能培训班48期，培训农村劳动力4834人次，其中贫困劳动力2978人次

今年共举办线下消费扶贫活动 16场、直播带货活动5场，扶贫产品累计销售 747万元，受益贫困户884户（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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昌江开展新一轮交通秩序整治行动

助力创建全国文明城市
本报讯（记者林书喜 特约记者林朱辉 通

讯员钟文）海南日报记者日前从昌江黎族自治
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获悉，昌江决定从本月
起至今年年底，用半年时间，开展新一轮交通秩
序整治行动。

昌江自开展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作以来，
将创文工作与“四爱”卫生健康大行动及社会文
明大行动形成“组合拳”，城乡环境面貌及交通
秩序得到很大改善，但闯红灯、乱穿马路，非机
动车逆行、乱停乱放等交通乱象仍时有发生。
为此，本次在全县范围内开展的新一轮交通秩
序整治行动，重点包括：行人随意横穿马路、翻
越隔离护栏等交通违法行为；驾乘摩托车、电动
车不按规定车道行驶、不戴安全头盔、闯红灯、
逆行、乱停乱放等交通违法行为；酒驾、醉驾、毒
驾、无证驾驶、未按规定让行等重点交通违法行
为；持有通行证的渣土车、混凝土搅拌车、载货
汽车及三轮车不按规定的时间在城区道路通
行，以及其他交通违法行为。

交通整治

昌江公安查处一起
非法采砂案件

本报讯（记者林书喜 通讯员陈泽宏）近
日，昌江公安局叉河派出所快速查处一起非法
采砂案件，依法对3名非法采砂人员予以行政
拘留10日的处罚。

据悉，2020年7月11日，昌江公安局叉河
派出所民警在叉河镇唐村周边进行例行巡查
时，发现河边有非法采砂的痕迹。通过现场勘
查及对周边排查，民警依法将3名违法行为人钟
某文、符某证、符某正口头传唤至该派出所询
问。据钟某文、符某证、符某正等人交代，他们在
昌江叉河镇唐村青山沟河道内使用柴油抽砂机
抽取、盗窃河砂。

海南日报记者还了解到，为了规范采砂管
理秩序，严厉打击非法采砂、囤积倒卖河砂等违
法犯罪行为，切实维护河道及生态安全，近日昌
江发布通告，严厉打击非法采砂、运砂等行为。

通告称，违反《海南省河道采砂管理规定》
第二十四条等规定的，除了扣押作业船舶、机具，
没收违法所得，还将处以罚款；情节严重的，没收
违法采砂作业船舶、机具和违法所得，吊销河道
采砂许可证；给他人造成损失的，应当依法承担
赔偿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快查快处

昌江直播带“土货”
吸引23万人次观看

本报讯（记者林书喜 特约记者林朱辉 通
讯员钟玉莹）近日，由省商务厅主办的“6·18”电
子商务大型直播促消费活动颁奖仪式在海口举
行。昌江黎族自治县在此次活动中表现突出，被
省商务厅授予“优秀组织奖”。

据悉，此次“6·18”活动以“寻味海南”为主
题，以市县竞售为特点，省商务厅和18个市县
领导携86家本省企业，先后在主会场“超级直
播间”推荐各自特色产品，观看人数超过400万
人次，售出120万单商品，销售额1.1亿元。

昌江在此次直播活动中吸引了23万人次
观看，1个小时内售出357件农产品，其中霸王
岭土鸡、土鸡蛋、竹稻米等特色农产品备受消费
者喜爱。此次直播活动在打响昌江特色产品品
牌的同时，有效地助力农户增收。

电商直播

昌江兜牢民生底线，强化帮扶措施，激发内生动力

实打实“摘穷帽”心交心“移穷志”
■ 本报记者 林书喜 特约记者 林朱辉

■ 本报记者 林书喜
特约记者 林朱辉 通讯员 钟玉莹

为抓好“六稳”“六保”工作，昌江
黎族自治县大力推动扶贫小额信贷工
作。近日，在该县有关部门的积极推
动下，海南昌江长江村镇银行向昌江
海尾镇五大村整村授信5000万元，支
持当地农村发展哈密瓜产业，助力农
民增收，脱贫致富奔小康。

据五大村党支部书记符瑞祥介
绍，五大村从2016年开始规模化种植
哈密瓜，到今年全村种植的面积达
3800多亩，有一半的村民盖起了“哈密
瓜楼”，开上了“哈密瓜车”。为了帮助

五大村做大哈密瓜产业，进一步助推
乡村振兴战略实施，昌江长江村镇银
行决定向五大村授信5000万元。村
民通过村委会的核实，获得“信用农
户”证明后，便可直接申请信用贷。

2017年，五大村建档立卡贫困
户吴德积极响应政府号召，种了10亩
哈密瓜。可是，种瓜前期投入的费用
很多，而他最缺的就是资金。于是，经
过村“两委”干部的介绍，昌江长江村
镇银行给吴德办理5万元贷款，利息
由政府支付，解决他的启动资金难
题。在吴德的精心管理下，每年卖瓜
后除掉成本，他有近6万元的收入，从
而脱贫致富。今年盖的两层楼房已开

始装修，年底便可入住。
“很感谢长江村镇银行及时给我

贷款，解决了种瓜的资金难题，让我靠
种哈密瓜脱了贫。”吴德说，哈密瓜种
植投入相对较高，尤其是第一年包括
地租、大棚、农资等成本每亩要2万
元，后期每年也要7500元，因此，今年
他特地申请了10万元信用贷款。

“这次整村授信后，村民贷款更方
便了。”符瑞祥说，以前村民贷款需要3
户联保，每户最高贷款10万元，现在单
户就可以申请贷款，而且额度更高。今
后村民每年只需将自家的哈密瓜种植
面积上报给村委会，由村委会和昌江长
江村镇银行的信贷员实地核实后，根据

实际面积向农户发放信用证，村民凭信
用证就可到镇里的营业网点申请贷款。

据介绍，现在村民直接拿信用证
就可申请贷款，年利率8.5%，10万元
以内政府贴息，农户实际支付的利率
为0.5%，额度超出部分则由村民全额
付息。五大村村民种植的哈密瓜基本
都在10亩左右，因此多数村民每年的
贷款额度均在10万元以内，在享受政
府贴息政策后，融资成本很低。目前，
已有90多户农户申请了贷款。

符瑞祥告诉海南日报记者，因为
农户们都比较讲信用，大都能提前还
款，因此长江村镇银行发放贷款的力
度也加大，从而带动了五大村哈密瓜

产业的发展，村民的日子也越过越好。
“今后，我们将进一步创新贷款模

式，大力发展整村授信业务，服务昌江
‘三农’经济。希望做到全县全覆盖，使
更多的农民朋友享受到政府普惠金融
政策，让农民朋友的钱袋子鼓起来。”昌
江长江村镇银行负责人万瑞祥说。

据悉，今年上半年，昌江各金融机
构累计发放农民小额贷款50万元以下
和农民专业合作社贷款100万元以下
的放贷额逾1.99亿元，其中10万元以
下的放贷额逾1.14亿元，受益的农户达
2161户，切实解决了农户生产资金短
缺的难题，最大程度减少疫情对农业生
产的影响。 （本报石碌7月28日电）

昌江创新小额信贷模式，服务五大村“三农”经济

引来金融“活水”浇灌致富瓜田

7月28日上午，昌
江黎族自治县新一轮扶
贫励志培训班开班。这
是昌江加快落实中央和
省有关部署要求，决定
在全县贫困群众中开展
的扶贫励志教育活动。
活动将引导群众讲文
明、爱卫生，克服“等、
靠、要”思想，进一步激
发群众脱贫内生动力。

2020年是决胜全
面建成小康社会、决战
脱贫攻坚之年。昌江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为指导，贯彻落实党
中央、省委脱贫攻坚决
策部署，坚持问题导
向，以“两不愁三保障”
为底线目标任务，统筹
推进新冠疫情防控和
脱贫攻坚工作，为年底
打赢脱贫攻坚收官战
奠定坚实基础。

扶贫要扶智，更要扶志。
昌江严格按照精准扶贫、精准脱

贫的要求，在贫困村和贫困群众中开
展扶志扶智教育活动，进一步激发贫
困群众脱贫内生动力，增强贫困户脱
贫奔小康的奋进感、参与感和认同
感，确保贫困群众思想观念明显转
变、自我发展能力明显提升、干事创
业积极性主动性明显增强、生活水平

进一步提高，为确保打赢精准脱贫攻
坚战奠定扎实基础。

在通过培训激发贫困群众脱贫
内生动力的同时，昌江开展“创业脱
贫致富之星”“脱贫之星”评选活动，
树立身边脱贫致富的榜样。

与此同时，昌江还深入推进“治
懒散”“治酗酒”“治私彩”“治浪费”

“治不孝”“治脏乱”的“六治”专项活

动，安排六治转化指导员105人，持续
强化“红黑榜”警示教育。对“六治”
对象，昌江通过举办封闭式扶志扶智
军训班进行强化教育。截至目前，全
县8个乡镇74村庄已开展“六治”专
项工作，其中55个村已评选“六治”治
理对象初步名单136人，转化警示期
人员33人。

昌江县委书记黄金城表示，昌江

将继续强化责任落实，保持攻坚态
势，针对工作落后，进度缓慢的突出
问题，采取超常规举措，加大督查推
进力度，建立倒排工期问责机制，全
力以赴强劲推进脱贫攻坚各项工作，
以优异的成绩迎接国家脱贫攻坚督
查和全省脱贫攻坚大比武，确保高质
量决胜脱贫攻坚收官战。

（本报石碌7月28日电）

扶智扶志 激发贫困群众脱贫内生动力

康康生生小小 活活走向我们的 ·决战决胜脱贫攻坚

为巩固脱贫攻坚所取得的成效，
昌江采取超常规举措，持续开展产业、
就业、消费扶贫等工作并向纵深推进。

为此，该县制定了《昌江黎族自
治县 2020 年农业产业扶贫工作方
案》，大力发展以“短平快”为主、中长
期为辅的农业结构，引进扩种泰国红
心菠萝蜜6000亩，确保产业项目持续
健康发展。继续实施贫困户家庭年
经营性纯收入超过 4000 元，奖励

1000元用于发展产业的奖励政策。
今年以来，昌江通过“点对点”一

站式劳务输出模式，共运送了843名
农民工（其中163名贫困劳动力）赴粤
务工。“通过政府的帮助，我在深圳打
工增收，还学了技术。”昌江石碌镇保
突村保老村民小组脱贫户刘亚文说。

除了通过“点对点”一站式劳务
输出模式，输送农民工到省外务工
外，昌江还采取开展职业技能培训、

组织专场招聘会等举措，解决当地农
村劳动力就近就业问题，筑起一道防
返贫稳脱贫的“堤坝”，促进农民工就
业、防止返贫取得了良好的成效。

据昌江就业局局长李腾空介绍，截
至目前，昌江共举办职业技能培训班48
期，培训农村劳动力4834人次，其中贫
困劳动力2978人次；开发就业扶贫公
益性岗位256个；开发疫情防控临时性
公益岗位942个，优先安置812个贫困

家庭劳动力就近就业。
昌江扶贫办的统计数据显示，截

至7月19日，昌江贫困劳动力外出务
工 1.132 万人，其中县内务工人数
7210人，省内县外务工人数3172人，
省外务工人数938人。

此外，今年昌江共举办线下消费
扶贫活动16场，直播带货活动5场，
扶贫产品累计销售747万元，受益贫
困户884户（次）。

授人以渔 以超常规举措巩固脱贫成效

近日，俯瞰云雾缭绕的昌江黎族自治县王下乡浪论村。王下乡地处海南国家热带雨林公园内的霸王岭生态核心保护区，曾经因位置偏远交通不便，
发展落后。近年来，依托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资源，王下乡被打造成为“黎花里”文旅小镇，村民吃上了“旅游饭”。 本报记者 李天平 摄守住青山换“金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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